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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面管理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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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面提昇能源效率(節能)之重要 
• 加州是全世界電力需求端管理施行的先驅，其能源政策規劃未來所有 
新增電力需求尖峰負載的50％，必須來自需求端能源效率的提升。 

• Demand-side management remains the centerpiece of California's energy policy.  
Over the coming decade, California plans to meet 30 percent of the state's incremental 
electricity demand and 50 percent of its peak demand with (DSM) programs. 

• 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電力從化石能源(如煤礦)開採、越洋航運至國內發電廠產生電能、
經過輸配電系統與電錶至用戶終端設備轉換為電力服務的過程，其所造成能源轉換的損
失，至少是用戶實際使用電量的5倍；換言之，透過電力需求面管理，每節省1度電
能實際可為地球至少節省5度電能的消耗。可見其節能減碳效益之顯著性與重要
性，實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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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換的損失 (熱力學第二定律) 

供給省 

5度電 

需求省 

1度電 
資料來源:許志義(2012)，「智慧電能需求面管理效益與策略」，《101年綠色智慧能源產業發展研討會》，5月29日，中興大學管理學院112演講廳。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2008) “The First and Most Profitable Way to Delay Climate Change”, Energy Efficiency. 



需求面管理強調供需整合資源規劃 

• 先進國家能源需求面管理之核心理念，在於強調供給與
需求面之資源整合。供需整合規畫(Integrated Resource 
Planning, IRP)係指同時考慮供給面資源與需求面資源之
成本與效益，進行整合性之替代方案評估，以追求整體
社會總成本最低的電力資源供需整合規畫方案。換言之，
凡是能配合電力系統供不應求時，而加以抑低負載的需
求面管理方案，所抑低負載之報償均應等同於供電資源
的市場價值，並獲得電力公司合理之對價給付，此即為
迴避成本(Avoided Cost)之觀念。 

6 
資料來源:許志義、柏雲昌、王京明、錢玉蘭(2012)，「能源需求面管理政策及其效益評估模型之探討」,《碳經濟》,第25期﹝民101.05﹞,頁19-38,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間歇性再生能源大量併網…. 
• 電力供需雙方相互協調與配合之「彈性」

機制，是降低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影響之
重要策略。調度的彈性（Flexibility）與
韌性（Resilience）成為電力市場核心價
值與競爭能力 

• 電力調度的法則逐漸由傳統「發電追隨負
載」的方式，同時納入「負載追隨發電」
方式，相互搭配，促使電力負載能夠彈性
追隨不穩定的再生能源發電起伏變化 

• 增加彈性作法: 風力與太陽能搭配汽電共
生、需量反應、抽蓄發電、熱泵、儲能電
池、電動車、彈性電價等諸多可採行之配
套方案，甚至進一步形成虛擬電廠或虛擬
尖峰容量之整合運作商業模式。 

7 
資料來源: https://insideclimatenews.org/news/14062017/solar-renewable-
energy-negative-prices-california-power-grid-solutions 



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 「鴨子曲線(Duck Curve)」 
帶來電力市場典範移轉 

• 美國德州的電力市場競爭
激烈，例如2015年11月間，
有民營電力公司「ＴＸＵ
能源」推出風力發電晚上
九點到清晨六點用電免費，
客戶省錢，電力公司也能
降低因發電量太多產生的
成本，可謂雙贏。 

8 
資料來源：2015/11/10聯合報 李京倫編譯報導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6/288200/web/#3L-667383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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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2012年與2017年 
四月第二個星期日之日前電價 

南加州2017年四月第二個星期日
之發電結構按不同來源示意 

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California ISO  
 



鴨子曲線的改善方案(DR＋儲能)」 

• CPUC requests IOUs adopt 
procurement targets and 
requirements for 1,325 MW of 
“viable and cost-effective” energy 
storage systems by 2020. 

