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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需求端管理的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越來越受到台電公司的重視，各項需求端管理措
施之效果，需要一套可靠、實用的分析系統對這些措施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和客觀評估，
供研究部門使用，並供決策部門參考。
因此本研究案建置的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探勘分析平台，能夠對日、月以及全年的
負載資料進行分析，分析各細分用戶群組對各種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可能產生的效果，
並且以表格或圖形等多種形式，直觀便捷的顯示分析結果；對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做從
上向下和從下向上的全面分析和評估，並探討如何自動化進行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
分析和評估、如何運用資料探勘方法所產生之各種細分用戶群組，從用戶觀點了解用戶
重視哪些誘因，以有效引導電能消費行為，既可用於研究也可以用於實際的需求端措施
管理。

Abstrac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demand-side management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re
receiving more attention lately from Taiwan-Power Company.

In order to carry out an

objective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each demand-side management program,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needs a set of reliable, practical analytical systems, which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epartment making the final decisions.
Therefore this project set up a demand-side management program mining and analysis
platform, in order to analyze load data of days, months and years.

The platform allowed the

team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demand-side management programs that were designed for each
dedicated users' group and displayed the results in various kinds of table forms, graphs or
figures.

The project includes research on how to do the bottom-up and top-down overall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demand-side management programs and discusses how to do these
automatically. Also, the project discusses how to use data mining to subdivide users into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環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暨應用經濟學系
93

台電工程月刊

第 797 期

104.1

various kinds of groups, providing insight into the user's point of view regarding which
incentives consumers pay attention to, thereby helping to guide the behavior of electric energy
consumers effectively.

關鍵詞(Key Words)：需求端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資料探勘(Data Mining)、區別分
析法(Discriminant Analysis)、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知覺圖(Perceptual Map)。
用，並供決策部門參考。

壹、前言

因此本研究案建置的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
探勘分析平台，能夠對日、月以及全年的負載資

台電公司在過去已經累積成熟的資料庫應

料進行分析，分析各細分用戶群組對各種電力需

用系統，如用戶服務資訊系統(CIS)、新用戶服務

求端管理措施可能產生的效果，並且以表格或圖

資訊系統(NCIS)、新電費核算開票系統(NBS)、

形等多種形式，直觀便捷的顯示分析結果；對電

停限電管理資訊系統(OMIS)等，透過這些系統產

力需求端管理措施做從上向下和從下向上的全

生了大量的用戶服務資料。如能針對用戶服務的

面分析和評估，並探討如何自動化進行電力需求

特點和發展需求，對這些資料進行結構上的重

端管理措施效果分析和評估、如何運用資料探勘

組，按更有利於決策分析的角度去重新整理和組

方法所產生之各種細分用戶群組，從用戶觀點了

織，就會變成真正有價值的資訊。

解用戶重視哪些誘因，以有效引導電能消費行

近年來，政府與民眾對台電公司的改革不斷
加深要求，先進讀表基礎架構(AMI)的建立，使

管理。本研究的目標為：

我們可利用大量的用戶用電資訊，透過資訊科技

一、 解 析 現 行 電力 需 求 端 管理 措 施 之 業務 流

方式，細分用戶群的用電特徵，針對不同的目標

程，了解用戶參與現況與分析效果之需求，

用戶群對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之需求，採取不同

以及績效表現的關鍵指標與營運結果的關

的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政策，從而達到吸引與保

係。

留用戶參加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和充分發掘用
戶的抑低需量潛力。
現行「減少用電措施月報統計系統」之資料
需由區處檢驗課同仁攜帶讀表裝置前往讀表

二、 建立用戶對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的反應度
模型。
三、 建立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分析評估指
標與評估模型。

後，將資料上傳至網路芳鄰分享資料夾，提供區

四、 應用區別分析法(Discriminant Analysis)等目

處核算課同仁下載並使用各電表廠商對應之轉

標市場(Targeting)方法，尋找不同電力需求

換程式進行資料轉換工作，再利用單機版軟體於

端管理措施適合的潛在目標用戶。

線上審視，離開系統後，轉入之資料隨即消失。

五、 應用知覺圖(Perceptual Map) 等產品定位方

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分析除減少用電措施

法，尋找具誘因的新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

月報統計外，尚涉及各項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之

六、 建置用戶對不同電價折扣回應度的模擬模

分析。
需求端管理的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越來越
受到台電公司的重視，各項需求端管理措施之效
果，需要一套可靠、實用的分析系統對這些措施
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和客觀評估，以供研究部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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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既可用於研究也可以用於實際的需求端措施

組。
七、 建立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多維度統計
分析。
八、 建立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自動化分析
程序與功能。

電力需求端管理技術探勘分析之研究

九、 建置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探勘分析資料超

月報統計系統。分成 12 步驟。
1. 研究解析現行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結構與

市。

用戶參與現況

十、 建置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的模擬與評估模

2. 研究設計用戶對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的反

組。

應度模型

十一、建置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探勘分析平台。

3. 研究設計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分析評

貳、研究方法

估指標
4. 研究設計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評估模型

本研究分成三個部分，如圖 1 所示，第一部

5. 研究應用區別分析法，尋找能將細分用戶

分為了解研究需要與蒐集研究資料：透過業務流

群組以最佳方式區分開的變數的線性組合

程訪談建模與分析，了解台電現行需求端管理措

6. 研究應用知覺圖，進行電力需求端管理措
施定位

施業務流程與措施特性資料，同時透過電力用戶

7. 研究設計用戶對不同電價折扣回應度的模

訪談與問卷調查，對用戶行為變數研究資料進行

擬模組

蒐集和研究，以對電力用戶的購買心理特徵和電

8. 研究設計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多維度

力需求端管理措施需求進行整體性的分析。

統計分析
蒐集資料
現行電
力需求
端管理
措施業
務探索
電力用
戶探索
台電相
關系統
原始資
料用戶
探索

建立模型
電力需求端
管理措施的
反應度模型

用戶對不同
電價折扣回
應度模擬

效果分析評
估指標與評
估模型

電力需求端
管理措施效
果多維度統
計分析

潛在目標用
戶選擇模型

不同用戶區
隔下電力需
求端管理措
施的模擬與
評估

電力需求端
管理措施定
位模型

自動化分析
程序與功能

研究架構

分析程序與功能
10. 研究設計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探勘分析資
料超市
11. 研究設計不同用戶區隔下電力需求端管理
措施模擬與評估模組
12. 研究建置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探勘分析
平台
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探勘分析平台系統結
構如圖 2 所示。

展示層

圖1

9. 研究設計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自動化

開發資料超
市與平台

這些資料將應用在建立反應度模型、用戶細
場模型，知覺圖模型等方面。第二部分為建立模
型：在區隔理論的指導下，借助行銷工程理論中
行區隔研究，並透過知覺圖，對現行需求端管理

資料層

的分群分析模組，區別分析方法，對電力用戶進

用戶細分管理

目標用戶群選擇

DSM用戶群定位

DSM反應度分析

評估指標與模型

DSM效果分析

DSM模擬

參數設定

分群結果：文字表格、圖形
呈現

邏輯層

分模型、效果分析評估指標與評估模型、目標市

問卷調查
電價折扣反應模擬

開發自動化動態分析平台：在第二部分的研究基
礎上，建立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探勘分析平台與

電價折扣回應模擬
DSM模擬

SPSS、ASP.NET(C#)
SQL Server Data Mining

統計

分群

行銷工程模型

區別分析
因素分析

Kmeans
單一鏈結

反應度模型
知覺圖
偏好圖
共同空間圖

......

