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398171.4

(22)申请日 2018.08.29

(73)专利权人 云南陆巡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65010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河宏路

228号广福城A3雅福园2栋2102室

(72)发明人 尹华斌　李秀梅　

(74)专利代理机构 昆明知道专利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企业) 53116

代理人 谢乔良　张玉

(51)Int.Cl.

H05B 37/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

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

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包括控制器、PWM模块、路灯、

传感器模块、通信模块Ⅰ、电源装置、监控中心，所

述控制器的输出端分别与PWM模块的控制端、通

信模块Ⅰ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输入端与

传感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PWM模块的输出

端与路灯连接，所述电源装置的输出端分别与控

制器、PWM模块、传感器模块、通信模块Ⅰ的电源端

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通信模块Ⅰ与监控中心网

络连接，所述控制器用于根据接收到传感器模块

的环境信息和/或监控中心的控制指令通过PWM

模块调整路灯的亮度。本实用新型具有可控性

强、节能环保、安全可靠、维护简便的特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09134669 U

2019.07.19

CN
 2
09
13
46
69
 U



1.一种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器（1）、PWM模块

（2）、路灯（3）、传感器模块（5）、通信模块Ⅰ（6）、电源装置（7）、监控中心（8），所述控制器（1）

的输出端分别与PWM模块（2）的控制端、通信模块Ⅰ（6）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1）的输入

端与传感器模块（5）的输出端连接，所述PWM模块（2）的输出端与路灯（3）连接，所述电源装

置（7）的输出端分别与控制器（1）、PWM模块（2）、传感器模块（5）、通信模块Ⅰ（6）的电源端连

接，所述控制器（1）通过通信模块Ⅰ（6）与监控中心（8）网络连接，所述控制器（1）用于根据接

收到传感器模块（5）的环境信息和/或监控中心（8）的控制指令通过PWM模块（2）调整路灯

（3）的亮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

装置（7）包括主电源和/或备用电源，所述备用电源为太阳能和/或风能发配电装置，所述备

用电源包括风能组件和/或太阳能组件（71）、蓄电池（72）、供配电装置（73），所述蓄电池

（72）通过供配电装置（73）分别与市电、风能组件和/或太阳能组件（71）连接，所述控制器

（1）、PWM模块（2）、传感器模块（5）的电源端分别与供配电装置（73）的输出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

信模块Ⅰ（6）为电力载波模块、近距离通信模块和/或移动蜂窝通信模块，所述电力载波模块

或近距离通信模块用于控制器（1）与传感器模块（5）之间信息传输，所述电力载波模块或移

动蜂窝通信模块用于控制器（1）与监控中心（8）进行信息传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近距

离通信模块包括蓝牙子模块、Wi-Fi子模块、RF射频子模块和/或ZigBee子模块，所述移动蜂

窝通信模块包括GSM子模块、GPRS子模块、UMTS子模块和/或LTE子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

中心（8）包括监控主机（81）、存储器（82）、网关（83）、通信模块Ⅱ（84），所述网关（83）及通信

模块Ⅱ（84）分别与监控主机（81）的通信端口连接，所述存储器（82）与监控主机（81）的数据

端口连接，所述通信模块Ⅱ（84）与通信模块Ⅰ（6）及远程终端（9）信号连接，所述网关（83）与

互联网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器（1）与路灯（3）间还设有漏电保护模块（A），所述漏电保护模块（A）包括计量芯片、电压检

测电路、零序电流检测电路、蜂鸣器和/或指示灯。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

器模块（5）包括噪音监测传感器、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气象传感器和/或光敏传感器。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路灯

（3）设置有至少两个灯组并分别与PWM模块（2）的输出端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

置于灯杆下部的报警按钮（B），所述报警按钮（B）与控制器（1）的输入端连接并通过通信模

块Ⅰ（6）与警务系统连接进行报警并定位。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

于灯杆并与控制器（1）的控制端及与电源装置（7）的输出端连接的闪烁灯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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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市政照明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控性强、节能环保、安全