• This new storage can help 
accommodate increased use of 
VG ( including PV, wind, and CSP 
without thermal energy storage) 
by shifting load and flattening the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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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modation of increased penetration of PV by flattening the duck  

(increasing mid-day demand) 
資料來源:Paul Denholm, Matthew O’Connell, Gregory Brinkman, and Jennie Jorgenson (November 2015) 

“Overgeneration from solar energy in California : a field guide to the duck chart,”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電網供需將更符合用戶需求… 

11 資料來源:Marc Asano(2017),Modernizing Hawaii’s Grid for Our Customers 

單向傳輸 

用戶可用電力設備容量有限 

無法容納高占比再生能源 

用戶選擇電價與用電型態相對有限 

系統操作者無法監測屋頂PV發電 

雙向傳輸 

支援用戶各種選擇(如需量反應) 

具韌性及可靠性之電能服務 

支援新商品及服務的彈性平台 

促進智慧城市與社區之發展 

提升所有電網使用者的公平性 



先進讀表基礎建設(AMI)佈建… 

今後的需求面管理定義更廣泛: 電力用戶除了改變自身的電力消費型態之外，
也可裝設小型太陽能、風力、生質能、儲能系統等分散型供電方式，並搭配
智慧型電能資訊管理系統，進而在需求面管理電價誘因下，調節其電力消費
多寡。電力用戶同時具備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雙重角色，亦即產銷者(Pro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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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 PROSUMER 



Customer in 
Control 

Customer in 
Context 

Customer 
Collaboration 

Customer 

 Co-Creation 

用戶參與電力服務程價值鏈之程度愈來愈高 

13 資料來源:Marc Asano(2017),Modernizing Hawaii’s Grid for Our Customers 

用戶透過資訊取得與
選擇權提高控制力 

提供用戶運轉與
市場即時資訊 

透過社群及商業網絡
增加用戶彼此互動 

尋求共創價值的機會 



以分級電價因應尖峰缺電 

•分級電價(priority service)，則指電力事業根據用戶的用電需求特性，將電
力供應依照其品質屬性，加以區分成不同等級的電力產品，參酌供電成本數據，
設計一套具有多種不同供電可靠度等級之電價結構方案。 

• 分級電價之目的，不但可藉由提供合理誘因，促使電力用戶有效節約並管理其電
能使用型態，達成改善電力負載率(Load Factor)的目的。更重要的，還可以有效
降低發電設備閑置的備用容量(Reserve Margin)與備轉容量(Spinning Reserve)，
促進整體社會電力資源之有效利用。 

• 分級電價之設計重點在於，針對不同用戶群之需量反應方案，包括每月短時間
暫停用戶端之部分用電容量、每月暫停次數之頻率多寡、每次暫停時間之長短、
是否有事前通知及通知時間之緊廹與否，觀察這些變數對於用戶參與需量反應方
案所造成的缺電成本，若是低於電力公司在上述各種不同條件下的供電成本，則
依據這些因素設計出分級電價，此對於電力公司與用戶乃是一種「雙贏」的電價，
對於整體社會效益有所增進提升，值得積極推廣。 

 14 
資料來源:許志義(2016)，「以缺電成本訂定雙贏電價」。《能源資訊平台、能源簡析》﹝民105.04﹞，台北，經濟及能源部，能源研究所。 



整合各項需求面管理之挑戰(1/3) 
• 各種需量反應方案之特性，逐一說明如下： 

1.  時間電價：將一天分為尖峰與離峰時段，根據其不同時段的供電成本決定電價，尖峰時段
電價較高，離峰時段電價較低，用戶可依此自行調整本身用電習慣，將尖峰時段用電移轉
至離峰時段使用，節省電費支出。 

2.  即時電價：將時間電價發揮到極致，即所謂「即時電價(Real Time Pricing)」，係以每小時
甚至每半小時為單位的時間電價。 

3.  關鍵尖峰電價：亦稱緊急尖峰電價，此電價係指電業先選定緊急尖峰電價時段，訂定高於
其他時段數倍之電價，抑低用戶該時段用電。緊急尖峰電價時段大多於溫度異常、批發電
價高漲或系統尖峰需求極高時。 