資料超市

資料超市

......

Hyperion
SSAS、SSRS

電費結構
優惠結構

DSM實施效果
資料超市

資料依據適用性篩選

Star schema
需求端管理措施組成內
容的計算參數

用戶屬性、需量資料倉儲

方案的用戶偏好進行定量分析，以了解各項電力
需求端管理措施在用戶方面的定位。第三部分為

DSM效果評估
資料分析

ETL(擷取、轉換、載入
AMI
資料庫

CIS
資料庫

NCIS
資料庫

圖2

NBS
資料庫

OMIS
資料庫

問卷調查
資料庫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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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三個部分來說明本研究案的文獻探

(二) 市場區隔(Segmentation)
市場區隔的過程即是將大市場根據某些特

討。
一、洞察力行銷、市場區隔、目標市場與產品
定位

定的區隔變數，如顧客特徵、行為、喜好、需求
等屬性，將大市場切割成幾個有明顯差異區隔市
場，針對每個區隔市場進行不同層次的策略制

(一) 洞察力行銷

[1]

洞察力指的是對環境或任何情況做出預見
的能力；因此，洞察力結合了經驗與分析能力，
幫助實現更好的決策。洞察力能夠幫助企業尋找

定、設計產品或其行銷組合，增加產品豐富性以
降低單一風險，以滿足不同區隔市場消費者的需
求，使企業因市場的區隔而增加獲利。
一般用來進行市場區隔的變數有以下幾類：

機會，發現問題，從而基於這些發現採取修正的

1. 地理變數。

行動。

2. 人口統計變數：如年齡、生命週期、家庭形

洞察力行銷(Insight Driven Marketing)的目地
是企業透過對所掌握的顧客資料對顧客的價值

態、所得、職業、教育程度、其他(宗教、
種族、國籍)。

或行為特徵進行深入分析，以獲得對顧客的洞察

3. 生活型態：消費者對週遭環境的觀察與感

力，並利用洞察的結果制定差異化的產品，建置

受。如建設公司以生活便利或遠離塵囂來吸

“以顧客為中心”的行銷模式。透過對現有顧客

引不同生活型態的顧客。

的區隔，把企業的顧客作為資源進行管理，建立

4. 心理變數：指消費者的人格特質、習慣、態

基於各類顧客群的管理原則和具體方法，從而強

度。如 B&Q 的消費型態強調自我實現夢想

化企業的行銷能力與市場競爭力。對企業帶來的

的滿足感。

影響是上自策略下至流程的整體性的改變。如下
圖 3。

5. 產品相關的行為變數：如使用時機、為消費
者帶來的利益、使用狀態(分為過去使用、
初次使用、未來使用)、使用率、品牌忠誠
度、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
市場區隔變數越能精確描述顧客心理、行為
者行銷愈容易成功，但相對的，卻越不容易蒐集
與實行。
不同的區隔變數所區隔出的市場結果會得
出不同意義，因此在進行市場區隔時，需考慮到
該區隔方法是否有效。有效的市場區隔或者是良
好的市場區隔必須具備以下幾個特性：

圖3

洞察力行銷帶來的改變 [1]

1. 可測量性：區隔市場的規模、購買力和基本
情況等是可以用數字表示其大小、強弱與好

未來的行銷勢必以分析為策略的基礎，藉由
顧客洞察力分析以獲得每一位顧客的特徵與行
為資訊，針對每個顧客制訂差異化的行銷[2]。
行銷活動是以創造價值為始點，首以市場區
隔(Segmentation)、目標市場選擇(Targeting)、產
品(服務)定位(Positioning)做為開端。以下分別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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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並且可以測量出其數值。
2. 可接近性：區隔市場的客戶族群是行銷通路
能夠接觸的到，並且對其提供服務。如在學
校附近設置安親班、文具用品店；商業辦公
大樓外食人口多，故多簡餐、咖啡店。
3. 可辨別性：區隔市場要在概念上容易區分，

電力需求端管理技術探勘分析之研究

對於不同的行銷活動和方案應該要有顯著

向量、縱橫兩軸三元素組成，分別代表該市場上

不同的反應。

產品、顧客感官屬性與產品的基本屬性。如下圖

4. 可操作性：必須能夠設計出有效的行銷方案

4 為啤酒市場之知覺圖。

吸引所區隔出的市場，並提出適合該區隔市
場所需要的服務。
5. 重要性/獲利性：區隔市場必須足夠大，或者
大到能帶來足夠的盈利，使公司有制訂行銷
策略並投入資源滿足區隔市場需求的動機。
成功的市場區隔變數可以將顧客聚合為群
間相異、群內相似的特定群體。
(三) 目標市場選擇(Targeting)
目標市場選擇即是在市場區隔之後對各種
型態眾多顧客族群或區隔市場依企業策略進行
評量，以確定哪些區隔市場是企業所需且值得進
入的目標市場，並選擇一個或多個顧客群做為企
業的目標市場。在選擇評估方面，需仔細比較各
區隔市場是否具備購買力、成長潛力、以及企業
本身是否具有能力服務該群顧客、企業目標和資
源的是否匹配等因素。
(四) 產品定位(Positioning)
產品定位是為了在目標市場之消費群心中
建立與其他競爭者不同的形象，根據目標市場所
需，決定提供何種商品或服務，並設計合適的行
銷計畫；故產品定位也可以稱之為品牌效應，指
企業利用行銷手法將某一產品在目標客戶群的
心目中建立相對於競爭產品而言的形象、個性等
差異處而形成購買偏好(Blattberg，2009)。
企業在做產品或品牌定位時需考慮的不只
產品本身及消費者需求，更重要是認清同樣位於
市場上的現有競爭對象，因此，在制定定位策略
時首要確認競爭者及其在市場上的定位，分析顧
客次之，最後才決定公司產品位置的選擇；一旦
產品經過定位，隨著時間及市場的變化需進行不
斷的調整，因此有必要監控產品的位置，以評估
定位策略。
在認清競爭對象及消費者需求時，除了依靠
管理者直觀的方法來了解市場結構，亦可以應用
知覺圖產品定位工具來幫助決策。知覺圖由點、

圖4

啤酒市場的產品知覺圖 [3]

