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1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在錫拉丘茲市 1,600 萬美元安裝智慧節能燈的項目竣工  

  
紐約州電力局與錫拉丘茲大學合作，在全市範圍內安裝智慧技術的路燈，以改善 WiFi 連

接、環境監測和應對氣候變化  

  
根據州長的紐約智慧街道照明計畫安裝了超過 10 萬盞 LED 路燈；州長的目標是到 2025 

年用 LED 照明燈更換 50 萬盞路燈，而該項目是一個里程碑  

  
紐約智慧街道照明計畫視頻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作為紐約智慧街道照明計畫 (Smart Street Lighting NY) 的

一部分，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已經完成安裝節能 LED 路燈。錫拉丘茲市通過與紐約電

力管理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合作，用全州最全面的創新智慧城市 

(Smart City) 技術替換了所有街燈，每年為該市節省 330 萬美元資金，每年減少近 8,500 

噸溫室氣體排放——相當於減少 1,660 多輛汽車的排放量。目前，紐約州已經用 LED 燈

具替換了 10 萬多盞路燈，這是州長目標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他的目標是到 2025 年根據

紐約智慧街道照明計畫用 LED 技術替換至少 50 萬盞路燈。  

  
今天的公告直接支持《氣候領導力與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的目標，該法案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變化法律，通過提高能源

效率，到 2025 年將電力需求每年減少 3%，相當於紐約州 180 萬個家庭的用電需求。  

  
「隨著我們進入 21 世紀，至關重要的是我們進行必要的投資來建設更智慧、更可持續的

社區，這正是我們在錫拉丘茲市正在做的，」葛謨州長表示。「紐約智慧街道照明計畫

不僅減少了該市的碳足跡，而且由於公用事業成本的降低，還將節省數百萬納稅人的資

金。氣候變化不會消失，這些明智的、有前瞻性的計畫將幫助社區面向未來建設。」  

  
這項耗資超過 1,600 萬美元的前沿計畫由紐約電力局實施，其中包括用智慧 LED 燈具替

換全市約 17,500 盞路燈，從而改善照明品質和社區安全，同時節約能源和維護成本。現

在，該市的街燈都配備了智慧控制，可以提供程式控制調光能力、電能計量、故障監測，

以及通過按需照明水準提供的其他應急服務工具。  

  
「在錫拉丘茲市完成更換 LED 路燈是我們在全州升級超過 10 萬個路燈的整體工作的一

部分，」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新的照明系統每年將為該市節省 

330 萬美元資金，有助於降低能源和維護成本，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些新照明裝置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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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助於提高安全性，並為應急服務提供額外的工具。全州範圍內的路燈轉換為高科技 

LED 燈具將幫助地方政府和納稅人節省資金，同時提高效率和安全性，因為我們正在努

力建設更好、更強大的未來。」  

  
紐約電力局為錫拉丘茲市項目提供 50 萬美元的智慧城市撥款。該市利用額外的資金來支

援街燈的特殊功能以展示最新的智慧城市技術，重點是數字連接、環境監測和公共安全。

這些功能預計在 2021 年初全面部署。  

  
• 連接：該市計劃在社區中心和公共場所部署外部 Wi-Fi，包括需要擴展數位網路服

務的社區。  

• 環境監測：冰雪探測系統幫助城市官員精確定位冰雪覆蓋的街道，並需要注意預

防事故和提高安全性。感測器提供的數據可以告訴該市哪裡最需要鹽車和犁，而不

是引導卡車行駛預先確定的路線。還將安裝洪水報告和監測系統。  

• 公共安全和財產保護：將在重要地點安裝非法傾倒物和破壞公物探測感測器，以

幫助減輕這些干擾。該市也將部署空置房屋監測。該系統可以監測潛在的火災、探

測運動，並提供空屋的溫度讀數和濕度讀數。垃圾桶感測器將安裝在城市的各個位

置，當垃圾桶滿時，感測器將檢測到並提醒當地官員拾取。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執行長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錫拉丘茲市在探索

