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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p 智慧灯杆是什么？
p 普通路灯解决了照明问题，文化路灯打造了城市名片，智慧路灯将成为智慧城市入
口：灯杆随城市和人口密度均匀分布，是搭载小微站、边缘计算网关、LED显示屏、
充电桩、摄像头等多种设备，集成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的最佳载
体，成为多种设施的综合体和不同行业的共享设备。

p 智慧灯杆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
p “新基建”浪潮下，地方专项债规模扩大，累计地方专项债发行额为21697.92亿元，
同比增长148.45%，国内首只智慧灯杆的专项债落地，开创公路领域发行智慧路灯专
项债券先河，“多杆合一、一杆多用”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大趋势。随着行业成长
，有实际产品、能落地实施项目的智慧灯杆企业数量从2015年5家发展到了如今的40
－50家，近三年企业数量增长率均在60％以上。目前进入智慧灯杆领域的企业主要
有：路灯企业、灯杆企业、控制系统类企业以及通讯类企业，生态链上各类相关企
业积极跨界，瓜分智慧灯杆发展的红利。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环节分工尚不明
确，长期来看预计市场集中度将会逐步提升。

p 智慧灯杆行业未来趋势如何？
p 智慧灯杆建设资金来源从单纯的财政支出转为专项债为主，企业参与也从垫资换取
运营权的模式转换为与政府合作运营的模式，缓解资金压力，整合资源。智慧灯杆
功能增加，产品集成了更多功能，需要集采多种功能数据，且要负责数据运营和各
下游平台对接，技术门槛显著提升，中游议价能力随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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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p 智慧灯杆规模有多大？

p 我们以10000根灯杆为例进行测算，总支出为5.39亿元，按项目资本金投入40%，专
项债投入60%，15年期测算，每年现金流入为1.8亿，现金流出为1亿，现金净流入
为0.79亿，IRR为11.99%。

p 智慧灯杆行业18年萌芽，19年开启，20年上量-总体呈指数增长。据不完全统计，
2018年智慧路灯订单总规模为3.53亿元；2019年订单总规模为51.90亿元，同比增长
1368%； 2020年智慧路灯持续高速增长，截至2020年6月30日，订单总规模达246.51
亿元。若2020年下半年订单量比上半年略增，2020年项目总规模预计可达441亿元左
右。

p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市道路照明灯不断增长，从2009年的16.94百万盏增长至2018
年的27.38百万盏，年复合增长率5.48%。根据我们测算，2015至2019年，智慧灯杆
渗透率分别为0.0037%、0.007%、0.0127%、0.0237%。

p 城市照明路灯数量规模庞大，从2014到2018年，智慧灯杆在每年新增城市照明路灯
中渗透率从0.0022%增长到0.0475%，预计2020、2021年智慧灯杆总量将达到50700
和150700根，以智慧灯杆单价为2万均价计算，总的潜在市场空间达54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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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p 智慧灯杆行业门槛多高？
p 行业门槛主要是技术门槛、人才门槛和经验门槛：1>技术门槛：智慧灯杆涉及网络
通信、云计算、电力、人工智能等专业种类，复杂度高，厂商需具备综合的系统集
成能力；2>人才门槛：智慧灯杆行业涉及多个专业交叉，较难匹配复合人才；3>经
验门槛：智慧灯杆涉及场景广泛，在不同场景下需对提供的业务进行调整，需考虑
不同场景下通电通网等，以及业务与城市规划、公共安全、交通、通信等多个企业
或政府部门的协同共享等方面，需要厂商长期多年的经验积累。

p 智慧灯杆行业竞争格局
p 1>巨头布局：国内三大运营商因5G网络铺设需求自主独立设计建设智慧灯杆或与厂
商合作，在智慧灯杆行业占据一席之地；2>阿里、华为等巨头依托技术优势和平台
资源拿下多个项目，不仅与其他硬件厂商合作，也有总包项目落地；3>企业布局：
提供智慧灯杆成品的厂商已落地项目较多，传统照明、杆塔企业依托道路照明丰富
的经验，拿下众多项目，其中尤以华体科技、洲明科技、上海三思等最为突出。不
少跨界厂商也已经设计研发并落地不少智慧灯杆成品，如大云物联、海纳天成、日
海智能、飞乐音响等。企业发展模式各不相同，预计未来，产业链核心企业快速扩
大智慧路灯业务规模，走向集中化。

p 智慧灯杆案例及当前存在的问题
p 创新性仍显不足，缺乏主动创造应用场景的动能；城市大数据运营需要规模化数据
，当前程度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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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灯杆是什么？-发展史

p 路灯的发展经历了普通路灯→文化路灯→智慧路灯三个时期，从照明功能逐步发展为智
慧城市入口。

p 从1417年世界第一盏路灯，到1843年中国第一盏路灯、1879年中国第一盏电路灯，再到
1959年的文化路灯——长安街华灯，随着科技发展，路灯也在不断变化，便利人们的生
活，并被赋予了更多性能与可能。

p 天安门前的长安街现在仍使用当年周总理审定的莲花灯和棉桃灯造型，只有光源不断更
新升级实现更强照明效果、更长使用寿命、更低功率更节能。全国各地景区及文化街道
均根据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文化灯需求进行路灯设计，路灯被赋予了景观性、艺术性，
不少成为了城市文化名片之一。

图表 1：路灯、文化路灯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搜狐，上观新闻，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2：长安街文化路灯

1417 1843 1879 1959

世界上第一盏路灯或要
追溯到1417年，伦敦市
长要求室外悬挂灯具照
明，巴黎路易十四颁布
路灯照明法令。

中国第一盏路
灯是1843年上
海的一盏煤油
路灯。

1879年上海十
六浦码头亮起
来中国第一盏
电路灯。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
周年，北京进行天安门
广场建设。周总理亲自
审定长安街的华灯莲花
灯和棉桃灯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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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2015 2016 20192017
2018

1993年，智慧城市理念悄然兴起，
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开展智慧城市建
设，将城市中的水、电、油、气、
交通等公共服务资源信息通过互联
网有机连接起来，智能化作出响应
，更好地服务于市民学习、生活、
工作、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改善政
府对交通的管理、环境的控制等。

2015年,美国通信巨头AT&T和通
用电气携手为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市3200个路灯安装摄像头、麦克
风和传感器等,具有找停车位和
侦测枪声等功能；洛杉矶市为路
灯引入声学传感器和环境噪音监
测传感器以侦测车辆碰撞事件,
并直接通知应急部门。

2016年被认为是我国智慧路灯
杆落地的元年。年初，中兴通
讯在深圳工业园试点了首个Blue
Pillar智慧路灯杆；4月陕西省政
府联合铁塔公司、中兴试点智
慧灯杆；12月上海三思制造的
20座“高大上”的复合型路灯
杆在北京左安门西街亮相。

2017-2018年，智慧灯杆技术已经比较
成熟，但落地受阻。主要是由于存在
盈利模式不清晰、运营归属权限不明
确以及因智慧路灯方案中涉及气象、
交通、城市建设、广告管理等不同领
域并隶属于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管理,运
营商与不同部门的沟通协调面临众多
挑战。

2019年全国智慧灯杆
政策相继出台，智慧
灯杆完成完美蜕变。
智慧灯杆具有“有网
、有点、有杆”三位
一体的特点，具有促
进5G和智慧城市建设
的先天优势。

图表 3：智慧路灯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搜狐，电子质量E周刊，方正证券研究所

p 1993年智慧城市理念兴起，但直到2015年才从美国开始有了正真意义上的智慧灯杆，
2016年是我国智慧灯杆正式落地元年，2017-2018年智慧灯杆技术发展成熟却由于运营、
盈利模式等问题落地受阻，2019年作为5G商用元年为智慧路灯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一、智慧灯杆是什么？-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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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百度图片，华体科技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4：路灯演变历程

一、智慧灯杆是什么？-主要功能

p 从普通路灯，到文化路灯，再到智慧路灯，密集覆盖城市的路灯不仅承载了照明和文化
景观功能，还肩负着智慧城市建设载体和数据入口的重要功能。

p 智慧灯杆是在传统照明功能灯杆基础上集成智慧照明、气象站、空气质量检测、城市
Wifi覆盖、视频监控、充电桩、LED信息发布、信息交互、一键报警、4G/5G基站等多
种功能的新一代城市信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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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搜狐，全球物联网观察，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5：智慧灯杆功能

