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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路灯杆及系统，包括，杆体，及其上

设置有路灯、检测部、控制部、存储部、通信部；检

测部包括用于检测环境光亮度的亮度检测部、检

测外界声波的声音检测部，其将检测信号发送给

控制部；通信部能够接收控制器指令并发出无线

信号，或者接收外界无线信号并发送到控制器；

存储器中存放路灯杆的各种信息，如位置坐标信

息、道路信息、路灯的状态信息、临近路灯杆的坐

标、状态等相关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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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路灯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智能路灯杆，所述智能路灯杆包括，杆

体，及其上设置有路灯、检测部、控制部、存储部、通信部；

检测部包括用于检测环境光亮度的亮度检测部、检测外界声波的声音检测部，其将检

测信号发送给控制部；

通信部能够接收控制器指令并发出无线信号，或者接收外界无线信号并发送到控制

器，

存储器中存放路灯杆的各种信息，包括位置坐标信息、道路信息、路灯的状态信息、临

近路灯杆的坐标和状态信息，其中道路信息在安装时人为设定，这样在竖直方向上的大致

同一位置而分属于不同道路的路灯杆能够区分出来；

其中：所述无线信号是与周围一定距离内的路灯杆进行通信的信号，或是与其他装置

的通信信号；

所述检测部还包括用于检测本路灯杆上路灯亮灭的灯检测部，并能将检测信号发送到

控制部，其中，当路灯杆的控制部发出信号让路灯打开，而路灯检测部发现路灯不亮时，路

灯杆控制部通过通信部向服务器或外部设备发出路灯杆有故障的信息；位置坐标信息在安

装路灯杆时人为设定，或通过通讯部获取，包括通过GPS部件获取信息或者通过蓝牙与周边

设备通讯间接获取；所述路灯杆具有确认功能，当其通过感测周围路灯杆的方式点亮后，一

段时间内，声音检测部并未收到人或车的声波信号或者红外信号，则控制部发送一信号将

路灯关闭，并向下一路灯杆发送信息，终止路灯的预点亮功能；

其中，所述系统的该多个路灯杆在一条道路上临近，所述系统具有预点亮功能，具体

为：当人或车通过第一路灯杆时，该路灯杆的路灯点亮，并将信息发送给临近的第二路灯

杆；随后人或车通过第二路灯杆时，第二路灯杆也点亮路灯，并将第一路灯杆和第二路灯杆

的路灯点亮的信息发送给第三路灯杆，第三路灯杆收到该信息后，根据情况启动开关点亮

自己，并发送信息给下一路灯杆，其中，第三路灯杆及之后的路灯杆预先启动自身路灯的情

况为，根据第一路灯杆和第二路灯杆上路灯的点亮时间和路灯杆之间的距离来计算人或车

的移动速度，并预判人或车到达第三路灯杆的时间，进行点亮，后面的路灯杆按照上面计算

方式预点亮；

其中，所述系统还具有弯道提醒功能，具体方式为：某一路灯杆的控制部根据存储的自

身位置信息及前后临近的两个或更多个路灯杆的位置坐标信息，计算出路灯杆之间的夹

角，从而体现出弯道的夹角来，并且控制部根据所计算出的夹角，来控制拐弯处路灯的颜色

和/或闪动频率，进而实现对车辆的提醒，并且，所述颜色和/或闪动频率随着弯道角度的变

化而变化；

其中，所述系统还具有会车提醒功能，具体为：第一车辆接近第一路灯杆时，第一路灯

杆点亮路灯并将信息发送给第二路灯杆；对面方向的另一车辆接近与第二路灯杆临近的第

三路灯杆时，第三路灯杆点亮路灯并发送信息给第二路灯杆；第二路灯杆的控制部收到第

一、第三路灯杆发送的信息后，确认会有会车发生，则第二路灯杆会发出警告，包括路灯颜

色改变或者闪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具有导航定位功能，路灯杆通

过通信部将其自身的位置信息与外界终端进行联系，多个路灯杆作为坐标指示点，能够迅

速准确定位终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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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当路灯杆自身检测到声音信号并点亮，却

发现临近路灯杆不亮时，系统记录临近路灯杆状态，当再次或多次发现临近路灯杆出现同

样情况时，通过无线通信部向服务器端系统发出临近路灯杆有故障的信息。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5722293 B

3



一种智能路灯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路灯杆，尤其是一种具有节能、充电、定位作用的智能路灯杆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都市中，人们生活越来越丰富，在夜间出行的人、车很多，夜晚的路灯照明非