每個點分佈在以啤酒口味(淡-濃)與價格(貴便宜)所圍出的二維空間中，不同品牌的啤酒依
其產品本身屬性座落在不同象限中，如圖中百威
啤酒是屬於口味較濃且價格偏高的啤酒，點與點
之間 距 離越 近代 表 代消 費者 心 中兩 者相 似程
度、互相替代的程度越高，因此兩產品間競爭也
越激烈；另外，向量標示出市場上消費者對不同
啤酒的感官資訊，如特殊場合適合喝的啤酒特徵
是口味偏濃且價格偏高的，如圖中 Becks 啤酒，
而百威啤酒是男士心中最喜愛的啤酒。
由上例可知，知覺圖可以使管理者能夠將產
品市場結構中的關鍵要素進行歸納和形象化，進
而進行策略的思考。
二、資料倉儲
W. H. Inmon 定義資料倉儲為支援管理決策
過程的、主題導向的(Subject Orientation)、整合
的(Integrated)、穩定的(Nonvolatile)、隨時間不斷
變化(Time Variant)的資料集合[4]。
資料倉儲集合了企業資料之基礎建設，可視
為環境架構的核心，以便讓使用者能快速、簡單
的查詢資訊，以及各種分析來幫助管理者策略的
訂定，甚至更進一步延伸資訊成為企業知識。
97

台電工程月刊

第 797 期

104.1

(一) 資料倉儲的特性

筆正確的快照資料一旦被累積就不會被修改，如
圖 6 所示。

1. 主題導向
資料倉儲是以企業關心的主題為導向進行
資料的組織，所對於這些有興趣的主題儲存、提
供相關的資料作為分析及多維度的查詢。“主題
＂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主要將企業資訊系統中的
資料綜合、歸類並進行分析，它對應了企業中某
一分析領域所涉及的分析對象。
2. 整合性
資料倉儲的資料來自企業操作型的交易處
理系統，再加上如前所述，資料倉儲存儲資料的
方式是以主題為導向，對於每一個主題所對應的
資料來源分散在各個系統資料庫中，有許多重複
且不一致的現象，其中可能包括了上百種不同的

圖6

資料倉儲特性-時間的變化性 [4]

4. 不可更新性

資料結構、不同的格式、不同的屬性、不同的命

傳統作業處理環境會不斷新增、刪除、修改

名等等；另外，資料倉儲在資料的應用上，有許

每筆資料，如顧客基本資料，但在資料倉儲中只

多資料需要經過加總、轉換的處理而無法直接自

有載入與存取兩種動作。當快照轉換到資料倉儲

來源資料取得。對資料倉儲的建置而言，整合是

內，其內容就不會再被改變，以確保資料所反應

一項最重要也最複雜的工程。如圖 5。

當時的狀況。如圖 7。

資料來源：[4]

圖7

資料倉儲特性-不可更新性

(二) 資料倉儲的應用
在應用上，資料倉儲可以作為線上分析處理
圖5

資料倉儲特性-整合性 [4]

3. 隨著時間不斷變化(時間差異性)

98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縮寫為 OLAP)和資
料探勘(Data Mining)的資料來源。
OLAP 主要功能在於操作靜態資料倉儲的資

“時間”在資料倉儲中是重要的元素，可視

料，以星狀模型(Star - Schema)方式作為資料儲存

為資料的戳記，每一筆資料是在某時刻產生的快

的結構，見圖 8，將資料組成資料立方體(Cube)

照，累積快照使資料倉儲保留了每個時間點活動

來做儲存，見圖 9。

和事件的歷史記錄；故資料倉儲往往累積了 5~10

星狀架構是由事實資料表(Fact Table)儲存

年長時間的資料，並且以時間為資料表主鍵，一

各維 度 資料 表的 主 鍵， 以及 欲 觀察 的測 量值

電力需求端管理技術探勘分析之研究

(Measure)，這些測量值通常具有可累加的特性；

改、統計等功能，但無法發現資料間存在的關係

及一連串記錄各個資料表屬性的維度資料表

和規則，亦無法根據現有的資料預測未來的發展

(Dimension Tables)所組成。

趨勢。

這樣的資料結構讓使用者可以方便的進行

資料探勘(Data Mining)便是從大量的、不完

多種組合、多種角度、動態多維度分析，並提供

全的、有雜訊的、模糊的、隨機的實際應用資料

視 覺 化 操 作 、 上 捲 (Roll - Up) 、 下 鑽 (Drill -

中，找出隱含在其中的、人們事先不知道的、但

Down)、切片及切丁(Slice and Dice)以及轉軸

又是潛在有用的資訊和知識的過程[6]。資料探勘

(Pivot)等資料操作功能與展示介面。

的步驟如下圖 10：

知識表示
模式評估
資料探勘
資料變換
資料選擇

資料倉儲
資料清理
資料整合

圖8

星狀模型 [5]

資料庫

圖 10

資料探勘步驟 [6]

1. 資料清理(消除噪音或不一致資料)
2. 資料整合(多種資料來源可以組合在一起)
3. 資料選擇(從資料庫中擷取與分析任務相關
的資料)
4. 資料變換(資料變換或統一成適合的形式；
圖9

資料立方體 [5]

三、資料探勘與演算法介紹
(一) 資料探勘
OLAP 主要是透過以定義好的靜態資料進
行動態多維度的檢視，與 OLAP 不同的是，資料
探勘著重在運用演算法，在資料中找出隱藏的規
則，並利用這樣的規則來預測未來。

如，資料彙總)
5. 資料探勘(使用智慧方法擷取資料模式)
6. 模式評估(根據某種衡量方法，識別提供的
知識是否真正有效)
7. 知識表示(提供視覺化結果，向用戶提供資
料探勘後的知識)。
(二) 演算法介紹
1. K-means 分群演算法

隨著資料庫技術的迅速發展與成熟，以及資

K-Means 演算法是 J. B. MacQueen 於 1967

料庫管理系統的廣泛應用，企業累積的資料越來

年所提出。是把 N 個物件分為 K 個聚集，使類

越多，對公司而言資料是一大資產，如何從資料

別內具有較高的相似度，而類別間的相似度最

中得到有價值的資訊便成為一大課題。目前的資

低，其中相似度根據一個聚集中物件的平均數

料庫系統可以高效率地實現資料新增、查詢、修

(被看作聚集的重心)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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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eans 演算法的處理流程如下。首先，隨

分群之後不做重新分群、分群之後的結果可以用

機地選擇 K 個物件，每個物件初始地代表了一個

樹狀圖呈現等特性，分別計算兩個群集中距離最

聚集中心，對剩餘的每個物件，根據其與各個聚

近的兩個項目的距離，分群結果示意如圖 11。

集中心的距離，將它賦給最近的聚集。然後重新
計算每個聚集的平均數。
這個過程不斷重複，直到目標函式收斂。目
標函式的定義如下：
k

E =   | p − m i |2
i =1 p∈ci

此處 E 是資料集中所有物件平方誤差的總
圖 11

和。

k 表共分為 k 群。
ci 為第 i 群資料集合。
p 指包含於 ci 中的所有資料點。
mi 是資料群 ci 的平均數。

其品質受限於：一旦群集間互相聚合就不能
再回頭修正，也就是說，如果某個聚合決策在後
來證明不是好的選擇，該方法無法退回並更正。
演算法邏輯步驟：

(1) 將所有資料視為單獨群集。

這個目標函式以達到 E 最小為目標，表示各

(2) 依據距離衡量函式所衡量出的距離大

群內資料盡可能的相似，群間資料盡可能的獨

小聚合兩個最接近的群集。

立。對處理大資料集，該演算法是相對可伸縮的

(3) 繼續聚合相近的群集直到得到目標群

和高效率的。

集數。

其進行的步驟如下：

(1) 使用者給定分群數 k
(2)系統隨機指派群中心
(3). 系統產生初始分群結果
(4). 系統產生新的群中心
(5) 系統修正分群邊界
(6) 重複第三和第四步驟直到資料不再變
動