一、智慧灯杆是什么？-主要功能
p 随着智慧城市发展，智慧灯杆集成功能越来越多。
p 智能照明：将每一盏灯通过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以实现对批量灯具按需照明和
精细化管理，从而达到节能减排、高效运行和维护的目的。

p 智能安防：通过摄像头及远程控制系统，可以实现数字监控、治安管理、交通疏导等；
另外具有紧急呼叫功能，外场分机与监控中心联系，监控中心可对外场主动广播。

p 信息发布系统：通过LED电子屏发布政府部门公共信息、警示信息、提示信息，并与智
能安防相结合，正常时用语道路限速标识，在道路上出现状况时，发布预警信息。

p 无线城市：路灯内嵌WiFi热点和微基站，实现无线通讯网络、无线RF网、无线NFO网，
搭载4G/5G基站。

p 充电桩：配合政府推广新能源车，在车站、小区、道路等处的智能路灯杆上，随时随地
为电动汽车提供便捷的充电服务。

p 气象站：温度、压力、湿度、空气质量、辐射、降水，甚至是风力传感器都可以安装在
路灯上，以获取超本地天气数据。

图表 6：智慧灯杆应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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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经济学人，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7：2020年各地政府智慧灯杆相关政策

一、智慧灯杆是什么？-相关政策

p 智慧灯杆的特点“综合、共享、智慧、和谐”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相契合，智慧灯杆是对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实践。

p 在当前的诸多试点项目中，各地政府通过智慧灯杆系统在服务创新、行业协调、环境友
好、数据开放、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对于促进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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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搜狐，建材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8：智慧路灯实景

一、智慧灯杆是什么？-是公共基础设施

p 智慧灯杆是促进城市面貌、生态环境及社会发展和谐的公共基础设施。

p 一是城市面貌和谐方面，智慧灯杆可以大幅度减少城市地面设施的繁杂度，做到实用、
美观、简约、大方。灯杆外观可进行主题化的艺术设计，更好地体现城市特色。

p 二是生态环境和谐方面，智慧杆塔通过共享和智能化大幅降低了市政设施的能源消耗，
杆塔采集到的环境信息可以用于城市噪声及污染防控，促进绿色协调发展。

p 三是社会和谐方面，智慧杆塔作为信息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在促进多个行业领域共同发
展的同时还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保障及便捷的生活服务，使城市更加宜居，社会安全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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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通信学会，方正证券研究所

一、智慧灯杆是什么？-是多种设施的综合体

p 智慧灯杆是多种设备设施和技术的综合体。

p 从功能硬件方面看， 智慧灯杆可综合通信杆、路灯、交通监控、安防监控、交通指示牌
、 路侧广告牌等多种主要功能设施于一身，实现“多杆合一”。在ICT 技术的赋能下，
可以高效节能地提供市政、交通、安防、环保等多领域的新型公共服务。

p 从配套资源方面看，智慧杆塔可将多套功能系统的承载、供电、通信等配套 资源进行整
合，优化城市管网利用，减少重复建设及资源浪费。

p 此外，智慧灯杆优秀的点位、广泛的分布使其成为5G基站的良好载体，优化的5G网络是
众多“5G+”创新应用的基础。

图表 10：智慧灯杆集成多类技术图表 9：多杆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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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通信学会，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11：智慧灯杆实现多行业、多部门共享应用

一、智慧灯杆是什么？-是不同行业的共享设备

p 智慧灯杆是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共享设备。

p 一是载体共享，通信、市政、交通、 安防等多个行业或部门的设备和传感器可以经合理
规划使用同一杆塔载体，实现“一杆多用”。

p 二是设备共享，通过对应用在不同领域的设备进行功能整合并采用有效的安全策略，杆
上的同一设备可以由多个行业或部门共享使用。

p 三是数据共享，各种设备和传感器采集的 数据脱敏后可通过数据平台开源共享，实现城
市运行数据的互通，催生出更多跨行业创新应用。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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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搜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12：智慧灯杆感知、传输、处理、分析数据，发布信息联动管理

一、智慧灯杆是什么？-是数据入口

p 智慧灯杆是智慧城市数据入口。

p 智慧路灯配有摄像头、显示屏、射频标签感应等设备，并装备了WiFi/5G等无线通信系
统。城市的道路、交通、行人、车辆、安防等信息的采集，路灯无疑是极佳的可利用的
载体，可以轻易覆盖整个城市道路而不留死角。

p 摄像头采集图像和其他数据传回控制平台。控制平台随时转换每个摄像头的拍摄角度以
获取高质量的画面。拥有智能充电桩功能的智慧路灯将成为城市新能源车的充电相关数
据的主要采集点。

p 合理布局的城市智慧灯杆网络，可以为智慧城市大脑实时提供海量城市运行数据，是构
建数字孪生城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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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筑龙学社，央广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13：智慧灯杆助力智慧社区、智慧城市建设

一、智慧灯杆是什么？-是智慧城市的基础

p 智慧灯杆是智慧城市的关键基础。

p 一方面，传统的公共基础设施难以承载不断增加的城市规模、人口度以及老龄化，基础
设施智能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智慧社会的重要基础，其中智慧灯杆落地
最为可期。智慧灯杆可支撑视频采集、传感等终端和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ICT
技术的融合应用，赋能传统城市应用，如基于图像识别或雷达传感的自动驾驶辅助、基
于物联感知的城市哑资源管理等。

p 另一方面，构建新型智慧城市和社区需要以数据为基础，智慧杆塔分布广、位置优良，
是“全域感知”收集数据的优良载体。智慧灯杆的综合、共享可与“数字孪生城市”、
“城市大脑”技术相结合带来城市管理模式和城市运行模式的改变。

图表 14：智慧灯杆整合多项前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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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搜狐，腾讯新闻，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16：智慧路灯搭载5G基站

一、智慧灯杆是什么？-是“网络强国”的重要载体

p 智慧灯杆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载体。

p 《“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网络强国”定位为我国十四大战略之一，提出要“加快构
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形成
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

p 智慧灯杆网络如血管和神经一样深入城市的公路、街道和园区，对人口密集处有良好的
渗透，并且布局均匀，密度适宜，可以提供分布广、位置优、低成本的站址资源和终端
载体，是 5G和物联网大规模深度部署的首选方案。

图表 15：城市路灯密集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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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灯杆是什么？

p 普通路灯解决了照明问题，文化路灯打造了城市名片，智慧路灯将成为智慧城市入口。

p 灯杆随城市和人口密度均匀分布，是搭载小微站、边缘计算网关、LED显示屏、充电桩、
摄像头等多种设备，集成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的最佳载体。

p 智慧灯杆不仅能够助推通信业务建设，还能丰富城市景观，更可监测环境并进行信息化
发布，是多种设施的综合体，也是不同行业的共享设备。

p 智慧灯杆采集的各类数据传输到不同部门使用，不同部门也可以通过系统控制数据集采
情况，智慧灯杆成为智慧城市运营的数据入口。

p 智慧灯杆与国家政策和新发展理念契合，具备先天优势的路灯杆是5G快速部署的重要载
体，是网络建设和网络强国的重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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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政府机关官网，灯杆智慧说，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17：2020年各省市新基建智慧灯杆相关政策及项目

p “新基建”在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在2020年4月20日发改委正式明确概
念。新基建主要包括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基
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智慧灯杆涉及了其中的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领域。

p 2020年是“新基建”爆发的一年，国家和多个省市出台政策，发布多项重大项目建设计
划，其中包含多个智慧灯杆建设项目。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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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18：2018年至今地方债发行数量

p “新基建”浪潮下，地方专项债规模扩大，新增专项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领域
和老旧小区改造等。

p 2020年1-5月累计发行地方专项债818只，同比增发506只；累计地方专项债发行额为
21697.92亿元，同比增长148.45%；地方专项债占地方债比例也从2019年1-5月的55.25%
上升至79.41%。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新基建

图表 19：2018年至今地方债发行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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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腾讯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20：专项债券发行结果

p 国内首只智慧灯杆的专项债落地，开创公路领域发行智慧路灯专项债券先河，引领智能
化发展前沿，助力新区新建设。

p 2020年5月18日，眉山天府新区智慧路灯项目专项债券成功发行，15年期利率3.43%。眉
山市天府新区智慧路灯项目总投资20.36亿元，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1亿元，占总投
资的54.03%。

p 眉山天府新区视高片区主干道——中建大道的近400盏智慧路灯建成投用。该智慧路灯在
红绿灯、电子眼等设施安装到灯杆上的同时，集合5G基站搭载、环境监测、视频监控、
LED显示发布、一键报警等城市管理功能，通过“多杆合一”提升城市集约化、高效化
管理水平。

p 项目收入主要有照明服务费收入、LED广告费收入、充电桩收入、天眼服务费及商业的
租售收入，债券存续期内专项收入合计约34亿元。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新基建