常重要，而且现在，各个城市公路的覆盖率也很高，路灯和路灯杆的使用量非常庞大。

[0003] 然而目前的路灯杆，功能比较单一，主要是照明功能，单个路灯的功率较大、点亮

时间很长。路灯消耗着电网中的巨大电能，给电网供电带来了巨大负担。部分路灯杆具有感

测外界光强度的功能，当外界光亮度低于一定值时，路灯自动打开，当亮度高于一定值时，

路灯自动关闭。这样的方案能够节约一些电能，然而，在很多路段晚上通行量很少，此时路

灯全开还是会浪费很多电能。

[0004] 另外，在部分城市采用了具有太阳能功能的路灯杆，通过太阳能面板采集太阳光

并转化为电能，但是，太阳能面板比较昂贵，成本较高，另外，近些年雾霾比较严重，导致太

阳能面板的工作效率大为降低。

[0005] 还有现在的路灯设计中，路灯与路灯之间互动性的控制动作较少，甚至没有。大都

是通过一个总的控制系统控制各个路灯的动作，对大量路灯进行统一控制。显然这样缺乏

差异化控制，不能对各个路灯进行灵活控制。此外，现有路灯杆交互功能较少，尤其是和周

围路灯杆的交互并提供有利于交通的功能更好。

[0006] 此外，路灯杆结构成本较高，然而现有设计的功能单一，未能充分利用路灯杆结构

以降低成本。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解决上述问题的路灯杆及系统，包括，杆体，及其

上设置有路灯、检测部、控制部、存储部、通信部；测部包括用于检测环境光亮度的亮度检测

部、检测外界声波的声音检测部，其将检测信号发送给控制部；通信部能够接收控制器指令

并发出无线信号，或者接收外界无线信号并发送到控制器；存储器中存放路灯杆的各种信

息，如位置坐标信息、道路信息、路灯的状态信息、临近路灯杆的坐标、状态等相关信息等。

其中：所述无线信号可以是与周围一定距离内的路灯杆进行通信的信号，也可以是与其他

装置例如卫星、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终端的通信信号。所述检测部还包括用于检

测本路灯杆上路灯亮灭的灯检测部。并能将检测信号发送到控制部。

[0008] 进一步地，其中，当路灯杆的控制部发出信号让路灯打开，而路灯检测部发现路灯

不亮时，路灯杆控制部通过通信部向服务器或外部设备发出路灯杆有故障的信息。

[0009] 进一步地，其中，位置坐标信息可以在安装路灯杆时人为设定，也可以通过通讯部

获取，如通过GPS部件获取信息或者通过蓝牙与周边设备通讯(如手机)间接获取。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一种智能路灯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上面的的智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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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杆，该多个路灯杆在一条道路上临近，所述系统具有预点亮功能，具体为：当人或车通过

第一路灯杆时，该路灯杆的路灯点亮，并将信息发送给临近的第二路灯杆；随后人或车通过

第二路灯杆时，第二路灯杆也点亮路灯，并将第一路灯杆和第二路灯杆的路灯点亮的信息

发送给第三路灯杆，第三路灯杆收到该信息后，根据情况启动开关点亮自己，并发送信息给

下一路灯杆。

[0011] 进一步地，其中，第三路灯杆及之后的路灯杆预先启动自身路灯的情况为，根据第

一路灯杆和第二路灯杆上路灯的点亮时间和路灯杆之间的距离来计算人或车的移动速度，

并预判人或车到达第三路灯杆的时间，进行点亮，后面的路灯杆按照上面计算方式预点亮。

[0012] 进一步地，其中，所述路灯杆还有确认功能，当其通过感测周围路灯杆的方式点亮

后，一端时间内，声音检测部并未收到人或车的声波信号或者红外信号，则控制部发送一信

号将路灯关闭，并向下一路灯杆发送信息，终止路灯的预点亮功能。

[0013] 进一步地，其中，所述系统还具有弯道提醒功能，具体方式为：某一路灯杆的控制

部根据存储的自身位置信息及前后临近的两个或更多个路灯杆的位置坐标信息，计算出路

灯杆之间的夹角，从而体现出弯道的夹角来，并且控制部根据所计算出的夹角，来控制拐弯

处路灯的颜色和/或闪动频率，进而实现对车辆的提醒，并且，所述颜色和  /或闪动频率随

着弯道角度的变化而变化。

[0014] 进一步地，其中，所述系统还具有会车提醒功能，具体为：第一车辆接近第一路灯

杆时，第一路灯杆点亮路灯并将信息发送给第二路灯杆；对面方向的另一车辆接近与第二

路灯杆临近的第三路灯杆时，第三路灯杆点亮路灯并发送信息给第二路灯杆；第二路灯杆

的控制部收到第一、第三路灯杆发送的信息后，确认会有会车发生，则第二路灯杆会发出警

告，例如路灯颜色改变或者闪动。

[0015] 进一步地，其中，所述系统还具有导航定位功能，路灯杆通过通信部将其自身的位

置信息与外界终端进行联系，多个路灯杆作为坐标指示点，能够迅速准确定位终端的位置。

[0016] 进一步地，其中，当路灯杆自身检测到声音信号并点亮，却发现临近路灯杆不亮

时，系统记录临近路灯杆状态，当再次或多次发现临近路灯杆出现同样情况时，通过无线通

信部向服务器端系统发出临近路灯杆有故障的信息。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路灯杆的控制系统的结构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路灯杆智能开闭过程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路灯杆弯道提醒功能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路灯杆会车功能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法对本发明作