距離衡量函式的方法會因資料型態有所不
同，有以下幾種：
若資料型態為可數連續或離散型資料，其相
似度距離可以：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歐幾里得距離、曼哈頓距離、Minkowski 距離來
衡量計算，以相關係數、歐幾里得距離兩種計算
方法最常使用。

但 K-Means 在應用上有一定的限制，其一，

相關係數：

使用者必須事先給定分群群數(即 k 值)；其二，

K-Means 收斂的依據是各群的平均數，因此若資

D(x, y)

料存在少量的極端值將會對平均數產生極大的

=

影響，使分群結果產生誤差。

單一鏈結分群結果示意圖

x1 y1 +  x n y n
2

2

2

2

2

2

(x1 + x 2 +  + x n ) (y1 + y 2 +  + y n )

2. 單一鏈結分群演算法
單一鏈結演算法 (Single Linkage Clustering)
又 稱 最 短 距 離 法 ， 屬 於 階 層 法 (Hierarchical

Method)中的聚合(Agglomerative)分群法，繼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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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1~xn 表 x 群集中的資料點，y1~yn 表

y 群集中的資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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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幾里得距離：

方案各元素的解析，以及用戶參與狀況的了解，
並針對區處同仁以及目前參與減少用電措施方

D(x i , x j ) = (x1i − x1j ) 2 +  + (x ni − x nj ) 2

案的用戶進行了實地訪談。訪談的區處有桃園區
處、北南區處、新竹區處、台中區處以及鳳山區

其中 i 和 j 表示一對觀測到的資料點，xkj 表

是了解其執行配合減少用電措施工作的進行步

第 k 個變數的 i 值，k=1~n 個變數。
若資料型態為不可數名目行資料，其相似度
下表 1 有 A~D 四組織，分別針對 F1~F8 八
種特徵進行調查，若具備該特徵以 Y 記錄，反之
以 N 記錄。

F
7
Y
Y
N
Y

F
8
Y
Y
N
Y

完成資料收集後，對兩兩組織進行比較，計
算匹配值。以 A、B 兩組織為例，F1~F8 特徵中

F1 與 F5 兩筆紀錄不同，其餘 F2、F3、F4、F6、
F7、F8 等 6 筆紀錄相同，故 A、B 兩組織匹配值
為 6/8。以相同方式兩兩計算可得一對稱的匹配
矩陣，見表 2。
表2
A
B
C
D

A
1
6/8
2/8
7/8

匹配矩陣
B

C

D

1
0
5/8

1
3/8

1

的、成效等情況。
目前減少用電措施方案參與的用戶數如下
表 3(資料以 102 年 7 月進行統計)：
表3

單一鏈結名目資料之計算範例資料

Essential Features? （Yes or No）
F
F
F
F
F
F
Organization
1
2
3
4
5
6
Organization A Y Y N N Y Y
Organization B N Y N N N Y
Organization C Y N Y Y Y N
Organization D Y N N N Y Y

驟、執行狀況等，用戶訪談的目的則在了解用戶
實際參與後的心得，以及參加方案的背景、目

距離則以匹配衡量法計算。計算範例如下：

表1

處，而訪談的用戶則有 20 家。區處訪談的目的

參、研究成果
以下分七個部分來說明本研究案的研究成
果。
一、了解現行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與用戶調查
本研究首先進行了台電現行減少用電措施

102 年 7 月減少用電措施方案參與的用戶數

DSM 方案 各區
個別方案
處總 計 計 計 計 臨 空 儲
戶數 戶數 一 二 三 四 四 調 冷
暫
區處
停
00 台北市
84
0 6 0 78 0 37 78
區營業處
01 台北南
100 0 2 1 97 0 21 26
區營業處
02 基隆區
53
2 2 1 48 0 0 1
營業處
03 宜蘭區
39
6 15 10 8 0 8 2
營業處
04 桃園區
49 14 13 10 10 2 11 16
營業處
05 台北西
133 7 4 0 122 0 4 9
區營業處
06 新竹區
21
2 5 6 8 0 12 14
營業處
07 台中區
40 10 11 8 11 0 12 27
營業處
08 彰化區
21
4 8 9 0 0 2 2
營業處
09 嘉義區
73 14 3 4 52 0 7 5
營業處
10 台南區
132 14 9 6 103 0 20 23
營業處
11 高雄區
111 10 4 6 91 0 15 14
營業處
12 屏東區
56 14 4 18 20 0 5 6
營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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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 方案 各區
個別方案
處總 計 計 計 計 臨 空 儲
戶數 戶數 一 二 三 四 四 調 冷
暫
區處
停
13 花蓮區
7
2 2 0 3 0 0 2
營業處
14 台東區
4
0 0 0 4 0 3 2
營業處
15 澎湖區
0
0 0 0 0 0 0 2
營業處
16 台北北
77
0 2 1 74 0 11 14
區營業處
17 南投區
32
4 2 2 24 0 0 12
營業處
18 鳳山區
88
8 25 3 52 0 2 8
營業處
19 雲林區
26
2 4 2 18 0 1 2
營業處
20 新營區
19
6 4 1 8 0 0 3
營業處
21 苗栗區
26
6 14 2 4 0 0 3
營業處
22 金門區
0
0 0 0 0 0 0 0
營業處
23 馬祖區
0
0 0 0 0 0 0 0
營業處
總戶數： 1,633 125 139 90 835 2 171 271
從訪談中得知，用戶是否考慮參加減少用電
措施與其本身的產業景氣、公司業績、生產設備
性質、工作及排班特性(是否有多條生產線、耗能
設備為何、耗能設備是否可隨時開關、開關機所
耗費時間與成本、生產時間是否可調整等等)息息
相關。因此發現用戶是否考慮參加減少用電措施
並絕非單純從產業別(行業別)即可簡單歸納及解
釋的。因此建議台電未來如果要精確探勘用戶適
合採用哪些減少用電措施，則需要蒐集更多的用
戶特性(屬性)資料。
針對訪談後的經驗，特別設計了一份問卷發
送用戶進行與 DSM 方案相關議題的用戶問卷調
查，希望能從回收的問卷資訊蒐集更為實際的用
戶特性資料，據以進行更為深入的潛在用戶探
勘。亦即，從其生產狀況、用電情況來統計歸納

102

較為可能參加減少用電措施的用戶。例如，公司
的耗能設備用電量占經常契約容量的占比、生產
線的數量情況、耗能設備是否具備可隨時開關機
的條件、開關機的成本(時間與經費)等等。問卷
的發送對象為目前參加減少用電措施的所有用
戶，以及從尚未參加的用戶中，找出經常契約容
量在 500kW 以上的用戶，進行 1/5 的抽樣調查。
問卷總發送數量為 2,858 份，回收之問卷總數為