图表 21：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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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通信学会，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22：路灯杆按需集成技术升级

p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城市现代化建设与智能化改造的不断推进，对于城市道路
随处可见的路灯杆的需求不断变化：从照明需求到生活便民到安防需求，到物联网和5G
小微站发展，未来到无人驾驶和边缘计算，对智慧灯杆集成度和技术含量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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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搜狐，百度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23：各类路灯

p 需求发生变化，路灯形式也在不断变化：路灯、红绿灯、广告牌+天眼系统、雪亮工程+
井盖监控、桥梁监控、广告屏+5G小微站+V2X路测设备、边缘计算等。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需求变化

普通路灯 普通红绿灯 红绿灯+显
示屏

路灯+天眼
+广告牌

路灯+WiFi+微基站+
天眼+充电桩+显示屏

普通监控杆

路灯+WiFi+天眼+充电桩+边缘计算+水
位监测+井盖监测+环境气象监测等

路灯+道路监控+C－V2X技术协议开
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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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阿拉丁照明，搜狐，智光照明，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24：“多杆合一”改造项目减杆率

p 传统模式下，路灯杆、红绿灯杆、监控杆、指示牌标志牌杆、电线杆等分开建设，杆件
功能单一，还存在资源浪费、管理分散、影响市容等问题。2019年我国灯杆保有量2935
万（国家统计局）是全国通信铁塔保有量的十倍以上，叠加安防、交通用杆规模更为惊
人。“多杆合一、一杆多用”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大趋势。

p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多杆合一”改造，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效果显
著，减杆率大多为60%左右。

p “多杆合一”通过减杆，不仅能够节省空间资源，还能节省钢材等，整体建设成本降低
；通过智能管理维护，还能节省后期维护费用。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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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多杆合一”改造项目节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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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26：一般型智慧灯杆单价测算

p 单价上，对灯杆公司来说智慧灯杆单价较高，远高于普通路灯杆价格。智慧灯杆根据功
能集成价格存在差异，一般型约2-3万元，功能丰富的产品要7-10万不等。而普通路灯杆
报价在300-1500不等，智慧灯杆价格比普通灯杆高了20倍以上。

p 数量上，从2009年的1694万盏照明灯增长至2018年的2738万盏，复合增长率5.48%，在
政策支持下，未来新建道路两侧将主要安装智慧灯杆；此外城市道路大量普通路灯杆存
在“多杆合一”改造需求。

p 智慧灯杆规模存在较大上升空间，据CTIA预测，2021年我国以智慧杆为入口的各种硬
件及服务的市场规模或为3.7万亿元，占智慧城市总规模的20%。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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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2009-2018年城市道路照明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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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砖济咨询，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28：智慧灯杆九大收入来源

p 智慧灯杆的建设、运营成本较高，这类新型公共基础设施价值的充分实现需要以规模化
布局为基础，需要大量、长期、可持续的资金投入。

p 盈利模式的拓展和创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前灯杆公司只卖灯杆，现在除了卖灯杆
，还有后续运维收入，收入更加多元化，可持续性增强。

p 智慧灯杆主要有主体维护收入和基于相应功能的视频监控租金收入、小微基站租赁收入
、充电收入、广告收入、停车井盖管理收入、便民服务收入、数据采集收入。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参与企业盈利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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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OFweek，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29：智慧灯杆企业数量

p 短期内参与企业增多，且企业类型多样化。智慧灯杆涉及物联网、智慧城市、城市安防
等相关企业，阿里腾讯华为等巨头和其他行业公司纷纷尝试进入智慧行灯杆业。

p 有实际产品、能落地实施做出业绩的智慧灯杆企业数量从2015年5家发展到了如今的40－
50家，近三年企业数量增长率均在60％以上。

p 企业类型多样，发展模式各有选择。目前进入智慧灯杆领域的企业主要有：路灯企业、
路灯杆企业、控制系统类企业以及通讯类企业，生态链上各类相关企业积极跨界，瓜分
智慧灯杆发展的红利。

p 智慧灯杆领域未来可能吸引更多领域的企业跨界布局，企业类型更加多样化，如显示屏
企业、充电桩企业等。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参与企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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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典型智慧灯杆企业及其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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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照明电器协会，Ofweek，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31：照明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p 传统灯杆行业，行业竞争者众多，市场集中度较为分散。主要由于一是技术壁垒低，产
品同质化严重；二是单价低，运输费用相对单价较高，一般由当地供应商供货，且当地
厂商参与招标采购存在地缘优势，形成大量本土路灯杆厂商。

p 照明行业规上企业数量在2019年呈现负增长-1.6%，主要原因是产品同质化、企业竞争压
缩利润空间，新进入企业减少和经营不善的企业正在退出。作为细分领域之一的路灯照
明，如今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p 智慧灯杆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集中度将会逐步提升。主要由于：一是集成度高
，需要软件技术平台，技术壁垒提升；二是单价提升，远高于普通路灯杆，运输成本占
比低，技术壁垒和地理位置优势不再导致本土路灯杆厂商不再具有竞争优势。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行业走向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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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智慧灯杆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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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33：巨头入局智慧灯杆

p 巨头入局加速产业发展。对于阿里腾讯华为等来说，灯杆行业是硬件行业，收益率较低
，功能集成涉及多个不同行业，未来更多的采用与其他企业合作模式。巨头公司自带强
硬科技实力和商业合作资源，能够有力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标准的逐步形成。

p 随着智慧灯杆行业的不断发展和越来越多厂商进入，巨头对合作及相关的智慧灯杆企业
规模将提出更高要求，催生未来行业向龙头集中。

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巨头入局加速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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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

p “新基建”浪潮下，地方专项债规模扩大，累计地方专项债发行额为21697.92亿元，同比
增长148.45%。国内首只智慧灯杆的专项债落地，开创公路领域发行智慧路灯专项债券先
河，引领智能化发展前沿，助力新区新建设。

p 从照明需求到安防需求，到物联网和5G小微站发展，未来到无人驾驶和边缘计算，“多
杆合一、一杆多用”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大趋势。

p 随着行业成长，有实际产品、能落地实施项目的智慧灯杆企业数量从2015年5家发展到了
如今的40－50家，近三年企业数量增长率均在60％以上。目前进入智慧灯杆领域的企业
主要有：路灯企业、灯杆企业、控制系统类企业以及通讯类企业，生态链上各类相关企
业积极跨界，瓜分智慧灯杆发展的红利。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环节分工尚不明确，
长期来看预计市场集中度将会逐步提升。

p 阿里、腾讯、华为等巨头入局加速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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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智慧灯杆行业未来趋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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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专项债
募集资金

运营服务

自有资金
一次性付款

灯杆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34：商业模式变化

三、行业未来趋势——商业模式变化

企业 政府 一次性灯杆收入

自由资金
一次性付款

灯杆+控制平台
企业 政府

租金或维护管理费

运营服务 运营商交通部
运营商企业
公用事业部门
个人……

一次性灯杆收入，单价提
升带来收入增长

自由资金，分批次付款
10-15年运营权

灯杆+控制平台
企业 政府

租金或维护管理费

运营商交通部
运营商企业
公用事业部门
个人……

灯杆收入+运营收入，前
期需垫资

运营服务

一次性付款

灯杆+控制平台

企业 政府

租金或维护管理费

运营商交通部
运营商企业
公用事业部门
个人……

灯杆收入+运营收入分成
，前期不需要垫资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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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体科技招股说明书，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35：文化灯时期照明行业产业链

p 文化灯时代，产业链上、下游均较分散。上游主要集中在钢材企业，LED光源企业，集中控制
器芯片，单灯控制芯片制造企业等。下游产业主要面对各级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改造中的照明
领域和普通用户照明领域，包括道路照明、商业照明、庭院照明、楼宇亮化、室内照明、装饰
性照明等。