可靠、维护简便的应用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市政路面照明系统又称为路灯，指给市政道路提供照明功能的灯具。以前，城市路

面照明管理系统大部分只能以区域为单位对照明设备进行管理，灯亮后全功率运行，能源

消耗较大，且不能满足片区或个别特殊区域的正常照明。目前，虽然部分智慧城市采用基于

楼宇自控系统来监控照明，但也只能实现简单的区域照明和定时开关功能，不能根据当前

当前的环境状态的环境状态进行实时照明调整，无法兼顾合理照明和节能，不具有智能性、

可调性，无法实现调光、场景控制等功能来灵活自如地管理照明设备。随着智慧城市的建设

需要，在道路上安装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如用于交通协管、治安监控的监控设备，以及针

对环境质量、噪声或风速等进行检测的各种传感器等等，这些智能设备的安装方式大多比

较杂乱无章，有的直接单独立杆安装，扰乱了原本的道路建设规划，有的则直接外挂式抱箍

于路灯杆上，使得本来简洁的灯杆增加了很多不协调的部件，严重破坏了整体道路和园区

的环境，而且这种随意的安装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另外，目前的城市路面照明管

理系统如果有坏灯需要维护人员去公路上检查，不仅浪费人力，而且不能达到及时性，影响

道路正常照明，而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003] 现阶段，出现了一些以无线控制的城市路面照明管理系统，但其控制不仅依赖于

远端监控中心的控制，而且一般采用传统如ZIGBEE方案或者2G类的无线类通讯控制，传统

ZIGBEE路灯控制基本采用三级模式，即上位机服务器、集中器和终端组成三级，在使用过程

中或者现场安装过程中，需要将集中器先与上位机服务器进行调试连接通过，再调试终端，

所以相关的调试较为麻烦；而2G通讯的控制方式会比ZIGBEE相对简单些，去除了集中器的

中间环节，但由于2G网络并不是专门用来作为物联网通讯使用的，将2G作为路灯灯具控制

的通讯方案，会导致该地区很多2G设备连接与用户手机等移动设备冲突，而导致信号传输

受到影响。由于现有的城市路面照明管理系统对路灯的调节依赖于远端监控中心的控制，

当发生网络故障时，无法进行照明调整，整体的安全可靠性较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控性强、节能环保、安全可靠、维护简便的应用

于市政路面照明智能控制管理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包括控制器、PWM模块、路灯、传感器模块、通信

模块Ⅰ、电源装置、监控中心，所述控制器的输出端分别与PWM模块的控制端、通信模块Ⅰ的输

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输入端与传感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PWM模块的输出端与路灯

连接，所述电源装置的输出端分别与控制器、PWM模块、传感器模块、通信模块Ⅰ的电源端连

接，所述控制器通过通信模块Ⅰ与监控中心网络连接，所述控制器用于根据接收到传感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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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环境信息和/或监控中心的控制指令通过PWM模块调整路灯的亮度。

[0006]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07] 1、本实用新型以现有技术中的控制器获取传感器模块的检测信息或接收监控中

心的控制指令，通过调节PWM模块的输出电流或电压来控制路灯的亮度，从而达到能够根据

当前的路面环境状态或监控中心的控制指令进行实时照明亮度和照明时间的调整，兼顾了

合理照明和节能，也能方便未来照明系统的布局和控制方式变更。

[0008] 2、本实用新型设置风光发配电装置作为备用电源，能够在出现供电事故等突发情

况下给路灯及控制器、PWM模块、传感器模块、通信模块Ⅰ供电，提高了市政路面照明的可靠

性。

[0009] 3、本实用新型以移动蜂窝通信和电力载波双路冗余实现控制器与监控中心的通

信，控制器和监控中心间首选电力载波通信方式，当遇到特殊情况导致电力线载波通信中

断时，自动调整到移动蜂窝通信方式，两种模式相辅相成，解决路灯集中控制通信可靠性的

问题。

[0010] 4、本实用新型设置漏电保护模块，通过检测路灯灯杆上是否带电，检测到漏电后，

通过蜂鸣器和/或指示灯进行报警且控制器将漏电信息上报到监控中心，监控中心或控制

器进行断电，防止漏电灯杆危及人身安全，提高了安全性。

[0011] 5、本实用新型的路灯设置有至少两个灯组，控制器能够根据白天到夜晚之间光线

逐渐变化，通过内部设定的计时器分时段的开启灯组，避免灯组一次全部亮所造成的浪费，

从而节约电能。

[0012] 6、本实用新型利于广泛分布的路灯在灯杆下部设置于报警按钮，以控制器及通信

模块Ⅰ实现与警务系统连接报警并定位，从而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帮助报警人报警并定位，提