354 份，回收率約為 12.4%。
針對問卷調查結果，本研究進行了下列分
析：

1. 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反應度模型
2. 台電學者與外界專家學者對影響電力需求
端管理措施因素的 AHP 分析(透過另外設計
的 AHP 問卷)

3. 需求端管理方案定位分析
4. 問卷調查結果之 K-means 分群分析
以下簡略彙整各項分析結果。

(一) 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反應度模型
在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反應度模型方面，本
研究 透 過迴 歸模 型 建立 了多 組 迴歸 預測 方程
式，主要希望能夠歸納得到用戶對優惠方案的想
法、意向的預測，進而有助於未來台電推廣新的
方案時，容易分辨釐清潛在用戶。
本研究一共建立了七個迴歸模型，以用戶服
務資料倉儲內的經常契約容量、半尖峰契約容
量、離峰契約容量、每月電費、平均每度價格、
參加 優 惠方 案的 數 量等 事實 資 料當 成預 測變
數，去預測儲冷式空調設備之投資成本、可節省
流動電費、購買節電設備是否造成企業營運不
便、限制抑低用電月份的想法、抑低用電比率限
制的想法、臨時減少用電之通知方式、節省流動
電費的想法等的反應度。
研究發現參加儲冷式空調方案的用戶在投
資儲冷設備之前勢必精準評估過自己本身的用
電特質以及可以節省電費的多寡，才會做投入高
金額設備的決策。未來台電可以在蒐集到更為完
備的資料後進行推估，如果設備投資所節省的成

電力需求端管理技術探勘分析之研究

本效益很大，是在有限年限內可以回收的，或在

現，不論台電專家群組、學者專家群組，皆認為

綠能環保企業形象上特意營造的企業，應該可以

「電費優惠」是智慧電表用戶選用需求面管理方

多多鼓勵及輔導其參加儲冷空調的優惠方案。

案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此外，台電專家群組與

在抑低用電月份的限制當中，我們也發現多

學者專家群組亦皆認為「指標效用」是第二重要

數的用戶對這點限制是相當在意與重視的。換句

之影響因素，其中減少用電措施實施後所減少

話說，多數的用戶在考量是否能參加需量反應方

(抑低)的需量(度數)為其最重視的影響因素。

案的首要前提都是「月份能否配合」。如果未來

(三) 需求端管理方案定位分析

台電在特定用電較為吃緊的月份推出抑低用電

本研究依據定位理論，對台電減少用電措施

的減少用電措施，可以透過所建立的迴歸方程

市場進行分析。結合用戶對減少用電措施需求、

式，瞭解哪些用戶是比較沒有月份差異的(較不在

現狀和發展趨勢，分析用戶採用方案的特點，以

意月份的)，如此則可以反向操作，向其推薦主打

發現現行減少用電措施採用者對減少用電措施

夏季月份的抑低優惠方案，或許其接受度會較

的定位。透過知覺圖分析，對不同台電減少用電

高，降低尋找潛在用戶的行銷成本。

措施進行定位分析之後，可明顯看出有五個維

在節省流動電費、基本電費的預測上面，因

度。

調查的用戶多半都是營業導向的公司，因此能夠

第一個維度為抑低用電的相關限制，這些限

節省電費實為其所關心的主要項目，但卻不知道

制包括抑低用電月份限制、抑低用電次數限制、

如何配合這些抑低用電的優惠方案，公司該做怎

抑低用電小時數限制、抑低契約容量限制、每月

樣的調整、挹注多少的資金與成本，也不知道將

抑低用電天數限制、抑低用電時段限制、抑低用

來可以回收多少、確實可節省多少電費。因此本

電比率限制等。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一(計減一)

研究也建議，未來台電應培養足夠的專業人員，

的用戶屬於這個維度。

可以依照客戶的用電量加以模擬，搭配著訪查得

第二個個維度為折扣、節費和便利，其屬性

知其生產方式、用電結構、人員輪值情形等，進

包括可節省之基本電費、提出申請的便利性、按

行可節省電費金額的試算，如此方能達到事半功

達成比例給予優惠方式、臨時性減少用電提前通

倍並容易廣泛被大眾所採納的效果。

告時間、參加後提供可節省費用模擬試算的方便

其他諸如配合方案將會造成企業營運不便

性、臨時性減少用電之通知方式、臨時性減少用

的調查，未來針對不同的內容方案，可以透過迴

電之每次抑低時段限制、臨時性減少用電之每次

歸模型進行預測，瞭解哪些企業認為配合減少用

抑低時數限制、可節省之流動電費等。計畫性減

電措施有可能造成企業營運不便的，就擺在第二

少用電措施二(計減二)的用戶屬於這個維度。

波進行推廣。台電宜先推廣那些在此項調查上具

第三個個維度為注重形象、和避免損失，其

有低度認同，認為配合台電抑低用電方案不太會

屬性包括參加減少用電措施方案經常因少數時

造成企業營運不便的公司行號，這麼一來推廣的

間未達要求而全功盡棄、因為公司參加減少用電

成功機會也會較大。

措施方案，可以避免全台因斷電限電所造成的損

(二) AHP 問卷--實證結果與分析

失、參加台電之減少用電措施方案可以在企業節

本研究針對台電公司需求面管理相關領域

省成本目標上做出貢獻、參加台電之減少用電措

專家、業界需求面管理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一共

施方案可以展現公司綠能產業的形象，並對環保

發出 AHP 專家問卷 22 份，而有效回收率為

效益有所貢獻。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二(計減二)

91%。其中，有 12 份問卷係台電專家群組回卷，

的用戶也屬於這個維度。

有 10 份問卷係學者專家群組回卷。研究結果發

第四個維度為注重節省成本。計畫性減少用

103

台電工程月刊

第 797 期

104.1

電措施四(計減四)的用戶屬於這個維度。
第五個維度為避免風險，其屬性包括購買節
電設備會造成企業營運不便，以及參加減少用電
措施方案會使企業遭受處理緊急訂單的風險。沒
參加的用戶屬於這個維度。
用戶心目中的定位，來自台電公司是否採用
周詳的設計、提出各具特色的減少用電措施，和
經常就這些減少用電措施與目標跟用戶進行溝
通，傳遞減少用電措施定位常用的方法是宣傳(選
擇的媒體往往是用戶關注的資訊獲得通路)。
差異化就是在不同減少用電措施之間，並在
一個或兩個關鍵維度上建立看得見和看不見的
差別。台電公司需要開發和實施一系列方法，用
以確保這些差別在用戶心目中，有一個獨特而重

圖 12

減少用電措施管理月報統計系統

用戶參加減少用電措施之選用情況以下圖
13 之資料模型表達與紀錄。

要的位置。

(四) 問卷調查之分群分析(K-means)
為了進一步了解目前參與台電各需求面管
理方案用戶群的不同屬性，本研究針對用戶問卷
調查之結果，進行 K-means 分群分析。將資料分