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2] 参见图1，本发明的智能路灯杆包括：杆体，其上设置有路灯、检测部、控制部、存储

部、通信部等，其中:

[0023] 检测部包括用于检测环境光亮度的亮度检测部、检测外界声波的声音检测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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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检测信号发送给控制部。

[0024] 通信部能够接收控制器指令并发出无线信号，或者接收外界无线信号并发送到控

制器。所述无线信号可以是与周围一定距离内的路灯杆进行通信的信号，也可以是与其他

装置例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终端的通信信号。

[0025] 存储器中存放路灯杆的各种信息，如位置坐标信息、道路信息、路灯的状态信息、

临近路灯杆的坐标、状态等相关信息等。

[0026] 优选地，检测部还包括用于检测本路灯杆上路灯亮灭的灯检测部。并能将检测信

号发送到控制部。

[0027] 所述的亮度检测部具有环境亮度检测电路，电路中采用光敏电阻，优选为硫化镉

光敏电阻；在黑暗环境里，硫化镉的电阻值很高，当受到光照时，只要光子能量大于半导体

材料的禁带宽度，则价带中的电子吸收一个光子的能量后可跃迁到导带，并在价带中产生

一个带正电荷的空穴，这种由光照产生的电子-空穴对增加了半导体材料中载流子的数目，

使其电阻率变小，从而造成光敏电阻阻值下降。光照愈强，阻值愈低。入射光消失后，由光子

激发产生的电子-空穴对将逐渐复合，光敏电阻的阻值也就逐渐恢复原值。光敏电阻的相对

光敏灵敏度与入射波长的关系称为光谱特性，亦称为光谱响应。对应于不同波长，光敏电阻

的灵敏度是不同的。硫化镉光敏电阻的光谱响应的峰值在可见光区域，与人眼的响应很相

似，可以有效地防止红外线及紫外线的干扰。此电路将电阻值的变化转化为电压值的变化，

输入到控制部，控制部根据存储部预先保存好的亮度与电压曲线就可以知道当前的环境亮

度了。

[0028] 此外所述路灯根据外界自然光亮度及时间段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外界光线越暗，

则路灯越亮，

[0029] 为保证测光的准确性，防止光检测部受到突发的强光如车灯或闪电的干扰而导致

控制器误调光，光亮检测部器还设有延时电路，延时电路的时间设置根据具体使用情况设

定，例如5秒。

[0030] 声音检测部包括声音传感器、声音信号滤波放大电路，计时器等，若有人或车载路

上动作发出声音，声音传感器检测到信号并发送给控制部，路灯R点亮。当定时器定时一段

时间(例如3～5分钟)之后，控制器发出信号，从而断开路灯R的电源,从而减少了电网不必

要的电能消耗。当到早晨时，路灯R会由开关装置进行断电。

[0031] 所述的亮度检测部还能检测路灯的是否发光及其亮度，这样能够在路灯坏了的情

况下进行反馈。

[0032] 位置坐标信息可以在安装路灯杆时人为设定，也可以通过通讯部获取，如通过 

GPS部件获取信息或者通过蓝牙与周边设备通讯(如手机)间接获取。

[0033] 道路信息在安装时人为设定，这样在竖直方向上的大致同一位置而分属于不同道

路的路灯杆可以区分出来，尤其是在立交桥部位分属上下不同道路的路灯杆。

[0034] 路灯状态信息包括路灯灭、亮、亮度等，其通过路灯亮度检测部检测后传输给控制

器并存入存储器。在另外的方案中，路灯状态信息直接存储在控制部的寄存器中。

[0035] 临近路灯杆的信息包括临近路灯杆的上述信息，该信息通过两个路灯杆的通信部

相互通讯取。

[0036] 下面说明本发明的智能路灯杆系统多种功能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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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智能开闭，本发明的智能路灯杆能够智能开闭路灯，具体来说采用周围环境光的