高了市民的安全感。

[0013] 7、本实用新型在灯杆设置闪烁灯组，当处于雾天或雾霾天时，通过控制器接收监

控中心发送的控制指令启动闪烁灯组，从而在恶劣天气对路面宽度的轮廓进行指示，便于

司机分辨路况，提高了市政路面行车的安全性。

[0014] 因此，本实用新型具有可控性强、节能环保、安全可靠、维护简便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原理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之外形结构图；

[0017] 图中：1-控制器，2-PWM模块，3-路灯，5-传感器模块，6-通信模块Ⅰ，7-电源装置，

71-太阳能组件，72-蓄电池，73-供配电装置，8-监控中心，81-监控主机，82-存储器，83-网

关，84-通信模块Ⅱ，9-远程终端，A-漏电保护模块，B-报警按钮，C-闪烁灯组，D-灯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实用

新型加以限制，基于本实用新型教导所作的任何变更或改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0019] 如图1和2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控制器1、PWM模块2、路灯3、传感器模块5、通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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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Ⅰ6、电源装置7、监控中心8，所述控制器1的输出端分别与PWM模块2的控制端、通信模块Ⅰ6

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1的输入端与传感器模块5的输出端连接，所述PWM模块2的输出

端与路灯3连接，所述电源装置7的输出端分别与控制器1、PWM模块2、传感器模块5、通信模

块Ⅰ6的电源端连接，所述控制器1通过通信模块Ⅰ6与监控中心8网络连接，所述控制器1用于

根据接收到传感器模块5的环境信息和/或监控中心8的控制指令通过PWM模块2调整路灯3

的亮度。

[0020] 所述电源装置7包括主电源和/或备用电源，所述备用电源为太阳能和/或风能发

配电装置，所述备用电源包括风能组件和/或太阳能组件71、蓄电池72、供配电装置73，所述

蓄电池72通过供配电装置73分别与市电、风能组件和/或太阳能组件71连接，所述控制器1、

PWM模块2、传感器模块5的电源端分别与供配电装置73的输出端连接。

[0021] 所述通信模块Ⅰ6为电力载波模块、近距离通信模块和/或移动蜂窝通信模块，所述

电力载波模块或近距离通信模块用于控制器1与传感器模块5之间信息传输，所述电力载波

模块或移动蜂窝通信模块用于控制器1与监控中心8进行信息传输。

[0022] 所述近距离通信模块包括蓝牙子模块、Wi-Fi子模块、RF射频子模块和/或ZigBee

子模块，所述移动蜂窝通信模块包括GSM子模块、GPRS子模块、UMTS子模块和/或LTE子模块。

[0023] 所述监控中心8包括监控主机81、存储器82、网关83、通信模块Ⅱ84，所述网关83及

通信模块Ⅱ84分别与监控主机81的通信端口连接，所述存储器82与监控主机81的数据端口

连接，所述通信模块Ⅱ84与通信模块Ⅰ6及远程终端9信号连接，所述网关83与互联网连接。

[0024] 所述控制器1与路灯3间还设有漏电保护模块A，所述漏电保护模块A包括计量芯

片、电压检测电路、零序电流检测电路、蜂鸣器和/或指示灯。

[0025] 所述传感器模块5包括噪音监测传感器、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气象传感器和/或

光敏传感器。

[0026] 所述路灯3设置有至少两个灯组并分别与PWM模块2的输出端连接。

[0027]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设置于灯杆下部的报警按钮B，所述报警按钮B与控制器1的输

