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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利浦照明公司全球戶外系統負責人馬丁·奧德爾 

 

在飛往洛杉磯的回程夜航班機上, 艾德·艾布拉希敏 (Ed Ebrahimian) 總是喜歡凝視窗外. 下次當

你晚上飛臨洛杉磯上空的時候, 可以好好往窗外望一望, 就會知道他到底在看些甚麼. 五年前, 

下面這座城市被一片橙色的燈光所籠罩, 將天空都映得通紅. 而今天, 點亮這座大都市的是數以

萬計的銀色光點. 道路網格更加清晰了, 而夜空卻恢復了原本的漆黑. 

 

“現在這些燈光看起來像是蠟燭, 完全不刺眼,” 艾布拉希敏滿懷熱情地稱讚道, “天空輝光是我這

輩子見過的最奇妙景象.” 

 

艾布拉希敏有充分的理由如此興奮. 身為洛杉磯路燈管理局局長, 他正在監管世界上規模最大的

路燈改造項目之一 – 打算用 5,700 萬美元改造該市的 215,000 盞路燈, 這些路燈有 400 多個式

樣. 在該項目啟動五年之後的今天, 用這些錢他僅改造了 155,000 盞路燈. 而剩下的 60,000 盞路

燈 – 其中包括大部分裝飾性路燈, 還需要 5,000 萬美元. 

 



在迅速的城市化過程中, 這個世界正在面臨的一場重要卻又被忽視的鬥爭 – 光明和黑暗之爭. 

而在這場鬥爭中, 洛杉磯是一個重要的戰場. 出於商業和安全方面的考量, 城市管理者和企業希

望處處都有更多的燈光.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 我們讓光明向黑暗發動了 “密集轟炸”, 然而, 這同

時也帶來了高額的電費支出, 使得野生動物的生存受到影響, 甚至是威脅. 幾千年來星空一直是

啟發科學家, 詩人以及探險家的靈感來源, 而現在這種景觀卻消失在一片光亮中. <夜晚的終結> 

(The End of Night) 作者保羅·博加德 (Paul Bogard) 說: “仰望星空曾經是最普通的人類體驗, 如今卻

已變成最稀有的了.” 該書強烈指責了不加遏制的光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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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轉變的核心技術是 LED – 即發光二極管, 這是照明歷史上的一大突破. LED 是固態半導體, 

所以比起頭頂上的燈來說, 它們更接近於智能手機中的處理器. 洛杉磯, 紐約, 芝加哥, 上海, 

哥本哈根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幾十座城市都在部署 LED 路燈, 這至少可以解決傳統路燈能源使用

效率低下造成的大多數問題. 

 

LED 路燈的前期成本是傳統高壓路燈的三至四倍, 但它們的使用壽命也是後者的三至四倍, 而且

單位功率的照明能力也是後者的三倍, 每年可節省 30%至 70%的電費. 因為 LED 是數字芯片, 按

照摩爾定律的說法, 它的成本只會越來越便宜. 而且, 作為電子元器件, 它們更加可程控, 並且

更加有效地與無線電和傳感器芯片相連接, 從而在全市範圍內形成無線網路, 用以監控犯罪, 電

力中斷和水管破裂問題以及協調救災行動. 

 

這輪 LED 路燈大升級潮流中存在巨大的商機. 據諮詢公司 HIS Technology 報告, 在去年全球範圍

內安裝的 1.4 億盞路燈當中, 只有 1,900 萬盞是 LED 路燈. 到 2020 年, LED 路燈預計將在 1.55 億

盞的路燈保有量中占到 1 億盞. 同期 LED 路燈的年銷售額也將從 43 億美元激增至 102 億美元. 

波士頓, 西雅圖和紐約市都在進行路燈大規模升級換代. 紐約斥資 7,600 萬美元的項目將是美國

規模最大的: 到 2017 年年底前更換 250,000 盞路燈. 紐約市官員預計每年在能源和維護開支方面

可節省 1,4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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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燈照明領域裡規模最大的幾家廠商 – 歐司朗 (Osram), 荷蘭皇家飛利浦 (Royal Philips), Acuity 

Brands 和松下 (Panasonic) – 都在競相採用新的業務模式, 以搶在傳統路燈銷售”消亡” 之前完成

調整. 各大製造商過去的規劃是每隔四年就需要更換燈泡和零部件, 但是 LED 燈泡附有十年保修

期, 而且許多 LED 燈泡的使用壽命可達 15 年至 20 年. 幾家製造商正在側重於銷售通過中央指揮

中心或智能手機控制並監控 LED 網絡的軟件. 飛利浦在 2011 年推出了 City Touch 管理軟件, 用於

監視每個路燈的能源消耗情況, 發現出故障的路燈, 還可調節每盞路燈的亮度. 該公司現在從遍

及 31 個國家的 260 個照明項目收取服務年費, 其具體數額沒有透露. 各大製造商以及公用事業

公司正在推出融資計畫, 由他們承擔前期安裝費用, 然後與城市長期分享節能收益. 