亮度或其与外界的声音的组合来控制路灯的亮灭，这样既能保证路灯在有人或车经过时为

亮的状态，实现其照明功能，也能在无人、车经过时关闭，节约了电能。此外，本发明的路灯

杆通过与周围路灯杆的通讯，可以提前预制是否有人或车辆通过，从而提前将路灯打开。

[0038] 参见图2在夜深人静时，为节省电能，路灯关闭。在人或车通过路灯杆1时，路灯点

亮，此时，路灯杆1将该信息发送给临近的路灯杆2，随后人或车通过路灯杆2  时，路灯也被

点亮，路灯杆2将路灯杆1的路灯及灯杆2路灯点亮的信息发送给路灯杆3，路灯杆3收到该信

息后，马上启动开关点亮自己，并发送信息给路灯杆4，(路灯杆4根据情况确定是否点亮自

己路灯)。这样在人或车还未到达路灯杆2、3时，其就能提前点亮路灯。尤其是在汽车速度较

快时，或者有弯道的路段或者山区路段等  (此时，声音会被阻隔而不能很好传递到前面的

路灯杆)，靠普通的声音检测存在一定滞后性或者不准确性。

[0039] 此外，路灯杆3不一定马上启动开关点亮自己路灯，其根据路灯杆1和路灯杆2  的

点亮时间和距离来计算人或车的移动速度，并预判人或车到达路灯杆3的时间，进行点亮。

[0040] 此外，路灯杆自身还有确认功能，当其通过感测周围路灯杆的方式点亮后，而声音

检测部并未收到人或车的声波信号(或者红外等其他方式未检测到人或车的通过信号)时，

则控制部发送一信号将其关闭。并向下一路灯杆发送信息，终止路灯的预点亮功能。

[0041] 故障检测，当路灯杆的控制部发出信号让路灯打开，而路灯检测部发现路灯不亮

时，路灯杆控制部通过通信部向服务器或外部设备发出路灯杆有故障的信息。

[0042] 当路灯杆自身检测到声音信号并点亮，却发现临近路灯杆不亮时，系统记录临近

路灯杆状态，当再次发现临近路灯杆出现同样情况是，通过无线通信部向服务器端系统发

出临近路灯杆有故障的信息。

[0043] 弯道提醒：

[0044] 当道路出现急弯时，尤其是在山路地带，在晚上，尽管有路牌提醒，但是由于环境

光线等原因，容易造成人的疲劳和麻木，进而造成事故。

[0045] 本发明的路灯杆能够在弯道处发出提醒，具体而言，参见图3，本发明的智能路灯

杆31、32、33处于弯道处，路灯杆32的控制部根据存储的自身位置信息及路灯杆31  和33的

位置信息，路灯杆31、32和33的夹角，从而体现出弯道的夹角来，路灯杆  32的控制部根据计

算出的夹角，来控制路灯的颜色和/或闪动频率(或在路灯下方设置另一警示灯，这样在提

醒的同时不影响路灯的正常照明)，进而实现对车辆的提醒，或者路灯杆上设有发声装置，

尤其发出声音提醒。

[0046] 优选地，所述颜色和/或闪动频率随着弯道角度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当弯道夹角为

大于120度-150度时,颜色浅绿，和/或闪动频率为1下/3秒；夹角为大于90度-120度之间，颜

色浅蓝，和/或闪动频率为1下/2秒；夹角为大于65度-90度之间，颜色浅黄和/或闪动频率为

1下/1.5秒；夹角为大于45度-60度之间，颜色浅红和/或闪动频率为1下/1秒；45度以下，颜

色浅紫和/或闪动频率为2下/秒。

[0047] 会车提醒：

[0048] 在道路狭窄，尤其是有上下坡的山路，双向车辆中间没有分隔物，尤其是转弯处会

占用对向车道。在晚上视线不好容易出现事故。

[0049] 本发明的智能路灯杆还具有会车提醒功能，具体而言，参见图4，车辆A接近路灯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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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时，路灯杆41点亮并将信息发送给路灯杆42，车辆B接近路灯杆43时，路灯杆43点亮路灯

并发送信息给路灯杆42，当路灯杆42的控制部收到两侧路灯杆发送的信息后，确认会有会

车发生，则路灯杆42会发出警告，例如路灯颜色改变或者闪动(也可以设置单独的警示灯，

来改变颜色或进行闪动)，或者有发声装置发出语音提示。优选的方案中，路灯杆上具有显

示屏，能够以图形、文字等方式提醒。

[0050] 这样，可以提前对会车予以提醒，避免了会车前瞬间才发现对方而可能造成的危

险。

[0051] 定位功能：

[0052] 目前人们出行较多，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航地图的使用非常广泛，但是目前的

导航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在步行或其他低速导航时，由于GPS定位精度的问题，误差较

大。

[0053] 本发明的智能路灯杆存有位置信息，且可以通过通信部与手机进行联系，这样通

过路灯杆作为坐标指示点，近距离的通讯导航能够迅速准确定位自身位置。并能准确进行

导航。

[005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此外，尽管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术语，但这些术语仅仅是

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本发明构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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