p 产业链上游主要是通用型产品，中游主要围绕下游需求进行一次性产品销售，产业链议价能力
集中在下游。

三、行业未来趋势——传统模式下中游议价能力较弱

上游产业

钢材铝合金

衬底材料制造
外延芯片生长
LED芯片制造

集中控制器芯片
单灯控制器芯片

中游产业

照明规划方案
设计

光源设计
灯具及造型件
设计

灯杆设计

机械结构件制造
LED芯片封装
LED光源制造
控制系统开发
控制软硬件制造

项目现场勘查安
装测试

照明设施
“全生命周期”管
理控制维护

照明方案
设计

产品研发
制造

工程项目
施工

智能管理
维护

城
市
照
明
整
体
方
案
提
供

下游产业

道路照明

商业照明

庭院照明

楼宇亮化

室内照明

装饰性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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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体科技招股说明书，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36：智慧灯杆照明行业产业链

p 智慧灯杆功能增加，整体产业链随之拓展。产品集成了更多功能，需要集采多种功能数据，并
要求灯杆具有将数据对接到各类平台的能力，技术门槛显著提升，中游议价能力随之提升。

p 一线城市等地区，一般灯杆企业只交付灯杆，由政府负责运营和对接下游。

三、行业未来趋势——智慧灯杆提升中游议价能力

上游产业

钢材铝合金

衬底材料制造
外延芯片生长
LED芯片制造

集中控制器芯片
单灯控制器芯片

中游产业

照明规划方案设计
光源设计

灯具及造型件设计
灯杆设计

机械结构件制造
LED芯片封装
LED光源制造
控制系统开发
控制软硬件制造

项目现场勘查安装测试

照明设施
“全生命周期”管理控制维护

智慧灯杆建设方
案设计

产品研发制造

工程项目施工

智能管理维护、
数据采集处理和
灯杆运营等

智
慧
城
市
入
口
整
体
方
案
提
供

下游产业

道路照明
商业照明
庭院照明
楼宇亮化
室内照明
装饰性照明

摄像头
广告屏
红绿灯

物联网模组
小微站

充电桩设备
温度湿度传感器
各类设备控制器

……

照明设施
“全生命周期”管理控制维护

地下管廊重建
各种数据采集与平台对接

……

公安
交通部
运营商
企业

公用事业部门
个人
……

政府采购，政府
平台对接新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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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体科技招股说明书，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37：智慧路灯+运营照明行业产业链

三、行业未来趋势——运营模式进一步提升中游地位

上游产业

钢材铝合金

衬底材料制造
外延芯片生长
LED芯片制造

集中控制器芯片
单灯控制器芯片

中游产业

照明规划方案设计
光源设计

灯具及造型件设计
灯杆设计

机械结构件制造
LED芯片封装
LED光源制造
控制系统开发
控制软硬件制造

项目现场勘查安装测试

照明设施
“全生命周期”管理控制维护

智慧灯杆建设和
运营方案设计

产品研发制造

工程项目施工

智能管理维护、
数据采集处理和
灯杆运营等

智
慧
城
市
入
口
整
体
方
案
提
供

下游产业

道路照明
商业照明
庭院照明
楼宇亮化
室内照明
装饰性照明

摄像头
广告屏
红绿灯

物联网模组
小微站

充电桩设备
温度湿度传感器
各类设备控制器

……

照明设施
“全生命周期”管理控制维护

地下管廊重建
各种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平台建设与对接
……

公安
交通部
运营商
企业

公用事业部门
个人
……

运营企业直接对
接下游

p 智慧灯杆+运营的模式下，灯杆企业不仅需要提供智慧灯杆，且要负责数据运营和各下游平台
对接，对灯杆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议价能力随之进一步提升。

p 城市大数据平台运营方面，灯杆企业与巨头共同投标或灯杆企业属于招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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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未来趋势

p 智慧灯杆前期建设投入的付费者是政府为主体，随着商业模式越来越清晰，资金来源从
单纯的财政支出转为专项债为主，企业参与也从垫资换取运营权的模式转换为与政府合
作运营的模式，缓解资金压力，整合资源。

p 传统灯杆模式下，产业链上游主要是通用型产品，中游主要围绕下游需求进行一次性产
品销售，产业链议价能力集中在下游。

p 智慧灯杆功能增加，整体产业链随之拓展。产品集成了更多功能，需要集采多种功能数
据，并要求灯杆具有将数据对接到各类平台的能力，技术门槛显著提升，中游议价能力
随之提升。

p 智慧灯杆+运营的模式下，灯杆企业不仅需要提供智慧灯杆，且要负责数据运营和各下游
平台对接，对灯杆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议价能力随之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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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38：智慧灯杆项目运营模式

p 根据目前已落地的智慧灯杆项目，可以从投资方和运营方总结分类出三大类运营模式。
但由于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涉密性以及投资规模大、专业跨度大等特征，更适合政
府和社会资本联合建设和运营。

p 以10000根灯杆为例，进行运营业务规模测算。首先，参考落地项目对智慧灯杆建设成
本进行测算。预计总成本为5.39亿元，平均建设成本为每杆5.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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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9：项目建设成本测算

注：基站由运营商购买安装，灯杆运营方收取租金；一套摄像头一般分别包含1个高清摄像头、道路监控摄像头、抓拍摄像头。

������ �
��� ��� 	� �
����

�-��� 10,000 100.0% 10,000 100.00

LED���� 500 100.0% 10,000 5.00

�7����:1/��� 780 100.0% 10,000 7.80

LED2+% ��� 5,000 50.0% 5,000 25.00

�"���.�*#��� 2,000 10.0% 1,000 2.00

(40�,� 10,000 30.0% 3,000 30.00

�	;��� 10,000 5.0% 500 5.00

RSU��� 3,000 1.0% 100 0.30

����1/��� 1,000 6.0% 600 0.60

'!��1/��� 1,000 0.1% 10 0.01

���&��� 1,500 5.0% 500 0.75

5���<9��� 2,050 15.0% 1,500 3.08

$,	 �	3�)�
6 35,907 100.0% 10,000 359.07

�� 53,861 10,000 538.61

�8��� 10,000 3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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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40：智慧灯杆项目融资测算

p 建设投资规模较大，2020年5月发行的首支智慧灯杆专项债为智慧灯杆项目融资提供了
了新思路，降低了资金成本。参考该案例，设置15年期限和3.43%债券利率。

p 其次是项目营收的测算，主要有来自政府及相关部门支付的路灯、监控、信号灯、WIFI
热点、井盖监测、桥梁监测、环境监测、应急呼救等租赁使用费和运营商支付的基站租
赁费用、车联网支付RSU数据使用费用、消费者支付充电费用。

p 10000根智慧灯杆为例，满负荷运营状态下，合计每年收入1.80亿元，平均每杆年收入
1.80万元。

四、行业规模有多大？ -支出收入测算

图表 41：智慧灯杆项目营收预测

注：目前公安交通部门使用红绿灯、交通标识牌不收运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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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亿元

15年

*� ��A�B ��A�B ��A��B

/�
�� 17,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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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10,000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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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 8,000                   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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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200                      600 12                        

8=9#�&���� 800                      10 1                          

'-9# !�)���� 2,000                   500 100                      

�5.2�0;?� 300                      1,5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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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42：智慧灯杆项目电费支出测算

p 然后是项目支出的测算：主要包括电费支出、固定资产折旧、资金成本的人员工资。

p 其中，电费支出主要包括LED路灯、光源控制系统、LED显示屏、信号灯、摄像头、充
电桩、基站、WiFi热点、RSU、井盖和桥梁监测系统、环境传感器等装置使用电费。计
算平均使用时间和单价，合计10000根智慧灯杆每年使用电费6950万元。

p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债券期限一致为15年，采用直线折旧。

p 总支出每年达1.36亿元，毛利4311万元，平均每杆毛利0.43万元；毛利率高达24%。

四、行业规模有多大？ -支出收入测算

图表 43：智慧灯杆项目毛利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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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A �6�����	@��A ��@�A ���6��@�/�A �@#�A