 

“照明行業正在發生改變, 所以我們正在考慮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荷蘭飛利浦照明公司 (Philips 

Lighting) 全球戶外系統負責人馬丁·奧德爾 (Martin Oerder) 說, “我們有點謹慎, 不想完全倒向這些

當下時興的昂貴產品. 因為總需要有人為此買單.” 

 

照亮夜空所帶來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已經無法估量, 但是未來當我們回顧今日時, 將會為能源浪費

以及對黑暗與光明的自然循環造成的破壞而感到後悔. 電力路燈於 19 世紀中葉首次出現在歐洲國

家的首都, 讓巴黎人和倫敦人驚嘆不已. 當時的光線非常刺眼, 只能安裝在高塔上. 1879 年 4

月, 當第一盞路燈聳立在克利夫蘭時, 美國終於告別了暗夜. 自那以來, 美國一直在盡全力點亮

每一條道路, 每一座加油站, 每一個倉庫, 以及每一個角落. 

 

今天, 全美大約有 6,000 萬盞眼鏡蛇頭般的路燈, 它們整夜發出桃粉色燈光 – 不管燈下沒有人

活動, 並且不知所謂地把天空也照得透亮. 一般城市的 40%電費開支花在路燈照明上, 而且其中

接近一半是屬於浪費. 據致力於減少光汙染的非營利組織 – 國際黑暗天空協會 (International 

Dark-Sky Association) 報告, 過多的戶外照明 – 包括辦公室和工業建築的外部照明, 每年在能源

方面的浪費約為 35 億美元. 地球上真正黑暗地方的數量正在迅速減少. 據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以及美國和義大利的研究機構拍攝的衛星圖像以及進行的計算機模擬顯示, 

北美地區射向天空的照明量每年增加 6%. 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 – 包括美國本土和歐洲 99%的人

口, 再也無法體驗繁星點點的夜晚. 



LED 本身並不會消除全球能源浪費和照明過剩問題. 目前型號的 LED 燈泡比老式鈉燈或汞燈更亮, 

而且許多 LED 燈型發出的藍色光波會對人體退黑激素的分泌造成巨大影響, 據美國醫學協會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報道, 在為數有限的流行病學研究當中, 這種傷害與癌症病例的增

加存在關聯, 尤其是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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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是把新的 LED 路燈與運動傳感器連接起來, 以此消除不必要的強光, 從而減少整體照明強度. 

一些城市, 比如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和弗拉格斯塔夫 (Flagstaff), 制定了法規來限制過度的戶外照

明, 但除了設有幾個重要的太空觀測站的亞利桑那州之外, 大多數地方並不特別需要黑暗的天空. 

洛杉磯路燈管理局局長艾布拉希敏說, 倘若人們開始將交通事故歸咎於道路黑暗的話, 那麼調暗

燈光將會成為一個令人頭疼的大麻煩. 

 

“在照明史上一直非常確定的一件事是, 隨著照明技術的成本越來越便宜, 我們使用越來越多的照

明, “國際黑暗天空協會代理執行董事斯科特·德爾 (Scott Kardel) 說, “大多數城市並不怎麼考慮我

們如何在夜晚使用燈光.” 

 

洛杉磯在 10 年前開始考慮換用 LED 路燈, 想以此來削減電費. 該市擁有的路燈數量在美國排名

第二, 僅次於紐約. 那時 LED 技術已經比較成熟, 足以用於發送交通信號. 但早期型號的 LED 路

燈很容易燒毀, 或者發出過於明亮的藍白色, 又或者照明質量不穩定, 光線忽明忽暗. 直到 2008

年, 艾布拉希敏才覺得 LED 技術已經足以勝任路燈照明任務, 於是提出了改造路燈照明計畫. 當

時每盞 LED 路燈的成本高達 400 美元, 是如今的兩倍多, 但即使如此, LED 路燈也是經濟合算的, 

因為它們讓該市每年 1,600 萬美元的電費削減了 40%. 當時還有兩件事情對他有利: 時任洛杉磯

市長安東尼奧·維拉萊戈薩 (Antonio Villaraigosa) 渴望減少該市的碳足跡, 加上洛杉磯市碰巧有自

己營運的公用事業公司, 這家公用事業公司為這項計畫的第一階段工程提供了 4,000 萬美元貸款

以及 1,700 萬美元的電費退款. 