入端连接并通过通信模块Ⅰ6与警务系统连接进行报警并定位。

[0028]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设置于灯杆并与控制器1的控制端及与电源装置7的输出端连

接的闪烁灯组C。

[0029] 本实用新型工作原理及工作过程：

[0030] 本实用新型以现有技术中的控制器获取传感器模块的检测信息或接收监控中心

的控制指令，通过调节PWM模块的输出电流或电压来控制路灯的亮度，从而达到能够根据当

前的路面环境状态或监控中心的控制指令进行实时照明亮度和照明时间的调整，兼顾了合

理照明和节能，也能方便未来照明系统的布局和控制方式变更。进一步，本实用新型设置风

光发配电装置作为备用电源，能够在出现供电事故等突发情况下给路灯及控制器、PWM模

块、传感器模块、通信模块Ⅰ供电，提高了市政路面照明的可靠性。更进一步，本实用新型以

移动蜂窝通信和电力载波双路冗余实现控制器与监控中心的通信，控制器和监控中心间首

选电力载波通信方式，当遇到特殊情况导致电力线载波通信中断时，自动调整到移动蜂窝

通信方式，两种模式相辅相成，解决路灯集中控制通信可靠性的问题。进一步，本实用新型

设置漏电保护模块，通过检测路灯灯杆上是否带电，检测到漏电后，通过蜂鸣器和/或指示

灯进行报警且控制器将漏电信息上报到监控中心，监控中心或控制器进行断电，防止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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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杆危及人身安全，提高了安全性。进一步，本实用新型的路灯设置有至少两个灯组，控制

器能够根据白天到夜晚之间光线逐渐变化，通过内部设定的计时器分时段的开启灯组，避

免灯组一次全部亮所造成的浪费，从而节约电能。进一步，本实用新型利于广泛分布的路灯

在灯杆下部设置于报警按钮，以控制器及通信模块Ⅰ实现与警务系统连接报警并定位，从而

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帮助报警人报警并定位，提高了市民的安全感。进一步，在灯杆设置闪烁

灯组，当处于雾天或雾霾天时，通过控制器接收监控中心发送的控制指令启动闪烁灯组，从

而在恶劣天气对路面宽度的轮廓进行指示，便于司机分辨路况，提高了市政路面行车的安

全性。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可控性强、节能环保、安全可靠、维护简便的特点。

[0031] 如图1和2所示，传感器模块5中的光敏传感器将检测的亮度传给控制器1，必要时

也通过通信模块Ⅰ6将检测的亮度值上传给监控中心8，控制器1根据预设阀值Ⅰ控制PWM模块

2的输出电流或电压，路灯3中的一个灯组逐渐点亮，当光敏传感器检测的亮度仍然低于控

制器1中的预设阀值Ⅰ或监控中心8下传的亮度值时，控制器1控制PWM模块2继续逐渐点亮路

灯3中的其它灯组至预设阀值。天亮后，在维持亮度预设阀值Ⅰ的基础上，按上述过程相反逐

渐关闭灯组。当控制器1输出给PWM模块2点亮路灯3后，若控制器1接收到的传感器模块5中

光敏传感器检测的亮度仍低于预设阀值Ⅱ（最大亮度），则控制器1通过通信模块Ⅰ6将异常

值上传给监控中心8，监控中心8判断故障后，通过通信模块Ⅱ84将故障类型、故障灯杆号等

信息发送给维护人员的手机等远程终端9，维护人员根据接收到的信息对相关路灯进行维

护。当报警人按下路灯灯杆D上的报警按钮B后，控制器1将报警信号及灯杆号等信息通过通

信模块Ⅰ6经监控中心8传送给警务系统，警务人员根据灯杆号的定位信息及时出警。当市政

道路处于雾天或雾霾天等能见度较低的恶劣天气时，控制器1通过接收传感器模块5的检测

值或接收监控中心8发送的控制指令启动灯杆D上设置的闪烁灯组C，从而在对路面宽度的

轮廓进行指示，便于司机分辨路况，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9134669 U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209134669 U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