LED�7 200 12 10,000 0.6 525.60             

�1:&5��) 100 12 10,000 0.6 262.80             

LED,"; 1000 24 5,000 0.8 3,504.00          

�27 �'( 200 24 1,000 0.6 105.12             

3�
 100 24 9,000 0.6 473.04             

+�? 30000 4 500 0.8 1,752.00          

-! 200 24 3,000 0.6 315.36             

RSU 50 24 100 0.6 2.63                 

=8:&�) 15 24 600 0.6 4.73                 

9<:&�) 15 24 10 0.6 0.08                 

*/��. 20 24 500 0.6 5.26                 

��� 6,950.61          

�� �����

�
� 17,960.80            

��� 13,649.76            

����� 6,950.61              

 ������ 3,590.70              

 ��� 1,108.45              

 ���		� 2,000.00              

�� 4,311.04              

���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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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44：智慧灯杆项目现金流及IRR测算

p 最后是项目现金流及IRR测算：每年现金净流入为7902万元，IRR为11.99%。

四、行业规模有多大？ -支出收入测算

单位：百万元 第0年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 第15年

8�&+ 0.00 179.61 179.61 179.61 179.61

 '	?<�= 15.00 15.00 15.00 15.00

 LED屏租赁费用 50.00 50.00 50.00 50.00

 � ,:/�.=�= 30.00 30.00 30.00 30.00

 �
�= 26.28 26.28 26.28 26.28

 4�A?<�!�= 45.00 45.00 45.00 45.00

 RSU/�.=�= 0.80 0.80 0.80 0.80

 '	�1�5.=�= 10.95 10.95 10.95 10.95

 ����72.=�= 0.12 0.12 0.12 0.12

 ($��72.=�= 0.01 0.01 0.01 0.01

 ����-�/�.=�= 1.00 1.00 1.00 1.00

 ;���ECG%� 0.45 0.45 0.45 0.45

8�&� -538.61 -100.59 -100.59 -100.59 -100.59

 ��F��-3F -538.61

 B�
#�0�
� -69.51 -69.51 -69.51 -69.51

 B>��F -20.00 -20.00 -20.00 -20.00

 B�D9@@)*"6 -11.08 -11.08 -11.08 -11.08

8��&+ -538.61 79.02 79.02 79.02 79.02

IRR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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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采招网，中国电力招标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45：2018-2020智慧灯杆项目规模变化

p 18年萌芽，19年开启，20年上量-总体呈指数增长。据采招网、电力招标网等招标中标信
息，2018年智慧路灯中标项目28个，项目总规模为3.53亿元；2019年智慧路灯开始放量
，中标项目174个，项目总规模为51.90亿元，同比增长1368%； 2020年智慧路灯持续高
速增长，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标项目100个，项目总规模达246.51亿元。若2020年下
半年订单量比上半年略增，2020年项目总规模预计可达441亿元。

四、行业规模有多大？-订单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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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6：2018-2020智慧灯杆项目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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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采招网，中国电力招标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47：2018-2020H1单个订单规模变化情况

p 订单中标均价明显提升，单个智慧路灯项目规模扩大趋势显现。2018年，平均每个
项目中标价为1262.45万元； 2019年，平均每个项目中标价为3305.57万元，同比增长
161.84%；截至2020年6月28日，平均每个项目中标价达2.16亿元，较2019年增长
553.17%。

p 百万级千万级项目占比最大，上亿级项目占比持续提升。2018年，28个中标项目中
，上亿级项目仅1个，占比3.57%，亿级以下项目有27个，占比96.43%，其中百万级
以下项目7个，百万级及千万级项目20个；2019年，百万级及千万级项目数量大幅上
升至92个，占比58.60%，百万级以下项目55个，占比35.03%，上亿级项目10个，占
比提升到6.37%；2020年，百万级及千万级项目43个，占比48.31%，百万级以下项目
31个，占比34.83%，上亿级项目15个，占比提升至16.85%。

四、行业规模有多大？-订单高速增长

图表 48：2018-2020H1不同规模订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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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采招网，中国电力招标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49：2020年智慧路灯集采、中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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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采招网，中国电力招标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50：2020年智慧路灯集采、中标情况（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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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采招网，中国电力招标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51：2020年智慧路灯集采、中标情况（接上表）

四、行业规模有多大？-行业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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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规模有多大？ -行业规模测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Ofweek，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52：2009-2018年城市道路照明灯数量

p 城市照明路灯数量规模庞大，智慧灯杆建设规模小，2018年实际渗透率万分之五不到。

p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市道路照明灯不断增长，从2009年的16.94百万盏增长至2018年的
27.38百万盏，年复合增长率5.48%。

p 但智慧灯杆建设仍在起步阶段，据Ofweek，中国智慧灯杆建设规模从2014年的400根增
长至2018年的13000根，复合增长率达89.88%。

p 从2014到2018年，智慧灯杆渗透率从0.0022%增长到0.0475%。

图表 53：2014-2018年中国智慧灯杆数量及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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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规模有多大？ -行业规模测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OFweek，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54：2009-2021年中国道路长度及同比增速

p 道路长度不断增长，从2009年的26.9万公里增长到2018年的43.2万公里，年复合增长率
5.40%，且平均15.58米就有一盏路灯。预计2020、2021年保持增速，道路长度将分别达48
、50.6万公里，则路灯新增需求量分别达158、166.5万盏。

p 受疫情影响，我们预计2020年新增智慧灯杆在路灯增量中渗透率较低，仅1.56%，我们预
测2021年将达到较高的渗透率，为6.01%，即2020、2021年预计将分别新建设智慧灯杆
24700、100000根。

p 预计2020、2021年智慧灯杆总量将达到50700和150700根，智慧灯杆布局加速替代普通路
灯是大趋势。以智慧灯杆单价为2万均价计算，未来潜在市场空间达54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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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5：2014-2021年中国智慧灯杆新增量及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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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规模有多大？

p 我们以10000根灯杆为例进行测算，总支出为5.39亿元，按项目资本金投入40%，专项债
投入60%，15年期测算，每年现金流入为1.8亿，现金流出为1亿，现金净流入为0.79亿，
IRR为11.99%。

p 智慧灯杆行业18年萌芽，19年开启，20年上量-总体呈指数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
智慧路灯订单总规模为3.53亿元；2019年订单总规模为51.90亿元，同比增长1368%；
2020年智慧路灯持续高速增长，截至2020年6月30日，订单总规模达246.51亿元。若2020
年下半年订单量比上半年略增，2020年项目总规模预计可达441亿元左右。

p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市道路照明灯不断增长，从2009年的16.94百万盏增长至2018年的
27.38百万盏，年复合增长率5.48%。根据我们测算，2015至2019年，智慧灯杆渗透率分
别为0.0037%、0.007%、0.0127%、0.0237%。

p 城市照明路灯数量规模庞大，从2014到2018年，智慧灯杆在每年新增城市照明路灯中渗
透率从0.0022%增长到0.0475%，预计2020、2021年智慧灯杆总量将达到50700和150700根
，以智慧灯杆单价为2万均价计算，总的潜在市场空间达5476亿元。

53

http://ipoipo.cn/


目录

>>

五 智慧灯杆行业门槛多高？

技术门槛

人才门槛

经验门槛

5.1

5.2

5.3

1.6

54

http://ipoipo.cn/


资料来源：中国智慧杆塔白皮书（2019年），华体科技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56：智慧灯杆设计、开发与运维全流程

p 智慧灯杆物联网领域技术复杂，涉及网络通信、云计算、电力、人工智能等专业种类，
内含通信、视频监控、照明、环境监测、交通、信息发布、能源、运维等多个子系统，
产品设计需考虑各系统的兼容、协同，灯杆的弹性扩展，产品服务的升级、回退、扩容
等，整体复杂度高，专业要求高。

p 若厂商不具备综合的系统集成能力，强行拼搭系统或未审慎、专业地完成系统兼容，则
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或故障率高等负面结果。

五、行业门槛多高？——技术门槛

智慧灯杆设计与开发 智慧灯杆运维

软
件

硬
件

远程控制
远程监控
远程管理
环境监测

系
统
集
成

智慧灯杆
管理平台

一体化灯杆、边缘计算网关、路
灯控制器、控制模组以及多功能
气象传感器、充电桩、电子显示
屏、音柱、摄像头等终端

前期
咨询

方案
创作

照明
设计

技术
支持

产品研
发制造

工程项
目安装

路灯管
理维护

合同能
源管理

智慧城市
建设运营

通信子系统 视频监控子系统 照明子系统 环境监测子系统
交通子系统 信息发布子系统 能源子系统 运维子系统

跨专业子系统的兼容、协调、配合，难度高

企业需制定跨专业、系统化、有针对性
的智慧灯杆设计、技术及测试验收标准，
通过标准化形成方案相对统一、杆体构
件化、功能模块化、接口兼容且成本更
优的建设方案

低成本、高质量智慧灯杆的必要条
件

跨专业多系统的智慧灯杆，运维复杂，
需要运维工程师对网络通信、云计算、
电力、人工智能等领域有深入的了解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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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我国智慧灯杆产业十分年轻，领域内复合型人才要求高，导致人才匮乏。智慧灯杆产业
发展时间段，而涉及网络通信、云计算、电力、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复杂领域，对硬件
设计专家、平台架构师、运维工程师以及系统架构师要求较高，高校也无匹配专业输送
人才，呈现出智慧灯杆人才缺乏的现象。