4.  尖峰時段回饋電價：與關鍵尖峰電價不同之處，在於電業對用戶緊急尖峰時段用電提供電
價回饋機制，鼓勵用戶於該時段減少用電負載需求。 

5.  系統尖峰反應輸電費率：制定費率方案，誘使用戶在尖峰時段降低需求負載以減少輸電費
率支付。 

6.  緊急需量反應方案：電業與用戶事先簽訂契約，議定用戶可出售之需量大小及電價，用戶
接獲電業或第三方（如用戶群代表或能源服務公司）卸載通知時，通常有2∼4小時反應時
間，需依據契約卸載約定之負載量，並依合約議定之電價獲得回饋金，若用戶無法完全履
行，將依契約處以罰金。 

15 
資料來源:許志義、吳仁傑(2014)，「論電力需量反應與虛擬電廠發展趨勢」，《台灣經濟論衡》第12卷第6期﹝民103.06﹞，頁59-83，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 



整合各項需求面管理之挑戰(2/3) 
7.  容量市場方案／輔助服務市場方案：容量市場方案與緊急需量反應類似，不同
之處在於電業通知用戶卸載之時間可能更早，用戶有充分時間調整負載，惟用
戶可獲得之回饋金較少。輔助服務係維持電力系統可靠運行所必需的服務，是
電力系統穩定運行之重要保證。 

8.  需量競標／買回方案：此為眾多方案中最具自由市場特色之措施，電業或ISO
會在前24小時發布隔日擬收購之最高電價及負載量，開放用戶於網路上競標，
提出預計出售之電價及負載量，通常由提出最低電價者得標。所謂買回方案即
用戶從電力使用者轉變成電力供給者，於系統需要時抑低負載，其抑低之負載
量由用戶群代表買回（buyback）或匯集眾多的抑低負載量至市場競價拍賣。 

9.  可停電力：以優惠價格引導用戶對於可暫時中斷的用電加以調整，於系統尖峰
時間減少用電，進而抑低系統尖峰負載。當ISO發布當日負載中斷通知時，用戶
若按照事前約定數量降低負載，可獲得電力公司之獎勵金；若用戶無法達到預
定減少之負載量，則需以較高的費率計算電費。 

10. 直接控制方案：又稱「直接負載管理」，直接負載管理是以監控技術為架構，
應用能源資通訊技術，針對電力之負載做運轉規劃及管理。 

16 
資料來源:許志義、吳仁傑(2014)，「論電力需量反應與虛擬電廠發展趨勢」，《台灣經濟論衡》第12卷第6期﹝民103.06﹞，頁59-83，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 



整合各項需求面管理之挑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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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DSM主要以EC/EE + DR為主, 隨著智
慧電表的普及和再生能源/電池成本降低,  
以及Internet of Everything(IOE), 如何整
合應用DSM變得更多選項、更富挑戰性 

資料來源:Alan Hong(2017) 美國需求面管理(DSM)與能源資料的業界實戰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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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量反應措施 
與用戶群代表 

02 



 DR1.0  傳統以價制量   

需量反應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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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1.5  引入自動化與用戶群代表創新商業模式 

 DR2.0  即時、雙向、同步之市場機制   

資料來源:許志義、吳仁傑(2014)，「論電力需量反應與虛擬電廠發展趨勢」，《台灣經濟論衡》第12卷第6期﹝民103.06﹞， 
頁59-83，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 



台電現行各項需量反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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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計畫性 

04空調暫停 03需量競價 

02臨時性 
 月減8日型 

 日減6時型 

 日減2時型 

 限電回饋型 

 緊急通知型 

 經濟型 

 可靠型 

 聯合型 

資料來源: 台電公司業務處(2017) 



2017年關鍵時段需量競價措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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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日
期 

得標戶數 
(戶) 