使用智慧技術改善公共服務方面是真正的先驅，紐約電力局很高興能與該市在這一創新舉

措上合作。幫助我們的客戶在未來安裝街燈能夠進一步提升紐約電力局的名聲，即能源行

業的先驅。」  

  
紐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主席約翰 B. 羅

德 (John B. Rhodes) 表示，「葛謨州長簽署了一項法案，使市政當局更容易購買和升級

其街道照明系統。有了這樣的智慧項目，像錫拉丘茲市這樣的城市就可以安裝最先進的節

能燈，控制他們的能源使用，降低納稅人的成本並保護環境。」  

  
市長本·瓦什 (Ben Walsh) 表示，「葛謨州長和紐約電力局幫助錫拉丘茲市發展成為美國

最先進的城市，利用智慧 LED 照明來節省開支，讓我們的居民生活得更好。由於我們取

得的進展，即使在錫拉丘茲市爆發全球疫情期間，作為我們在新經濟中實現包容性增長的

戰略，錫拉丘茲市崛起計畫 (Syracuse Surge) 仍在繼續向前推進。由於紐約電力局的支

持和州長的領導，錫拉丘茲市和整個紐約州處於領先全國和世界的有利位置。」  

  
到目前為止，紐約電力局已經在全州安裝了超過 5 萬盞 LED 路燈，其中超過 11.5 萬盞

路燈正在安裝。根據與紐約電力局的合作，包括奧爾巴尼市 (Albany)、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和懷特普萊恩斯市 (White Plains) 在內的一些城鎮已經改用 LED 燈。此外，

公共服務委員會與州內投資者擁有的公用事業公司一起，已協助安裝了超過 5 萬盞額外

的 LED 燈。  

  
為了支持紐約智慧街道照明計畫，紐約電力局理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在九月份批准

了未來五年 1.5 億美元的支出，以確保霍桑市 (Hawthorne) 坎德拉系統公司 (Candela 



 

 

Systems)、埃爾姆斯福德市 (Elmsford) D&M 承包公司 (D&M Contracting) 和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 沃靈福德鎮 (Wallingford) E-J 電力 T&D 公司 (E-J Electric T&D) 提供的服

務。這三家公司將代表紐約電力局繼續在整個紐約州實施 LED 照明替代方案，以實現州

長提出的到 2025 年安裝 50 萬盞 LED 路燈的目標。  

  
紐約智慧街道照明計畫：能源效率和經濟效益  

紐約電力局與紐約州各地的市、鎮、鄉、郡合作，用於全面管理客戶過渡至 LED 街燈技

術並實施該技術。紐約電力局為該項目提供前期資金，在隨後幾年裡，把通過減少 LED 

路燈的能源使用而節省的資金提供給紐約電力局，LED 路燈的效率比其他路燈高出 50% 

至 65%。  

  
通過這項全州街道照明計畫，紐約電力局為政府客戶提供多種照明方案，用於幫助滿足具

體需求，包括燈具的規格用於體現智能技術，智能技術可用於多種其他用途，例如攝像頭

及其他安全功能、氣象傳感器、Wi-Fi 和能量計。  

  
為了進一步推進州長更換現有紐約州路燈的工作，2019 年，紐約電力局推出了一項新的

維修服務，為紐約電力局在全州安裝的 LED 路燈裝置提供日常和隨叫隨到的維修服務。

對於已聘請紐約電力局實施 LED 路燈轉換的市政當局，以及已選擇在其路燈系統上安裝

資產管理控制系統的市政當局，可以提供新服務，減少安裝完成後所需的故障次數和維修

次數。  

  
想要瞭解更多關於紐約智慧街道照明計畫的資訊，請訪問紐約電力局網站的計畫網頁 。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計畫  

紐約州在從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中恢復過來後將會重建得更好，在此過程中，葛謨

州長領先全國的氣候計畫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它呼籲有序、公正地向清

潔能源過渡、創造就業機會，並繼續培育綠色經濟。《氣候領導力與社區保護法案》把紐

約州納入法律，紐約州正朝著在 2040 年前實現經濟範圍內的碳中和以及電力行業零碳排

放的既定目標邁進，速度比其他任何州都要快。其建立在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

上，包括為全州 67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39 億美元投資、在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新

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承諾截至 2035 年開發 9,000 多兆瓦的離岸風電，以及自 2011 年

以來分佈性太陽能部門增長 1,800%。紐約州氣候行動委員會 (Climate Action Council) 正

在制定一項範圍廣泛的計畫以鞏固這一進展，並到 205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 年

的基礎上減少 85%，同時確保清潔能源投資產生的收益至少有 40% 惠及弱勢社區，並推

進實現本州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標，把現場能耗減少 185 立方米。  

  
紐約電力局簡介  

紐約州電力局是全國最大規模的州級公共電力組織，經營 16 個發電廠和 1,400 多英哩的

輸電線。紐約州電力局生產的 80% 以上的電力屬於清潔的可再生水力發電。紐約州電力

局不使用稅款或州立稅收抵免。該局的營運資金是來自於銷售債券和主要透過銷售電力的

營收。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nypa.gov ，請關注我們的 Twitter、Facebook、

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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