五、行业门槛多高？ ——人才门槛

图表 57：智慧灯杆设计、开发与运维全流程中的人才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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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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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
目安装

路灯管
理维护

合同能
源管理

智慧城市
建设运营

通信子系统 视频监控子系统 照明子系统 环境监测子系统
交通子系统 信息发布子系统 能源子系统 运维子系统

对系统架构师的要求 : 熟悉电力设施、通信基础设施、
物联网等领域，具备物联网平台对接、物联网设信息
管理平台、大数据架构、多系统开发等智慧灯杆系统
架构所需的知识及经验

对运维工程师的要求：需深入了解网
络通信、云计算、电力、人工智能等
领域

流
程

资料来源：中国智慧杆塔白皮书（2019年），BOSS直聘，方正证券研究所

软
件

硬
件

对平台架构师的要求：除具备扎
实的软件平台架构经验外，还需
熟悉智慧城市及智慧灯杆的的规
划设计、商业模式、运营模式，
进而完成智慧城市业务的咨询规
划与落地

对硬件设计专家的要求：除具备
通信、信息、电气等技术背景以
外，还需熟悉智慧灯杆技术规范
与标准、技术趋势与发展动向

跨专业子系统的兼容、协调、配合，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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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智慧灯杆涉及场景广泛，在不同场景下需对提供的业务进行调整，厂商在进行不同场景
的智慧灯杆解决方案设计时，不断沉淀经验形成厂商的经验壁垒。

p 智慧灯杆厂商并不只局限于灯杆本身的改造，还需考虑不同场景下通信和供电管网、市
政管理平台的基本情况，以及业务与城市规划、公共安全、交通、通信等多个企业或政
府部门的协同共享等方面。上游通信供电施工等、中游平台建设与系统集成以及下游不
同功能对接到不同部门，都需要厂商长期多年的经验积累。

五、行业门槛多高？——经验门槛

图表 58：智慧灯杆设计、开发与运维全流程中的经验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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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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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路灯控制器、控制模
组以及多功能气象传感器
、充电桩、电子显示屏、
音柱、摄像头等终端

通信子系统 视频监控子系统
照明子系统 环境监测子系统

交通子系统 信息发布子系统
能源子系统 运维子系统

资料来源：智慧灯杆技术规范（广东省标准），方正证券研究所

上游 中游 下游

软
件

公安
交通部
运营商
企业
公用事业部门
……

与政府
各部门
及企业
对接

远程控制
远程监控
远程管理
环境监测

智慧灯杆
管理平台

供配电系统、管线对经验的要求：
智慧灯杆承载摄像头完成道路监控
安防，将承载5G小基站进行5G通
信，将承载边缘计算辅助车联网等，
若出现中断供电将对经济、社会秩
序造成较大不利影响，故供配电系
统、线缆等的设计需厂商在实践中
多次调整，从而取得最优设计

平台与系统设计对经验的要求：厂商在不同
的项目中长期实践，将提炼出不同场景下业
务的共性与差异，从而可实现平台和系统的
规模化、标准化设计与开发。

跨部门协作对经验的要求：智慧灯
杆厂商需与当地多个市政部门或企
业进行运营的协同与合作，这需要
厂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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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门槛多高？

p 技术门槛：智慧灯杆物联网领域技术复杂，涉及网络通信、云计算、电力、人工智能等
专业种类，内含通信、视频监控、照明、环境监测、交通、信息发布、能源、运维等多
个子系统，产品设计需考虑各系统的兼容、协同，灯杆的弹性扩展，产品服务的升级、
回退、扩容等，整体复杂度高，专业要求高。若厂商不具备综合的系统集成能力，强行
拼搭系统或未审慎、专业地完成系统兼容，则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或故障率高等负面结
果。

p 人才门槛：智慧灯杆产业发展时间段，而涉及网络通信、云计算、电力、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复杂领域，对硬件设计专家、平台架构师、运维工程师以及系统架构师要求较高
，高校也无匹配专业输送人才，呈现出智慧灯杆人才缺乏的现象。

p 经验门槛：智慧灯杆涉及场景广泛，在不同场景下需对提供的业务进行调整，厂商在进
行不同场景的智慧灯杆解决方案设计时，不断沉淀经验形成厂商的经验壁垒。智慧灯杆
厂商并不只局限于灯杆本身的改造，还需考虑不同场景下通信和供电管网、市政管理平
台的基本情况，以及业务与城市规划、公共安全、交通、通信等多个企业或政府部门的
协同共享等方面。上游通信供电施工等、中游平台建设与系统集成以及下游不同功能对
接到不同部门，都需要厂商长期多年的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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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电子商情，各公司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59：供应链分类下已布局智慧灯杆供应商名单

p 智慧灯杆功能繁多，行业集中度低，涉及厂商种类、数量较多。据供应链环节，已布局
企业可分为智慧杆成品、LED照明及LED显示屏、安防设备、通信网络运维、基站制造
及杆塔供应、监测设备、智慧城市系统运维的、身份识别、可视化终端、新能源充电桩
等相关企业。

p 此外，随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各类企业陆续加入到智慧灯杆行业，打着“智慧
灯杆”名号的企业不下四五百家，真正有智慧灯杆项目落地或在建的目前累计有61家公
司。其中，有国内三大运营商，通信、互联网科技巨头4家，传统照明或杆塔相关企业32
家（含提供智慧灯杆成品和其他等），安防、充电桩、互联网等跨界厂商22家。

六、行业竞争格局-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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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IT之家，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0：三大运营商智慧灯杆项目

p 5G时代的铺网，基站建设是重要一环。与4G相比，5G使用的频率高、基站密度大， 5G
时代的基站建设面临选址难、投资大、工期长的问题以及对城市市容景观带来影响等问
题。路灯灯杆灯塔等无疑是5G基站的“好搭档”。

p 国内三大运营商独立或与华为等厂商合作，布局智慧灯杆建设，5G智慧灯杆、NB-IoT智
慧路灯项目已落地。

六、行业竞争格局-巨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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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搜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1：科技巨头智慧灯杆项目

p 阿里、腾讯、华为、中兴通讯等互联网、通信巨头也纷纷入局，结合自身技术和平台优
势，已在国内外均有智慧灯杆项目落地。

六、行业竞争格局-巨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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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搜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2：提供智慧灯杆成品的传统照明杆塔企业及相关项目

p 运营商和巨头智慧灯杆布局往往会与专注智慧灯杆领域的企业合作。提供智慧灯杆成品
的这些企业可以根据其业务范围传统照明、杆塔相关企业和跨界厂商两类。

p 其中，提供智慧灯杆成品的传统照明杆塔企业中，已经拥有落地或在建项目的有华体科
技、洲明科技、数知科技、上海三思等14家。

六、行业竞争格局-传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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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搜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3：提供智慧灯杆成品的传统照明杆塔企业及相关项目（接上表）

六、行业竞争格局-传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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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4：提供智慧灯杆成品的跨界厂商及相关项目

p 智慧灯杆功能繁多涉及厂商种类广，不少安防、充电桩、通信设备、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相关企业跨界布局。

p 提供智慧灯杆成品的跨界厂商有飞乐音响、日海智能、梅泰诺等12家已有落地或在建项
目。

六、行业竞争格局-跨界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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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5：提供 LED灯/LED显示屏的厂商及相关项目

p 布局智慧灯杆行业，继续发扬公司传统业务优势，主要提供LED灯/LED显示屏的厂商主
要有太龙智显、名家汇、无锡照明等10家。

六、行业竞争格局-配套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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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搜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6：提供不同类别产品服务的厂商及项目

p 涉及智慧灯杆安防、微基站、充电桩功能实现以及系统运维的厂商与其他企业合作，已
有智慧灯杆项目落地或在建。其中，提供安防设备的企业有海康威视等2家，基站建设
及灯塔供应的有中国铁塔这1家，智慧城市系统运维的有中电科、浪潮集团等6家，新能
源相关的有策笛新能源1家。