實際 
抑低容量 

(萬瓩) 

瞬時 
尖峰負載 

(萬瓩) 

實際 
備轉容量率 

(%) 

供電警戒燈
號 

5月24日 254 65.6 
(今年最大)  

3,303.5 4.93 

8月2日 788 47.9 
(夏月最大) 

3,347.6 7.83 

8月8日 797 38.9  3,626.6 1.72 

8月15日 815 31.2 3,645.3 3.17 

供電警戒 

備轉容量率 
小於等於6% 

限電警戒 

備轉容量 
90萬瓩以下 

供電吃緊 

備轉容量率 
10%~6%之間 

供電警戒 

備轉容量率 
小於等於6% 

資料來源: 台電公司業務處(2017) 



需量競價vs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 

 需量競價抑低量已發揮相當顯著的效果。 

 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日減6 小時」方案參與者，

都是需量競價方案的潛在投標者，因參加「日減6 

小時」而失去需量競價機會，減少了需量競價「彈

性」負載的額度。 

 日減6抑抵時段與三段式時間電價尖峰時段相同。前

者在抑抵時段給予優惠，後者在半尖峰及離峰時段

給予優惠，似乎有雙重優惠之虞。 

 更值得警惕的是：未來鴨子曲線將在下午五點鐘開

始快速上升，這個時候獲得每天抑低負載6小時的用

戶反而用電量快速回升，增加鴨子曲線的脖子長度，

恐增加電力調度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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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台電公司業務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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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量反應今後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 台電公司業務處(2016) 

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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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智慧揭露與
需量反應 

03 



資通訊部門與能源部門整合 

25 資料來源:Lee Jun Dong(2017), KT Smart Energy Busines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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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與物聯網：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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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互連網新趨勢 
資訊(數據及金流)互連網 
能源(電流)互連網 
交通(物及人流)互連網 

以前是人與人溝通的
資料，現在是機器與
機器溝通的資料。將
現實世界數位化，透
過感測器收集巨量的
數位資料 

人類溝通領域之極大
化，新的典範移轉 

軟體硬體連結整合於
生活，藉由雲端科技、
超級電腦的演算法、
群集分析、資料探勘，
可提供普適運算 
（Ubiquitous Computing） 

也就是所謂「第四/五
代」的電腦 特徵：  

1.每一物件都有通訊
與聯網能力。 

2.資料量越來越大，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 形
成 大 數 據 ， 藉 由 機
器 能 夠 經 由 深 度 學
習 (Deep Learning)，
變得越來越聰明 



大數據智慧揭露與電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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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原則 
• 資訊之可用與機器可讀 
• 標準化及互動性 
• 保護用戶隱私 
• 資料品質及正確性 
• 可識別優先等級 
• 促進智慧揭露之資料 
• 節省成本提昇收益 
• 即時性 
• 改善並提昇消費者應用 

開放資料特徵 
• 任何人可獲得 
• 機器可讀 
• 免費使用 
• 無使用限制 

開放資料範疇 
• 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 OGD) 
• 涉及民眾個人隱私資料(My 

Data) 

智慧揭露 
• 適度並聰明的揭露資訊 
• 以標準化、機器可讀格式呈

現 
• 即時公布龐大的資訊和資料 
• 利用「選擇引擎」讓消費者

能夠做出更聰明的決策 

開發應用程式 
• 允許第三方在不影響終端用

戶之舒適度下，開發或設計
應用程式提供節約能源之解
決方案，以達到節能。 



電能服務智慧揭露實施原則 

•資訊之可用與機器可讀 

•標準化及互動性 

•保護用戶隱私 

•資料品質及正確性 

•可識別優先等級 

•促進智慧揭露之資料 

•節省成本提昇收益 

•即時性 

•改善並提昇消費者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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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 
與節能服務 

04 



 

容納多種型態資料 Variety 

成為巨量資料倉儲 Volume 

以快速的分析處理 Velocity 

挖掘出隱藏的價值 Value 

大數據Big Data 4V 

30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綜研所(2017) 



