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rt City Lighting Solutions

更多信息请访问: novalu.me/lumintell-cn

对城市的智能化管理,
物联网
及维护平台

开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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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智慧城市功能的智能化照明管理已经成为现
代城市的关键要素，并且在未来会越来越至关重
要。

“

Jakob Meiland Hansen, 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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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管理连接智能路灯来创建无线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同时
实现能源节约,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降低维护成本。

Lumintell™ 提供了尖端技术, 安全可靠和高效的网络, 使您可以
单独或群组远程控制和监测不限数量的路灯。每个路灯都通过
应用程序在 www.lumintell.city 云端实现无线连接。
无需安装软件, 唯一需要的设备就是Lumintell™ Node控制器. 
我们独特创新的解决方案包含两种类型的控制器：单灯控制器
和集群控制器, 用于管理和连接路灯。Lumintell™ 创建了一个灵
活的网络平台, 无需固定的机柜安装或大型网关, 即可进行维护
与安装。

Lumintell™ 智能照明管理系统
Lumintell™ 使您能够结合日光和运动传感技术完成智能调光, 
将能源使用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达到30%, 结合通过更换新
的LED照明灯具能够减少高达75%。您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在智
慧城市操作界面中来运用精确的调光控件, 以及获得有效的数
据分析和报告工具。

Lumintell™ 维护服务平台
Lumintell™ 维护服务平台为您提供了控制系统状态的全面概况, 
并帮您节约了30% 至50%的年度维护成本。
通过物联网传感器的 Lumintell™ 插件, 用户能够在中央维护服
务平台上观察和监测物联网硬件以及灯具的状态, 为用户提供全
面的操作体验。
通过Lumintell™领域应用程序, 我们为您提供了市场领先的‘即
插即用’式部署以及经济高效的系统和服务解决方案。

Lumintell™ 综合体
Lumintell™ 系统允许外部咨询顾问和合作伙伴通过API (应用程
序编程接口) 来分析和管理数据收集, 将Lumintell™解决方案与
外部系统相互对接。
无论您优先考虑的是可持续性发展, 能源效率还是提高居民的生
活质量, Lumintell™都是您智慧城市的最佳解决方案。

LUMINTELL™
即插即用式
高效益智慧城市
解决方案 

LUMINTELL™
能为您的城市做什么

高达30%的额外能源节约
和二氧化碳排放
Lumintell™ 解决方案可为您的照
明设备节约高达30%的能源和二
氧化碳排放量. 结合通过更换新的
LED照明灯具能够减少高达75%。

数据驱动决策
包含系统报告，节能分析，二氧化
碳排量减少量和智能数据。

开启你的专属智慧城市
你可以随时通过外部传感器和物联网应
用程序来扩展您的智能城市解决方案。

方便和快捷的网络部署方式
得益于‘即插即用’式 
Lumintell™ Node 控制器 和 
Lumintell™ 领域应用程序,用户可
以快速配置已连接的网络，且具有
成本效益。 

减少了30% 至50% 的年度维护成本
Lumintell™ 维护服务平台允许用户
在一个综合集成的平台上监测和运
行所有安装的软件，从而大幅提升
维护和服务的效率。

化领域维护
通过独特的用于现场维护和部署控
制器的 LumintelL™ 领域应用程
序，用户可以在 Lumintell™ 系统
管理员操作界面后台中直接授权规
划并传递任务给现场的安装布控工
作人员。

API 展望未来集成一体化
Lumintell™ 支持用户将 Lumintell™ 

解决方案与外部生态系统集成一体
化。

Lumintell™ 解决方案



LUMINTELL™ 智慧城市解决方案通用规格

• 控制器之间的通信协议: Zigbee®

• 无线系统: 无需额外的机柜，大型基站或以太网连接

• NEMA 连接器版本全球范围通用

• 自动连接网络，减少调试时间(GPS自动检测)

• 提供尖端技术，安全可靠的高效网络

系统概述

LUMINTELL™ 
领域应用程序

LUMINTELL™ 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系统概述

• 自我诊断系统，可实现最佳服务和维护

• 根据EN50470认证的准确实时计量(请参阅合格证书)

• 通过双重身份验证安全访问Lumintell™网络应用程序

• 空中下载 (OTA) 固件更新

有关更多技术细节，请参阅Lumintell™控制器规格书.