3 群，得知群 1、群 2 多數認為屬性是重要的，
群 3 則多數認為屬性不重要。群 1 中參加計一方
案的用戶中，高達 94%是製造業；群二參加計四
方案用戶約有 60%是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碰
巧地，群 3 中參與計一與計四方案的多數用戶，

用戶選用、參與情況
DS_CUSTOMER 客 戶 基 本 資 料
METER_NO 電 號
AREA_NO 區 處 代 區
IND_CODE 行 業 別
USAGE_CODE 用 電 別
FEED_LINE 饋 線 別
TIME_CLASS 時 間 電 價
CUST_NAME 用 電 戶 名
CUST_ADDRESS 用 電 地 用
PHONE_NAME 聯 聯 人 聯 名
CUST_PHONE1 聯 聯 人 聯 話
CUST_PHONE2 聯 聯 人 手 機
CUST_FAX 聯 聯 人 傳 真
STOP_GROUP 停 電 組 別
PEAK_CON_CAP 經 常 契 約 容 量
HALF_PEAK_CAP 半 尖 峰 契 容
SATURDAY_HALF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容
OFF_PEAK_CAP 離 峰 契 容
HL 高 低 高
PS 備 備
IS_SCHOOL 是 否 為 學 校 機 關
SPEC_ID
EMG_SEQ 緊 急 序 號
DS_AID 新 增 人 員
DS_ADT 新 增 日 期
DS_UID 異 動 人 員
DS_UDT 異 動 日 期

依序也是製造業與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二、重新開發及建構減少用電措施月報統計系統
在重新開發與建構減少用電措施月報統計

CON_CAP_CHANGE 契容變更記錄
METER_NO電號
SND
SDATE 契容生效日
BEF_CON_CAP 變更前契容
CON_CAP 變更後契容
DS_AID 新增人員
DS_ADT新增日期
DS_UID 異動人員
DS_UDT 異動日期

系統方面，我們首先解析了舊系統的作業流程與
資料結構。在充分了解現行系統功能之後，亦請
圖 13

各區處實際操作該系統的同仁提供修訂建議，俾
供修改之參考。對於使用者提出的新需求，經由
與資訊處及業務處進行討論後，確認哪些增修需
求是可以或目前無法配合的，最後開發出減少用
電措施月報統計系統的資料模型，功能模型與用
戶介面雛型，並安裝於業務處供業務處費率組及
各區處同仁使用。新的月報統計的畫面如下圖
12(以用戶基本資料維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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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ar(15)
<pk>
CHAR(2)
CHAR(3)
CHAR(2)
CHAR(4)
NUMBER
NCHAR(100)
NCHAR(200)
NCHAR(20)
NCHAR(30)
NCHAR(30)
NCHAR(30)
CHAR(1)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CHAR(1)
NCHAR(200)
CHAR(1)
NCHAR(5)
NCHAR(5)
NCHAR(20)
DATE
NCHAR(20)
DATE

DS_SELECT選用明細
METER_NO 電號
SELECT_YEAR 年
MONTH1 一月選用
MONTH1_COND_LOAD 一月抑低
MONTH2 二月選用
MONTH2_COND_LOAD 二月抑低
MONTH3 三月選用
MONTH3_COND_LOAD 三月抑低
MONTH4 四月選用
MONTH4_COND_LOAD 四月抑低
MONTH5 五月選用
MONTH5_COND_LOAD 五月抑低
MONTH6 六月選用
MONTH6_COND_LOAD 六月抑低
MONTH7 七月選用
MONTH7_COND_LOAD 七月抑低
MONTH8 八月選用
MONTH8_COND_LOAD 八月抑低
MONTH9 九月選用
MONTH9_COND_LOAD 九月抑低
MONTH10 十月選用
MONTH10_COND_LOAD 十月抑低
MONTH11 十一月選用
MONTH11_COND_LOAD 十一月抑低
MONTH12 十二月選用
MONTH12_COND_LOAD 十二月抑低
DS_AID 新增人員
DS_ADT 新增日期
DS_UID 異動人員
DS_UDT 異動日期

nchar(15) <pk,fk>
SMALLINT <pk>
DATE
NUMBER
NUMBER
NCHAR(20)
DATE
NCHAR(20)
DATE

nchar(15) <pk,fk>
NUMBER
<pk>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CHAR(2)
NUMBER
NCHAR(20)
DATE
NCHAR(20)
DATE

各月選用--P1, P2, P3, P4計畫性
T1, T2, T3, T4臨時性
PK 三段式尖峰可變

RD_SELECTDATE 選用日期
METER_NO 電號
SELECT_YEAR 年
MONTH 月
DSM_PLAN 方案編號
DATE1 日期1
DATE2 計三第二天
DS_AID 新增人員
DS_ADT 新增日期
DS_UID 異動人員
DS_UDT 異動日期

nchar(15)
NUMBER
NUMBER
CHAR(2)
DATE
DATE
NCHAR(20)
DATE
NCHAR(20)
DATE

<pk,fk>
<pk,fk>
<pk>
<pk>
<pk>

用戶基本資料及選用資料模型

用戶選用後，參加月份之實際執行情況必須
加以記載。目前推行之計畫性方案(計畫性一~計
畫性四)、臨時性方案(臨時性一~臨時性四)，以
及尖峰時間可變之每月執行情況與實績資訊紀
錄的資料模型如下圖 14(以計劃性減少用電為
例)。

電力需求端管理技術探勘分析之研究

每月執行情況--計畫性
DSM_P1_D 計畫性一 (日 )
METER_NO 電號
D_YEAR 年
D_MONTH 月
COND_DATE 抑低日期
MAXLOAD 當日最高需量
SCORE 當日執行實績
DS_AID 新增人員
DS_ADT 新增日期
DS_UID 異動人員
DS_UDT 異動日期

nchar(15)
NUMBER
NUMBER
DATE
NUMBER
NUMBER
NCHAR(20)
DATE
NCHAR(20)
DATE

<pk,fk>
<pk,fk>
<pk,fk>
<pk>

DSM_P1_M 計畫性一 (月 )
METER_NO 電號
D_YEAR 年
D_MONTH 月
TIME_CLASS 時間電價代區
PEAK_CON_CAP 經常契約容量
HALF_PEAK_CAP 半尖峰契約容量
SATURDAY_HALF 週六半尖峰契容
OFF_PEAK_CAP 離峰契容
COND_LOAD 抑低契約容量
PEAK_MAXLOAD 當月經常用電最高需量
DISCOUNT_MONEY 當月折扣金額
DS_AID 新增人員
DS_ADT 新增日期
DS_UID 異動人員
DS_UDT 異動日期

<pk,fk>
nchar(15)
NUMBER
<pk>
NUMBER
<pk>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CHAR(20)
DATE
NCHAR(20)
DATE

四、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分析評估模型
在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分析評估模型方
面，本研究建立了效果分析評估的資料模型，作
為自動化系統的依據。在前面我們提出如何建立
電力需求端管理措施評估指標體系，其中有一些
量化的指標，可以由系統的資料庫自動計算出