六、行业竞争格局-配套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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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Fweek，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7：2018年中国智慧灯杆行业15强企业及介绍

p 据2019年8月Ofweek调研评选出来的2018年中国智慧灯杆行业15强企业，华体科技排名
第一。排名主要依据公司综合实力、地区影响力、发展潜力，并结合2018年智慧灯杆出
货情况及销售额。

p 此外，较为活跃的企业还有华为、中兴通讯、浙江晶日、方大智控和顺舟智能等。

六、行业竞争格局-核心企业

�P Ķ�Pċ ]aŁő

1 Âdďę
�És0i�B@��D�!?Đ��Ķ�ŤÚŐİś��|ÜėC�MèŨİśţLEDiİ~ĝ�?Õ§�Êť�ÚŐİś@�í�	2�ÒµŨĖÇ�ťÚŐiİă¼�[�ĸķkť
6Ē�¿V�*��ēŨ�Ļu�(ă¼ť�Â·"ÞWcă¼�ÒµŨĶ�vê�<ù�Ť

2 pŉ	& ��í�ęĆı#ţvêãÕţ×G�Lţ�ĝÀZţĦk%#ţ�ā�ēA�Đò�w��éU9ďęĶ�Ť

3 �5ďę
2010'1o�£´Oó�Đ&³��ť¼MÌ�59ĤęĆı#��$3Ê�Ĉ"ť�á50�!��XÓŤ�5ďęÚŐİśÊ\fŗ�Ĵ�éUţ��Ĵ4ţÃàãœıĨð$�´ñ
Ę�Ï;īŗťÚŐİśN�Ãàţń`ţĢ·ţĢÃţp·A"Û"Ť

4 7xH� ą�Êţı#ţĥĭI�dťľ�Ê\�ÚŐiİţÚ�iİ�Ï;īAŤLEDiİ�İį�¨õęĆ;ī�I�B@�zÁE�ť�ÚŐİś@�í��Q�ęĆ>ë$vêņv>ëŤ

5 .jİĳ
w� És�B9�ęĆĶ�ŤNþ&zÁ�ÚŐ�éUÀZ�ËťĜ�ÚŐiİ�“Ñ”`=�@VŊįť�&³ı#�Ê“ŃĹ”ţ“zĹ”ţ“ũ�”ţ“Ù”ţ“ì~”ţ“ŝĵ”A�r�¨è
ÚŐiİÊ\ŤÊ\ÐâÕ§ţ�?ı#ť=�Ì��?5ïÊġŤ

6 �p.±
�¼M�|ìm�İţŌţ¨õ�?Õ§á%#�XÓť�|�?ı# ÚŐiİ¨õùe�Œ!ŨİŌ�+�Êť¨õ�?ı#ťķk$Ħk81ĠťĿQ^ţ¨õ^ţ=J^$�¾^


��;J��Á	ÒµŤ

7 Ő~Ú°
w¤IÚŐ°�ĈŘÕņÚÝVÚŐ°�¨õą&�å�w�^ó�ô9ďęĶ�ŤÌ�Ðâı#�ÚŐ°��āÀZ�ËťÊ\Ľ(Ėò {ňÕ§ŨĲĂ�wºd¨ţ�ā�ËV

AURORA�ÅŏţAURORA�~ŏA÷KňãbęĆ»ėŤ

8 Òº)HR x�V�|5PÎvıĨO©Į}Lť��éU�ľ��åťąÚŐ�BţÚŐ�ČţÚŐöÞAÚŐ¨èÊ\�ÕØĸ�V;ī�ÏI�d��ô�éUĶ�Ť

9 łÂÚŐ Ì��ĐòţYrŅăŚ��åÊ\$�Ï;īť�=�YrŅĩţ�ª�°�&³�(ť�Ì�°���İ«�īŎ���Œ!Ť

10 ŀBďę
�!w��ÚŐ°�~øĎÀZw��åçŤİţŌá¨õÀZ�Ë.ľ��?ı#Ũ��+vŒťíØ�Ê�Ý��<ŨÚŐİś@�]aîÔ�ĉ¿V¡Ũ×®ù=ťvê�<�Ũ

�0i�BzŇ�ù�īŎ¹¥Ť

11 �Ĭąÿ Ì��Ĭ:yţ�ĬĦkţ�Ĭ�ĔţÂ~~H�!��XÓť�åřĺæ�ā��ţæ�å�āţÚŐ°�ţÚŐĶ��Ê�ćđŤ

12 Ċļ�B �ąÊ\ı#ţ�BÕ§ţ�Ê�ÝţvêSņţ²ü�ē��d��Bą&�ēçŤİśĊTĶ�Ũ���?�ĸ_Í�;īÕ§Ť

13 Bš~H
Ľ(ĞŔŢħlęĆ�ÚŐİTŨÚŐiİT�|ĕą&9tĪgTţIPÆĚţ/½iİį�čţLoRaŧNBŦIoTUa$v�/½AP³�AťO�Ú�ÕØ|ĕIiİİŕ|�ť�ģ
äÊ\Ý�á`�²ü&GŨ��ßq��hİśť²�°�-3Ũ¸I¬�¶Ýť¦Iõ�ÀZŤ

14 �F¢ě
���D�!ğ���XÓŤ�Ú�iİU�Èf,ť¹ìŁfÚŐ�BvêáŜû�å�ãÕ$�ēťýō�éUţæ§¯ţ�vÚ�ţ�āŖşA�õ$�Ą�:yęĆť&�ÚŐ

�BÊ�ábŜû�å�n�ç$�ēçť{}Êŋó�ĖÇ�úãťŜû=�á=ÄÜėŤ

15 /Ş�B �!�BÊ\ı#ţ�Êţĥĭť�BvêÕ§ţSņţÀÖť��ĝĀHŠÕ§ţSņţ�ēI�d�°��BęĆ;ī¨õą&�ēçŤ

68

http://ipoipo.cn/


p 巨头布局：国内三大运营商因5G网络铺设需求自主独立设计建设智慧灯杆或与厂商合作
，在智慧灯杆行业占据一席之地。阿里、华为等巨头依托技术优势和平台资源拿下多个
项目，不仅与其他硬件厂商合作，，也逐渐拥有独立设计的智慧灯杆落地。

p 企业布局：提供智慧灯杆成品的厂商已落地项目较多，传统照明、杆塔企业依托道路照
明丰富的经验，拿下众多项目，其中尤以华体科技、洲明科技、上海三思等最为突出。
不少跨界厂商也已经设计研发并落地不少智慧灯杆成品，如大云物联、海纳天成、日海
智能、飞乐音响等。

p 总体而言，布局智慧灯杆行业企业种类繁多，运营商和巨头纷纷布局，传统照明和灯杆
塔企业具有先发优势，物联网、互联网等企业发展迅猛，企业发展模式各不相同。

p 预计未来，随着行业发展成熟和标准的确立，产业链核心企业快速扩大智慧路灯业务规
模、丰富业务覆盖区域与完善产业链布局，产业集中度将会越来越高，灯杆行业将打破
历史格局，形成全国甚至全球业务，走向集中化。

六、行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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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上海黄浦公众号，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8：上海西藏中路（延安东路-福州路）合杆整治工程

p 目前，各智慧灯杆项目主要是解决道路杆线林立的问题，将道路上的天网摄像头、路边
交通指示杆、路灯杆等各种杆体集中到智慧灯杆单杆体上。根据业主方需求，不同位置
的路灯杆会搭载不同的功能，如一键报警、音响、显示屏信息发布、电动车充电桩、Wi-
Fi、环境监测、手机充电等功能。智慧灯杆顶端一般会为5G微基站预留位置和接口。

p 案例：上海西藏中路（延安东路-福州路）换新颜——“多杆合一”合杆整治工程
2020年6月，上海西藏中路（延安东路-福州路）合杆整治工程顺利完工。该路段原有杆
件127杆，合杆后42杆，减杆率达到67.71%，合杆率达到100%，达到了“多杆合一、多
箱合一、多头合一、多井合一”的整治效果，提升了整体街区面貌。

七、案例及当前存在的问题——案例介绍

摄像头杆、指示牌杆、路灯杆等实现
“多杆合一”