LUMINTELL™
云端

LUMINTELL™
CLOUD

LUMINTELL™
CLOUD

Lumintell™ Node 单灯控制器Lumintell™ Node 集群控制器 (网关)Lumintell™ Node 单灯控制器

Lumintell™ 网络应用 
www.lumintell.city

外部
生态系统 ZigBee ZigBee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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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NTELL™ 
集成服务

LUMINTELLTM

LUMINTELL

LUMINTELLTM

TM

IoT 物联网插件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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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运动传感器集成

集成日光传感器

可选外部物联网插件

带有NEMA连接器的
Lumintell™ Node 控制器

Lumintell™ 网状网路

IoT 物联网网络

LUMINTELL™
CLOUD

LUMINTELL™
CLOUD

全球体战略合作伙伴:

微软Azure应用服务环境

JT国际数据漫游



LUMINTELL™ 智慧城市 
解决方案核心功能

Lumintell™ 智能照明管理系统

• 灯具和物联网传感器地理位置定位

• 灯具组调度和高级调光方案，以优化控制路灯

• 集成日光和运动传感器技术的“黄昏与黎明”优先级设置

• 自动同步本地时间和UTC(1)

• 定制化 CLO(2)功能

• 用户友好的操作界面，带有高级报告工具和性能图表，可优化节能分析。

Lumintell™ 维护服务平台

 > Lumintell™ 系统管理员

• 简便的系统网络和连接配置

• 作流程管理可优化现场维护

• 具有组件使用寿命服务信息的唯一硬件标识

• 硬件警报和网格监控

• 个人用户访问策略

 > Lumintell™ 领域应用程序

• 现场部署应用程序，可使用NFC(3)快速且经济高效地进行现场安装)

• 用于现场工作优化的维护和服务应用程序

Lumintell™ 集成服务

• 用于最佳传感器集成的物联网插件

• 通过外部合作伙伴从物联网插件中获取智能数据

• 支持API应用程序接口与外部生态系统的集成

有别于其他LMS解决方案，Lumintell™ 提供了两个单独的专用应用程序: Lumintell™ 智能照明管理系统,，其易于使用的操作界面
用于路灯的日常操作;以及Lumintell™ 维护服务平台，以供技术人员使用，配置网络并管理日常维护。

(1)UTC: 世界标准时间。 (2)CLO: 恒定光输出。(3)NFC: 近场通信。

核心功能

Lumintell™
维护

服务平台

Lumintell™
I智能化照明管理

系统



Lumintell™ 智能照明管理系统

集成LMS传感器的智能调光

具有日光和运动传感器集成功能的高级调光选项，具有用户友好的日程安排和配置文件设置，可用于单独或

成组的照明设备。

操作界面带有性能报告

带有性能图，节能分析和来自 IoT 插件的智能数据的报告工具

实时警报，可实现最佳维护和现场服务

硬件和连接错误会自动通知并显示在维护和服务平台中，以优化现场服务

Lumintell™ 智能照明管

理系统专为市政官员和照

明运营商设计。该系统在 

www.lumintell.city 提供了

既直观又方便使用的操作

界面和应用程序。



Lumintell™ 维护服务平台

部署和维护工作流程管理

使用 Lumintell™ 领域应用程序,可以将维护部署工作直接分配给现场维护人员，

包括最新的更新服务和维护信息。

用户友好的网络配置

凭借其完全的无线操作，即插即用式的网络控制器和省时的 

Lumintell™ 领域应用程序, Lumintell™ 的部署和配置既快速又具有成本效益。

警报和网格监控

Lumintell™ 通过实时数据同步和通知自动收集，

分析和可视化整个安装过程中的诊断信息。

Lumintell™维护服务平台可

为您的现场维护人员提供实

时协调和计划，从而根据需

求和计划优化沟通和提升工

作效率。



Lumintell™ 维护服务平台

关键优势

选用优质材料和超长使用寿命的
设计

无需工具安装，可理解操作

即时无线连接

通过NFC技术进行节点识别

提供NEMA 和 ZHAGA
两种连接器版本

灵活的集群控制器(网关)
位置优化

适用于现有的街道照明设备
(改造配件)