DSM_P3_M 計畫性三 (月 )
METER_NO 電號
D_YEAR 年
D_MONTH 月
TIME_CLASS 時間電價代區
PEAK_CON_CAP 經常契約容量
HALF_PEAK_CAP 半尖峰契約容量
SATURDAY_HALF 週六半尖峰契容
OFF_PEAK_CAP 離峰契容
COND_LOAD 抑低契約容量
PEAK_MAXLOAD 當月經常用電最高需量
TIMES 超約次數
DISCOUNT_MONEY 當月折扣金額
DS_AID 新增人員
DS_ADT 新增日期
DS_UID 異動人員
DS_UDT 異動日期

<pk,fk>
nchar(15)
NUMBER
<pk>
NUMBER
<pk>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SMALLINT
NUMBER
NCHAR(20)
DATE
NCHAR(20)
DATE

DSM_P2 計畫性二
METER_NO 電號
D_YEAR 年
D_MONTH 月
PEAK_CON_CAP 經常契約容量
HALF_PEAK_CAP 半尖峰契約容量
SATURDAY_HALF 週六半尖峰契容
OFF_PEAK_CAP 離峰契容
COND_LOAD 抑低契約容量
HALF_PEAK_MAXLOAD 半尖峰最高需量
TIME_MAXLOAD 執行期間最高
DISCOUNT 當月折扣 % 數
SCORE 執行實績
DISCOUNT_MONEY 當月折扣金額
DS_AID 新增人員
DS_ADT 新增日期
DS_UID 異動人員
DS_UDT 異動日期

<pk,fk>
nchar(15)
NUMBER
<pk>
NUMBER
<pk>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SMALLINT
NUMBER
NUMBER
NCHAR(20)
DATE
NCHAR(20)
DATE

DSM_P3_D 計畫性三 (日 )
METER_NO 電號
D_YEAR 年
D_MONTH 月
COND_DATE 抑低日期
MAXLOAD 當日最高需量
SCORE 當日執行實績
DS_AID 新增人員
DS_ADT 新增日期
DS_UID 異動人員
DS_UDT 異動日期

nchar(15)
NUMBER
NUMBER
DATE
NUMBER
NUMBER
NCHAR(20)
DATE
NCHAR(20)
DATE

圖 14

<pk,fk>
<pk,fk>
<pk,fk>
<pk>

視，例如可避免電量(係指由於抑低用電方案，
電力系統和用戶所減少下來的用電量，並不是所
有的抑低用電方案都會使電力系統或用戶獲得
可避免電量)、可避免尖峰負載容量(係指由於抑
低用電方案，電力系統所減少的新增發輸配電容
量)、可避免電量邊際成本(指由於減少用電，電

DSM_P4 計畫性四
METER_NO 電號
D_YEAR 年
D_MONTH 月
PEAK_CON_CAP 經常契約容量
HALF_PEAK_CAP 半尖峰契約容量
SATURDAY_HALF 週六半尖峰契容
OFF_PEAK_CAP 離峰契容
COND_LOAD 抑低契約容量
HALF_PEAK_MAXLOAD 半尖峰最高需量
TIME_MAXLOAD 執行期間最高需量
SCORE 執行實績
DAYS 當月執行日數
TIMES 超約日數
DISCOUNT_MONEY 當月折扣金額
DS_AID 新增人員
DS_ADT 新增日期
DS_UID 異動人員
DS_UDT 異動日期

來，特別受到公司主管及負載管理負責人員的重

<pk,fk>
nchar(15)
NUMBER
<pk>
NUMBER
<pk>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SMALLINT
SMALLINT
NUMBER
NCHAR(20)
DATE
NCHAR(20)
DATE

用戶執行情況資料模型

力系統避免的新增電量成本。它是實施需求端管
理方案後可在供應方避免的成本；邊際成本是指
增加一個單位產量所增加的總成本)、可避免尖
峰負載容量邊際成本(指由於減少用電，電力系
統所避免新增的裝機容量成本)、企業節電成本
(指在減少用電期間內，企業所節省的電費)等。
雖然建議了理想的 DSM 管理資料模型，然目前

三、需求端管理措施效果分析評估指標

台電業務處在實務上僅針對可以掌握的資訊進

需求端管理效果評估指標體系包含了 DSM

行目標值的定義(目前定義的是年度內各月份、

實施過程的效果評估與 DSM 實施結果的效果評

各區處應達到的簽訂抑低總量)，並於日常可以

估，其中 DSM 實施過程的效果評估包含了 DSM

執行過程中蒐集到的資訊進行效果的分析。因此

前期工作評估，這主要是評估電力供需環境，估

本研究乃依據實際情況建立起現行月報統計資

計電力缺口，以及制定各項 DSM 措施實施的目

料效果分析評估資料模型。

標，DSM 效果評估主要是評估 DSM 措施實施的

未來構建理想之 DSM 管理資料模型，本研

成果，並與目標值做比較，以幫助未來制定更有

究建議如下圖 15。

效的 DSM 方案與目標。

五、需求端管理措施適合的潛在目標用戶

方案效果評估的主要內容包括目標評估、過
程評估、目標持續性評估以及方案成功與否評

本研究乃根據目前綜研所用戶服務資料倉

估。為了達到對 DSM 方案效果評估的目的，必

儲的資料內容，資料的內容進行需求端管理措施

須根據電力需求端實施方案的特點，確立一套適

用戶特性的資料探勘，藉以分析用戶的特性以及

用於需求端管理的、完整的評估體系。完整的

潛在目標用戶的尋找。

DSM 方案效果評估需包括對台電、用戶以及社會

經過訪談與分析，資料定位於 1.高高用戶主

效果的整合性評估。本研究從節能、抑低尖峰、

檔資料，2.低高用戶主檔資料，以及 3.AMI 需量

平衡負載三個方面建立需求端管理效果評估指

資料。

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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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指標及方案
的審查文件資訊

目標用戶搜尋在情境模擬上用到預處理後

DSM預警資訊2

的用電行為資料，即每個用戶的日需量資料及週
用戶DSM執行情
況統計資訊

DSM方案組成成
分資訊

DSM方案彙總資
訊

DSM方案基本資
訊

DSM方案調整申
請資訊

料匯整出)。本項資料預處理的原始表格為各個

DSM用戶基本資
訊

用戶DSM實施資
訊

DSM用戶群資訊

分群體(高耗能)
用戶DSM執行情
況統計

粒度為每 15 分鐘)，以及每週(顆粒度為每小時)
尚記錄推估值的筆數、推估值的需量值、異常值

調度負載資訊

DSM執行方案基
本資訊

DSM執行情況統
計資訊

臨停資訊

DSM預警資訊1

氣象資訊

DSM日報資訊

電力供需情況資
訊

圖 15

需量資料(月需量及年需量資料目前從此兩項資

理想的 DSM 管理資料模型

電號每 15 分鐘的需量資料，將其展平為每日(顆
的行為資料。預處理後之資料除日、週需量外，
的筆數，以及異常值的需量值總和等資訊。在週
需量的紀錄內，每一個時間點是以小時為單位，
故每一個時間點是由 4 個 15 分鐘的資料加總而
成。