 

第一階段工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路燈的能源使用量已經從 1.90 億千瓦時下降至 1.10 億千

瓦時. 通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據估算自那以來每年的電費節約率已經激增至 63%. 今年, 該

市預計在電費開支方面節省 880 萬美元, 在維修費用方面節省 300 萬美元左右. 現在還使用了一



套軟件系統用於測量每盞路燈的能源使用量, 並且查看每盞路燈是否正常工作 (傳統路燈需要人工

檢查). 等明年洛杉磯還清貸款, 之後節約下來的錢就可以切實落在手裡. 

 

比節省資金更加讓艾布拉希敏興奮的是這個系統具有的靈活性. 洛杉磯可以調暗或調亮任何一盞

路燈, 讓路燈變成一支數字化的部隊, 可以聽從系統的號令, 這對於老式路燈而言在技術上是不

可能實現的. 該市提出了利用閃光光程來引導警察和消防隊員往返處理緊急情況的構想, 並且可

能會在晚些時候落實這個計畫. 田納西州查塔努加市也在 2011 年開展了一個試點項目, 該項目讓

其警務人員能夠從他們駕駛的巡邏車裡調暗調亮該市的 LED 路燈. 該市通過選擇性地調亮路燈來

驅散人群, 以此利用這項技術來降低某公園的的犯罪率. 即使沒有路燈的敏感調節, 洛杉磯也已

經看到了犯罪率的降低. 自從 2008 年以來, 晚 7 點至次日早 7 點這個時段內的入室盜竊和故意

破壞公物等犯罪行為已經減少了 10%. 

 

艾布拉希敏說: “這項新技術竟然還沒有在全美各地得到更多的部署, 對此我很驚訝.” 

 

儘管 LED 路燈在節能和防止光汙染方面具有潛力, 但是它們真正的潛力可能在於加快智能電網的

到來. 具有超前意識的各大城市正在利用路燈改造計畫, 把路燈外殼變成配置微處理器, 攝像頭, 

傳感器以及無線射頻的智能集成器. 路燈可以向系統提供有關交通, 天氣, 空氣質量, 突然出現

的噪音以及意外人潮的信息. 

 

丹麥在 LED 市政照明方面佔據領先地位, 其 100 萬盞路燈中已有 25%至 30%替換成 LED 路燈. 丹

麥即將在哥本哈根郊市阿爾貝特斯蘭 (Albertslund) 啟動一個高科技試驗場. 在一個半平方英里的

地區內的六英里道路正在配備來自於 25 家公司的數百盞新路燈以及一些控制系統, 這些公司當中

包括飛利浦, 歐司朗和司科 (Cisco). 這個丹麥戶外照明實驗室 (Danish Outdoor Lighting Lab, 簡稱

DOLL) 的第一階段工程為期三年, 預算總額為 1,000 萬美元. 一個控制室裡配置一塊巨大的屏幕, 

上面將顯示每盞路燈發出的光亮和光色, 以及每盞路燈在執行各項功能 (比如在行人和汽車靠近

時變暗或變亮) 的情況. 安裝在下水道或水管裡的傳感器傳送出來的數據將會發送到路燈桿上, 

然後經由路燈桿發送到該市的工務局進行分析. 

 

DOLL 計畫負責人弗萊明·馬德森 (Flemming Madsen) 說: “各大公司可以通過一個獨特的展室廳來

展示他們的產品. 我們可以為研究人員, 城市和技術產品製造商牽線搭橋.” 

 

用於 LED 大普及的資金大多來自於納稅人, 但其回報前景也足以吸引私人投資者. 飛利浦去年從

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 都會區運輸局那裡贏得了一份為期十年的合約, 任務是將 25 個停車場的

13,000 盞路燈替換成 LED 路燈. 華盛頓都會區運輸局打算用預期節省下的 200 萬美元電費和維修

費開支來向飛利浦支付合約費用. 加州的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 (Pacific Gas & Electric) 則拿出了承包

各大城市 LED 照明改造工程的一攬子服務方案 – 從選擇供應商到獲得政府獎勵來安裝 LED 路

燈, 並且承諾以比城市自己的工作人員更加便宜的價格完成此項任務. 舊金山附近的兩個城市 – 

奧克蘭和核桃溪 (Walnut Creek) 都已經是該公司的客戶. 

 

關於融資的另一個新的想法是, 把路燈桿的”不動產”出租給移動或有線電視服務供應商. 今年早

些時候, 飛利浦和愛立信推出了一項計畫, 向各大城市提供將飛利浦的低功耗 LED 燈泡和愛立信

的無線基站結合在一起的路燈桿. 這個風險項目目前還沒有宣布簽約任何客戶. 



艾布拉希敏急切地等待著洛杉磯 LED 路燈項目的最終展示. “我們正處於全球照明革命的一輪浪潮

之中. 自從愛迪生發明燈泡以來, 燈光已經遍佈全球各地, 而過去幾年以來 LED 技術已經改變了

整個局面. 遊戲規則已經改變了.” 

 

 

 

 譯 陳瑋  校 李其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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