物聯網時代的大數據策略 

31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虛實合一 
(Cyber‐ Physical 

System) 

用戶體驗 
(Customer Experience)) 

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 

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量身訂作 
(Customization) 

資料融合 
(Data Fusion) 

 分散式能源資源必須依賴物聯網，才能夠大量與

傳統電力公司併網成為普遍式的網路2.0電力供

需型態，亦即智慧電網、微電網之應用。 

 透過物聯網所裝設的各種感測器持續收集即時資

料，數量龐雜的資料形成了大數據，而大數據以

趨近於零的邊際成本分享，減少重工與浪費，並

可持續增加數據使用者的經濟效益，形成共享經

濟。 

 藉由大數據的監控、模擬、預測、診斷、控制、

最佳化，將能精準掌握再生能源之動態發電量、

消費者動態用電量、輸配電系統即時電力潮流。 

 大數據透過電腦軟體的協助，可與其它資料庫進

行資料融合(Data Fusion)，找出新的關聯性，

進一步創造出新的服務模式與商機。 



用戶端/電錶後端(behind the meter) 
大數據分析 

32 

  顧客體驗(Customer Experience, CX)成為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之圭臬。 

  行為科學透過智慧揭露、資料探勘及行銷策略，可充份掌握消費者偏好、用電

行為(包括H2M、M2H、M2M)、Willingness-to-Pay願付價值(缺電成本)，

並 藉 由 致 能 科 技 (enabling technology) 體 現 用 戶 賦 權 (Customer 

Empowerment)。 

 需求面資料分析學(Demand-side Data Analytics)成為最重要的大數據探索領

域之一。 

 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用電效率(Energy Efficiency)管理、智慧家電、

智慧建築、HEMS、BEMS、CEMS、FEMS…，將隨技術演進而遍地開花。 

 各式各樣的電力創新服務模式將隨物聯網與大數據之發展而百花競豔。 



 

負載特性分析 
與行銷應用 

整合 
供給面 
相關數
據 

用戶用電 
行為分析 

需量反應 
方案強化 

大數據於需求面管理之應用 

ETL 

洞察用戶(現在發展) 
目標用戶群 
規劃 

負載管理 
方案定位 

負載管理 
方案評估 

建立用戶服務 
大數據資料平台 

統一的 
資料平台 

找尋各方案的 
目標用戶群 

提出適合不同目標用戶群的負
載管理方案 

根據用戶資料 
建立資料探勘模型 

0 0.2 0.4 0.6 0.8 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x

y

負載管理方案執行 

A節電方
案 

C節電方
案 

B節電方
案 

用戶採用節電方案
預測 

多週期 

執行管控規
劃 

時間 

節電方案組
合設計 

資料探勘模
式與實驗表
格設計與建

置 

用戶分群 

P

Q R

S 0 1

0 1

Q

S 0

0 1

Name Give Birth Can Fly Live in Water Have Legs Class

human yes no no yes mammals

python no no no no non-mammals

salmon no no yes no non-mammals

whale yes no yes no mammals

frog no no sometimes yes non-mammals

komodo no no no yes non-mammals

bat yes yes no yes mammals

pigeon no yes no yes non-mammals

cat yes no no yes mammals

leopard shark yes no yes no non-mammals

turtle no no sometimes yes non-mammals

penguin no no sometimes yes non-mammals

porcupine yes no no yes mammals

eel no no yes no non-mammals

salamander no no sometimes yes non-mammals

gila monster no no no yes non-mammals

platypus no no no yes mammals

owl no yes no yes non-mammals

dolphin yes no yes no mammals

eagle no yes no yes non-mammals

用戶 
節電方案 
需量行為 
行業趨勢 
用戶接受率 

資
料 
來
源 

資料超市 
(data mart)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綜研所(2017) 
33 



34 

國外案例分享 

05 



智慧能源大數據平台(韓國電力) 