施工前 施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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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9：智慧灯杆在自动驾驶、边缘计算中的应用

p 创新性仍显不足，企业缺乏主动创造应用场景的动能。随着5G的来临，物联网技术的愈
发成熟，再结合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智慧灯杆的应用场景将
会变得更加广泛。目前智慧灯杆厂商大多是被动按照业主方的需求来设计、建设，并且
设计方式也主要是按需将传统功能集成一体，而没有与物联网技术紧密结合，缺乏更主
动的应用场景开发创新。

七、案例及当前存在的问题——问题一：创新性仍显不足

自动驾驶

5G微基站：低延迟、
高可靠
云计算：路径规划、
提升效率

边缘计算

智慧盒：实现智慧灯
杆真正的智能化，进
行整合数据采集、处
理、执行与实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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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0：智慧灯杆在自动驾驶、边缘计算中的应用

p 5G与自动驾驶。随着5G微基站在智慧灯杆的部署，车联网也将得到真正实现，即V2X
(Vehicle to Everything)。在此基础上，借助云计算技术优化交通规划，促进智慧城市建设
。

p 边缘计算：通过在智慧灯杆上部署智慧盒，可以实现数据采集、整合、处理、执行并进
行实时分析，配置智慧盒可以将其边缘计算能力应用到路灯照明监测、安防监控、环境
监测、信息发布、网络广播、紧急呼叫等传统功能上，实现智能化。

p 巨头入局：随着阿里、腾讯、华为、运营商等巨头入局，加速创造各类应用场景，如
V2X路测等。

七、案例及当前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知乎，牛车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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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智慧杆塔白皮书（2019年），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71：智慧灯杆行业亟需探索新的运营模式

p 城市大数据运营需要规模化数据，当前程度还不够。智慧灯杆等新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
设成本相对于传统路灯来说仍然较高，尽管专项债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但这些新型
公共基础设施价值的充分仍实现需要以规模化布局为基础，需要大量、长期、可持续的
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并且智慧灯杆建设目前仍成点状式分布，尚未达到规模化，难以
达到智慧城市的需求。

七、案例及当前存在的问题——问题二：规模化运营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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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72：智慧灯杆规模化运营满足智慧城市建设需求

p 推进智慧灯杆规模化建设，实现片状分布。智慧城市的建设路径就是由点及面，从而实
现网络化，而依托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智慧灯杆的应用会得到进一步
提升，从而满足智慧城市建设需求。

p 科技巨头参与建设，提升整体渗透率。头部科技企业踊跃参与智慧灯杆建设，可充分利
用这些企业的技术优势，以及资源优势，从而拓展未来的应用广度，提升市场潜力。

七、案例及当前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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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标的及投资建议-华体科技（603679.SH）

p 稀缺全产业链布局者，专注道路照明领域：公司业务涵盖设计、路灯、灯杆、集成等
产业链各个环节，是国内上市公司中唯一的全产业链布局者且专注于照明领域。在户
外道路照明领域拥有多年市场经验，成本控制优势明显，并且从“智慧路灯硬件”+“
智慧城市软件平台”两方面进一步加大智慧城市板块的业务，布局设计、路灯、灯杆
和集成等多个环节，形成全产业链布局，研发完成并发布华体智慧城市软件平台2.0版
，产业链布局抢占先机。公司虽然在营收规模上暂不占优势，但从毛利率来看，随着
华体科技产品附加值提升，公司毛利率从中下游水平逐步提升到领先水平。

p 落地多个“首个”项目：公司落地了全国首个智慧灯杆运营项目—丽江项目；首个与
腾讯落地智慧灯杆及运营项目—成都绿道项目；落地首个智慧灯杆专项债项目—四川
眉山项目。

p 牵手巨头凭借“灯杆+运营”双轮驱动：公司现已和巨头开展合作，有望分享行业快速
发展的红利。1）中国铁塔：在站址合作上，公司2018年与中国铁塔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成都的4G和5G基站建设上，中国铁塔与华体科技展开大规模紧密的合作，将5G基
站安装于华体科技投资安装的智慧路灯上；2）华为：公司2018年进入华为eLTE产业联
盟，智慧城市软件平台也在应用层全面接入了华为OceanConnect开放平台，成为华为
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合作伙伴，联合华为进行全球市场推广。2018到2019年，公司与
华为联合打造国内首个基于eLTE-IoT技术研制的智慧路灯“维克多”；3）腾讯：与腾
讯云计算公司等联合中标约8.74亿元的由成都天府绿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组织的成都市
环城生态区生态修复综合项目（南片区）、（东、西片区）智慧绿道社会合资合作方
招标项目。4） 此外，与浪潮软件、海康威视等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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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标的及投资建议-数知科技（300038.SZ）

p 通信杆塔主要供应商和最具竞争力企业，布局大数据、物联网和多行业智慧应用，智
慧灯杆是重点布局之一：公司是一家提供通信塔产品整体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也是通信塔行业最主要的供应商。公司战略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数据智
慧营销并在多行业应用。其中，物联网、智慧城市产业是公司战略布局的新兴产业之
一，在信息化基础设施方面重点开展了智慧灯杆，并构建了“智慧灯杆城市物联网大
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基于认知计算的大气污染网格化监管大数据服务平台”、“
全景可视智慧感知视频监控平台”等。

p 落地多个“重大”项目：雄安新区首个智慧灯杆项目建设，张家口科技冬奥道路信息
化运营基础设施建设、北京什刹海（西海、前海、后海）智慧公园路灯项目、西单文
化广场智慧路灯项目、金融街智能步道项目等。

p 基于公司传统通信基础设施的强势地位，以“智慧灯杆”为切入点，拓展5G和物联网
领域：目前，信息化基础设施业务拥有控制权的通信铁塔共4000多基，在民营铁塔公
司中名列前茅。公司与国内外行业领先的主设备供应商进行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
原有下游客户主要为三大通信运营商、铁塔公司、广告租赁公司以及其他物联网应用
公司等，随着5G的商用与物联网的发展，基站可一次投资，万物互联复用。基于信息
基础设施多年积累的核心优势，在智慧城市领域信息化基础设施方面，整合资源，充
分发挥协同效应，拓宽公司业务，从智慧灯杆切入5G及物联网领域，已经实现了北京
、雄安、河北、陕西、湖南、福建等地区的落地实施，并仍不断开拓国内外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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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标的及投资建议-日海智能（002313.SZ）

p “云+端+AI”物联网战略布局，业务完整度位居行业前沿：2017年起，公司开始进行
物联网战略转型。通过外延并购龙尚科技、芯讯通，引入全球领先软件团队，公司完
成了“云+端+AI”的战略布局，形成了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三位一体的服
务能力体系。公司具备软硬件完备的产品体系，主营业务以AI物联网业务为核心，主
要产品包括AI物联网产品与方案、无线通信模组、基础设备和工程服务业务。在智慧
路灯领域，公司依托日海物联强大的云平台和解决方案，形成了日海智慧路灯“端+云
”物联网应用的整体架构。

p 中标5G+智慧园区项目，落地智慧灯杆：20年6月，日海智能成功中标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郴州分公司 2020 年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 5G+智慧园区项目。日海智能将提供包
含视频安防、空气水质监测、智慧灯杆、智慧充电桩、智慧音响等的物联网应用产品
以及智慧小镇综合管理软件平台。

p AI物联感知大中台，助力智慧路灯深度融入城市神经中枢：公司依托中台战略，独立
自主研发AI物联感知大中台，抽取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园区等场景共性，将所
有业务系统集中并进行统一管理、统一维护，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缩短产品交付周期
，提高产品毛利率。依托大中台对设备、数据、应用进行融会贯通，公司可融合下游
包含智慧路灯的各类智能终端，可构建从终端到云平台到SaaS应用全方位一体化的智
能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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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标的及投资建议

结论与投资建议：

p 新基建浪潮下，5G小微站站址需求大幅提升；搭载多种共享设备、集成多项高新技术的
智慧灯杆规模将呈指数增长；但目前智慧灯杆渗透率较低，未来潜在发展空间大；且该
行业具有一定的行业门槛，拥有核心技术的公司更能进一步受益。

p 推荐标的：华体科技（道路照明全产业链布局，牵手巨头“灯杆+运营”双轮驱动）

p 建议关注：数知科技（通信杆塔主要供应商，重点布局智慧灯杆切入5G和物联网）；日
海智能（“云+端+AI”智能物联网战略布局，助力智慧路灯深度融入智慧城市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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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73：相关公司估值情况（华体科技采用方正证券预测值，其余采用2020年7月6日Wind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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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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