无需大型基站和以太网连接

Lumintell™ Node 控制器是基础网络构建
模块。由于其完全无线操作，即时连接和 
LCU(单灯控制器)和LCU(集群控制器)的独特设
计， Lumintell™ 的部署和维护得以快速，

轻松地进行管理。

Lumintell™ Node (NEMA) Lumintell™ Node (Zhaga)

领域应用程序

用于部署的 Lumintell™ 领域信用程序是一
个独特的工具，可用于在现场处理您的照明设
备，并与您的云端 Lumintell™ 维护服务平

台同步。

LUMINTELLTM

LUMINTELL

LUMINTELLTM

TM

关键优势

个人Android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用于现场服务

与Lumintell™系统管理员进行实时
通信

路灯属性的现场配置

优先的
个人维护和服务任务列表

服务地点指示

服务维护日志

硬件使用寿命周期数据

NODE 控制器

LUMINTELLTM

LUMINTELL

LUMINTELLTM

TM



以在您需要时升级您的
智能物联网城市解决方
案，进行数据收集。  

得益于您现有的街道照明基础设施和 Lumintell™ 集成服务，您可

以通过Lumintell™ IoT物联网插件选项连接城市灯具和 IoT 物联网

传感器，同时受益于集成的 Lumintell™ 维护和服务平台，全面覆

盖外部物联网硬件。

Lumintell™ 提供了API应用程式界面，可让您通过外部合作

伙伴收集数据并创建数据分析，同时确保将传感器硬件集成

到 Lumintell™ 维护和服务平台中。 Lumintell™API 确保了

Lumintell™ 解决方案与外部生态系统相结合。

这种灵活的解决方案使您可以收集智能数据，这些数据可用于改善

公共服务，例如监控和分析道路温度和状况以开发更安全的道路，

或者监控和测量空气质量，从而可以绘制出高污染区域，跟踪变化

时间，确定污染源，并分析潜在的干预措施。智能路灯可用于许多

不同的应用。可以支持的应用程序数量以及这些应用程序的复杂性

是无限的，并且主要取决于城市的目标和优先等级。

Lumintell™ 集成和IoT插件

减少
能源

消耗费量
(高达30% ad-

di-tionnal
额外储蓄)

道路
温度范围
和条件

空气质量
和污染

噪音滋扰
或枪声t
侦测

交通，人员
或单车计数

车牌
识别

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
(高达30%)

请与我们联系以获取免费演示或将查询发送至 vl@novalu.me

天气
预报

智能电网
分析

公共 Wi-fi
网络

监控录像 交通
管理

预备IoT网络
用于未来传感器

P

当您需要时, 
可轻松选择您所需的传感器

智能
停车

使用
LED照明-
节约能耗
 (高达
50%)

减少
维护

成本(30-50%)

LUMINTELL™ 集成服
务可

Lumintell™ 集成服务和可选的 IoT 插件:

“作为您智慧城市项目的合作伙伴，我们从项目设计，
安装和系统设置的每一步为您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

宽带物联网插件窄带IoT插件 窄带IoT插件LUMINTELL™ LMS

可选的物联网插件



L E D路灯
配有LUM INTE L L™
和公共无线网络

已在智利
安装

Lumintell™ 主要文献

借助LUMINTELL™智慧城市解决方案，Novalume总计安装27,000台全

新LED路灯，并通过联网所有设备，升级了智利两个城市（+200,000居

民）的街道。此外，该设备还进行了升级，可以生成公共Wi-Fi，从而

使居民能够上网。.

改用高性能节能LED照明设备和LUMINTELL™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可以显

着降低能耗，同时改善环境并改善照明质量。这一转变意味着该市的

能源消耗减少了66％。该市还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向大气排放

的二氧化碳减少了2,227吨。

该项投资, 包括安装，投资回收期少于5年，安装的设备使用寿命为

16.7年，是投资回收期的3倍以上!

智利
两个城市发展成智慧城市

66% 5 16.7 2,227吨
每年减少用电量 年回收期 年产品使用寿命 每年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

请与我们联系以获取免费演示或将查查询发送至 vl@novalu.me 



Kay Fiskers Plads 9, West Tower, 2300 Copenhagen, Denmark

  info@novalu.me I vl@novalu.me

即刻从 Lumintell™ 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中获益。

现在就联系我们!

novalu.me

Turnkey Lighting Solu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