35 資料來源:Lee Jun Dong(2017), KT Smart Energy Business Unit 

透過資料分析
達成智慧節能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V2G、G2V 

36 

輔助服務 V2G、G2V 

• 例如：澳洲巴士/計程車與電力公司合作， 
提供可靠電源(Kwh、KW、Ancillary services) 

尖峰(電力公司) + 離峰(巴士公司) 

可移動至配電/饋線壅塞之處 

 

 

 

 
資料來源：http://www.evme.com.au/grid-connect/vehicle-to-grid-v2g/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付錢」 

電力創新服務模式。 

Nest與愛爾蘭最大電力公司Electric 

Ireland合作，只要民眾和愛爾蘭電

力公司簽定兩年合約，即可獲得免

費的Nest智慧溫控器(原價249美元)，

且Nest還會派人免費到府安裝。  

可見用戶用電資料之價值超過Nest

智慧溫控器的硬體設備。 

37 

電業創新服務模式 
(Google旗下的智慧家庭公司Nest) 

Source: https://nest.com/thermostats/nest-learning-thermostat/overview/ 



電業創新服務模式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 

38 

羊＝用戶 
 
與過去用電方
式一樣，每個
月照常付電費，
但免費得到智
能插座。 

狗＝智能插座廠商 
 
賣出智能插座，獲
得利潤，也提高市
占率。 

豬＝用戶群代表 
      (Aggregator ) 
吸收了智能插座
設備費用，但透
過分析資料，能
和電力公司簽定
有利的電價優惠
合約而獲利。 

豬＝電力公司 
 
吸收了智能插座
設備費用，但獲
得了用戶數據，
設計「雙贏」電
價，增強用戶忠
誠度。 

 
圖片來源：http://www.wpgholdings.com/hotchannel/program_detail/zhtw/smart_home/F0190,  http://ihomeaudiointl.com/experience/smarthome/ 

例如：運用在冷氣、熱泵、洗衣機等家電的「智能插座」 



英國與澳洲民眾可在某些百貨

公司(如Marks & Spencer)購

買電力搭配智慧節能家電，並

選用符合環保的虛擬電子帳單，

以獲得現金回饋點數或兌換免

費購物券。 

39 

電業創新服務模式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 

資料來源:許志義、吳仁傑(2014)，「論電力需量反應與虛擬電廠發展趨勢」，《台灣經濟論衡》第12卷第6期﹝民103.06﹞，頁59-83，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 



Opower建構可分析並控制家庭用戶能源使用情況的軟

體，透過和多家公用事業公司(utility company，指水、

電或天然氣等能源公司)合作，取得必要經費以及能源使

用資料，Opower提供分析與製作個人化家庭能源報告

之服務。公用事業公司與終端用戶雙方都可藉此服務了

解能源的使用情況，進而達成節能功效。 

對於公用事業公司而言，還可以用來分析先進讀表基礎

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的配置

是否有效率。 
40 

大數據應用實例:家庭能源報告服務 

資料來源：Opower(2015) 



Opower使用行為科學模式，為每一個用戶提供客製化分析，提供的報告如圖所示，

會將用戶的能源消耗量和相同坪數鄰居的平均耗能做對照。如果該家戶的使用量低於

平均值，可獲得笑臉，若是高於平均值，則無法獲得笑臉。最後，也提供個人化節能

建議。至今的成果顯示，這種獎勵方式促成人們和鄰居比賽、相互激勵與影響，而改

變節能行為。 

41 

大數據應用實例:客製化分析 

圖片來源http://www.dialogueearth.org/2011/08/12/how-would-smiley-faces-change-my-driving-behavior/ 



PJM出版報告Load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PJM, 2017） 

For all entities using network transmission service, it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ignatory to the 

Network Integration Transmission Service Agreement 

to ensure that hourly load data are reported to 

PJM for its customers via the In Schedule tool.(參見該報

告第10頁) 

42 

大數據應用實例:負載預測分析 

資料來源：http://pjm.com/~/media/documents/manuals/m19.ashx 



美國加州PG&E電力公司利用大數據改善用戶接到停電通知

的經驗。截至2017年7月，停電時接獲通知的用戶比以往成長22%，

且接獲通知時間縮減20%。PG&E獲得Chartwell Best Practices 2017

年的「停電資訊銀牌獎」。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PG&E) took top honors in August in 

Chartwell's thirteenth annual Best Practices Awards, receiving one gold 

award and two silvers. The awards recognize excellence among energy 

companies for projects, programs and service initiatives that fall into the 

categories of Billing and Payment Programs, Communications, Customer 

Service, Outage Communications and Program Marketing. 

 
43 

大數據應用實例:停電偵測 

資料來源：https://www.pge.com/en/about/newsroom/newsdetails/index.page?title= 
20170913_pge_takes_top_honors_for_customer_initiatives_and_programs_in_chartwells_best_practice_awards 



大數據應用與電力資產管理 

44 
資料來源: https://www.meetup.com/Data-Science-for-Sustainability/events/243475689/?gj=co2&rv=co2  

 GE Power用大數據預測「即將壞掉」
的太陽能面板inverter。以往要在集中
式太陽能電廠找到壞掉的太陽能面板
inverter ，可能要幾小時甚至幾天才能
找到。 

 利用大數據準確預測有瑕疵的太陽能板，
有利於PV電廠降低營運與維修成本。 

  預測性維修(Predictive Maintenance) 

 



大數據應用與電力資產管理 

• PG&E利用深度學習評估資產風險與維護需求 
PG&E leverages machine-learning and data science for asset 
management and DER integration(May 2017) 

• PG&E為了因應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特別設立「新興科技與大數據領導
人（Emerging Technology and IoT Leader）」職位，目前由Tom Martin 

擔任。他在2017年5月指出，當今電網越來越複雜，除了成長快速的分散
式發電裝置，亦有電動車利用電網充電。PG&E服務逾30萬太陽光電用戶、
目前每月仍新增4至6千新的太陽光電用戶，以及8萬5千輛以上電動車。
PG&E運用「機器學習」從這些載具蒐集到的巨量資料，加上現有的相關電
線桿、變電站、變壓器數據，PG&E可判斷出每一個別資產的潛在風險，有
效決定哪些資產需要立即維修或汰換。 

 

 
45 

資料來源:https://www.metering.com/magazine_articles/machine-learning-pge/ 

https://www.metering.com/magazine_articles/machine-learning-pge/
https://www.metering.com/magazine_articles/machine-learning-pge/
https://www.metering.com/magazine_articles/machine-learning-pge/
https://www.metering.com/magazine_articles/machine-learning-pge/
https://www.metering.com/magazine_articles/machine-learning-pge/
https://www.metering.com/magazine_articles/machine-learning-pge/
https://www.metering.com/magazine_articles/machine-learning-pge/


電業開放大數據資料運用實例 

• 美國伊利諾州商務委員會（Illinois Commerce 
Commission）於今(2017)年七月公佈「取用開放數據架構

（Open Data Access Framework）」。 

• 全美國擁有5千萬個以上的數位智慧電表（Advanced Meters）
能提供即時的電力使用資訊。預計十年內，美國和歐洲乃至
世界各地其他先進國家的每一棟建築物，都將配備智慧電表。
另外，每個裝置，例如：恆溫控制器、組裝線、倉庫設備、
電視、洗衣機和電腦等將全都會配置連結到智慧電表及物聯
網平台裡的感測器。 

46 
資料來源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104000815-260301 



AMI 大數據資料運用 (Hawaii Energy) 

47 資料來源:Alan Hong(2017) 美國需求面管理(DSM)與能源資料的業界實戰經驗分享  



48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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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力服務大數據智慧揭露推動能源轉型 
 蔡英文總統曾提出成立物聯網國家隊，並主張不大

幅調漲電價之能源與綠色產業政策，積極推動能源

轉型(包括綠能與節能)。 

 前行政院長張善政曾積極宣導智慧揭露之公開資訊

措施，鼓勵企業界推出貼近消費者的智慧型創新服

務，實為推動經濟轉型重要方針。 

 

 相關單位應積極推動大數據智慧揭露（如綠色按鈕

App），讓電力用戶掌握自身用電資料與習慣，有

效選擇DR與節電省錢方案，大幅降低供需雙方資

訊不對稱及整體社會的交易成本。 

 電力用戶亦可委託專業第三方推薦量身打造的方案，

降低用電支出，亦可紓解電源短缺，與電力公司、

社會共創「三贏」。 

 

49 圖片來源: EPRI(2017),The Integrated Energy Network 



大數據導向的願景:智慧能資源網 

50 圖片來源: EPRI(2017),The Integrated Energy Network 

嵌 入 用 戶 產 銷 者 

( Prosumer ) 行為模式，

融合在地分散型能源發電、

節約能源、需量反應與需

量競價，形成自能源(We 

Energy )自給自足下所形

塑 之 虛 擬 電 廠 (Virtual 

Power Plant)，再與系統

電網整合。 

融合能量流、

資源流和資

訊流 

在智慧低碳社區或生態

產業園區在地「群聚化」

耦合廢棄物資源網與冷

熱網，形成一個共生的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體系 

在地「鏈結化」

融合氣網、水網，

氫能網和交通網

等能源資源網 
立基於區域

性配電網和

微電網 



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之需求面管理對策 
• 廣義的電力需求面管理範疇，包含用戶端之PV系統、電動車與

儲能系統等，因此電動車夜間充電(包括快充與慢充設備及充電

管理系統)之相關規劃與配套措施，亦需同步整合。 

• 為因應未來電網設備資訊高度整合之需要，應聚焦之範疇如下：

智慧儲能系統整合需量反應服務(包括卸載控制與即期負載預測、

卸載流程與控制策略等)、能源資訊分析與資訊安全管理(包括即

時性能源資訊分析與異常行為偵測、資料加解密、通訊安全等)。 

• 電能需求面管理透過先進讀表基礎建設(AMI)架構下用戶端的巨

量用電資訊，能夠進行大數據導向需量反應與節能服務，是資料

探勘(Data Mining)的新典範。 

 51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思維 
• 儀表數據管理系統 (Meter Data Management System, MDMS)是指對智

慧計量系統提供的巨量數據進行長期數據存儲和管理的系統。此系統中之

大數據主要包括從管理先進讀表基礎建設(AMI)或自動抄表系統(AMR)收

集的資料。MDMS是組成智能電網(Smart Grid) 的基礎設施。 

• 各電力子系統整合成跨系統、跨領域，具供需彈性(Flexibility)、韌性

(Robustness)、即時(Real-Time)、雙向(Web2.0)、互動(Interactive)，且

邁向以需量反應、節能服務為優先之大數據導向為核心價值的生態體系。 

• 藉由大數據的監測、模擬、診斷、預測、控制、最佳化，能精準掌握再生

能源之動態發電量、消費者動態用電量、輸配電系統即時電力潮流。  

 

52 
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ter_data_management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思維 

• 電力物聯網引發虛實整合能力,其重點在於:H2M、M2H、M2M、產業4.0 。 

• 預測性維修（Predictive Maintenance）、停電範圍偵測、減少復電成本。 

• 需求面管理強調供需整合資源規劃、迴避成本(Avoided Cost)。 

• 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用電效率(Energy Efficiency)管理、智

慧家電、智慧建築、HEMS、BEMS、CEMS、FEMS…，將隨技術演進

而遍地開花。 

• AMI、Smart Grid、電力物聯網架構下資訊安全Cyber Security，將成為

電力市場利害關係人面對的嚴峻課題與新的挑戰(亦即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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