在尋找潛在目標用戶時，我們利用分群法對

各不同用戶的用電需量各不相同，用電量差

用戶進行區隔，再利用同群組用戶的屬性或用電

異很大的兩個用戶，可能有一樣的用電行為(負

行為特性去尋找目標用戶。本研究應用資料探勘

載曲線相同)，故我們對需量資料另外進行比例

演算法進行模擬情境腳本運算。情境應用上利用

化(或稱標準化)的預處理。然後篩選不同區處的

到【尖離比】的概念，亦即多個範例利用尖離比

用戶，投入 K-means 演算的分群變數為比例化(標

值來對用戶進行分類或篩選，例如有效辨識出需

準化)之後的日需量用電資料(需選定某日用電資

要優先鼓勵調整用電行為的用戶，或篩選出投入

料)，並指定分為 3 群。針對尖離比較大的那群

演算法計算的母體資料。以尖峰、離峰用電的比

用戶，觀察統計其所簽訂之不同的契約容量分佈

率首先篩選出用電行為較為相似的用戶分類，如

情況。另亦可觀察某個分群群組之尖離比分佈情

行為分類有以下幾種趨勢：

形。當找到我們想挖掘的用戶群組後，可再根據

 尖離比越高表示用電越集中在尖峰時段。

此群組具有的某些特性(如行業別、目前簽訂之

 尖離比越低表示用電越分散在離峰時段。

經常契約容量、用電的尖離比行為等)，進行潛

 比值較高者為優先客戶。

在相同特性用戶的探勘。

尖離比的定義如下(因週日全時段皆屬離
峰，故週日不進行尖離比計算)。

六、多維度超市與自動化程序
(一) 資料源之自動化處理

平日(週一~週五)：尖離比 =

本研究所需的用戶屬性資料以及用戶 AMI
資料來源為資訊處與業務處，目前進行資料接收
的方式與時點如下：
1. AMI 資料接收時間

一週：

尖離比 =

用戶 AMI 資料是採每日接收方式作業。一
個月後將針對一整個月的 AMI 資料進行檢視與
補正，如下圖 16(以 3 月為例)。
2. AMI 資料檔介接(每日)

然因週六及週日沒有尖峰時段，故無法計算
日尖離比，但將影響週尖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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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上午 9 點前，台中區處自動化課將前日
用戶 AMI 資料檔上傳綜研所指定之 FTP 伺服

電力需求端管理技術探勘分析之研究
3/1 ………………………………… 3/31 4/5

●每日AMI匯入

圖 16

●每個月第一個週六NBS匯入

●補正
●預處理

AMI 資料接收與補正時程

器。用戶服務資料倉儲系統即進行檔案解讀與載
入程序，將前一日用戶之 AMI 資料載入尚未補
正之 dwm04 表格，並記錄匯入之記錄情況，見
圖 19

圖 17、18。

每月接收自 NBS 的用戶主檔資料

4. AMI 資料補正(每月)
台中區處
自動化課

綜研所
每日(上午9點前)上傳
需量資料(XML格式)

AMI

FTP SERVER

(10.52.14.68)
G:\FtpUpload\LocalUser\Feeder

交換資料萃取、轉置
1. XML資料解析匯入
2. AMI缺漏值補正

用戶服務資
料倉儲系統

一整個月的 AMI 資料接收完畢後，用戶服
務資料倉儲系統將進行 AMI 缺漏資料的補正作
業。補正程序主要是從尚未正式進入用戶服務資
料倉儲系統的 dwm04 表格 AMI 資料經由補正作
業後，載入正式的 AMI 表格，見圖 20、21。

每月AMI資料補正
圖 17

AMI 接收方式

每日AMI交換檔匯入

dwm04
AMI 售電負載資料

AMI資料缺漏用戶

AMI_EXG
AMI資料匯入總紀錄

dwm04

dwl01

AMI_EXG

TAIPOWER

圖 18

AMI 售電負載資料
(補正後)

dwl03

XML交換檔

AMI 售電負載資料

dwm00

AMI 載入之資料庫位置

圖 20

TAIPOWER

每月 AMI 缺漏值補正作業

5. 預處理(日)
除了將 AMI 資料補正完畢外，為了可以方
便根據用戶用電行為進行用戶的分群、分類作
業，用戶服務資料倉儲系統尚需定期進行 AMI

3. NBS 資料檔介接(每月)
每月第一個週六 NBS 將開完票的上個月用

用電行為的預處理作業。以下以每日用電行為之
預處理為例進行說明，見圖 22。

戶主檔資料(屬性資料，含開票資訊)亦採 FTP 上

用戶服務資料倉儲系統每月進行每日用電

傳的方式至綜研所指定之 FTP 伺服器。用戶服務

行為預處理時，是從補正後的 dwm00 表格將行

資料倉儲系統亦定期進行 Dump 檔案解讀與載入

為資料寫入 dymd01 以及 dymd02 表格。dymd02

程序，見圖 19。

存放的是比例化之後的行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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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每月執行實績事實資料表

DIM_DATA 維度資料
D_YEAR 年度維度
D_MONTH 月份維度
AREA_NO 區處維度
IND_CODE 行業別維度
USERS 戶數
COND_LOAD 申請抑低容量
REAL_COND_LOAD 實際抑低容量
GRADE 實績

NUMBER
NUMBER
NUMBER
CHAR(2)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圖 23

<pk,fk>
<pk,fk>
<pk>
<pk>

METER_NO 電號
D_YEAR 執行年
D_MONTH 執行月
AREA_NO 區處代碼
IND_CODE 行業別大類
TYPE 特高壓高壓低壓
DSM 該月參與方案
DISCOUNT 基本電費折扣金額
PEAK_CON_CAP 經常契約容量
COND_LOAD 申請抑低容量
REAL_COND_LOAD 實際抑低容量
GRADE 系統計算實績
NBS_DISCOUNT NBS基本電費折扣

nchar(15) <pk,fk>
NUMBER
<pk>
NUMBER
<pk>
CHAR(2)
CHAR(3)
CHAR(1)
CHAR(2)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NUMBER

維度及事實資料表

七、DSM 方案模擬試算
圖 24 是新建立的月報資料統計系統在減少
用電措施維度表自動處理程序方面的介面，在用
戶參加減少用電措施方案後，各種維度(年度、
圖 21

資料補正邏輯

預處理-日

月份、區處、行業別)的統計資料，如何由系統
自動擷取與統計。在管理者收到各區處的執行情
形表後，由管理者按下『報表彙總』按鍵後，就
啟動系統自動彙整。

dymd01
預處理-日

dwm00
AMI 售電負載資料
(補正後)

dymd02
預處理-日(比例化)

TAIPOWER
圖 22

AMI 資料預處理程序(每日 AMI)

每月輸入鎖定後，按下
“報表彙總”啟動超市資
料彙整程序

(二)DSM 方案月報統計系統之資料維度
在需求端管理措施的維度設計方面，跟實際
運行的資料來源、觀察角度、事實資料等息息相

圖 24

減少用電措施月報資料統計系統
超市自動化作業程序

關。故本研究案在維度的設計及超市的實踐上，
將從目前業務處所設定的目標值(區處、年度、月

在 DSM 的模擬與評估方面是根據台電目前

份下的總抑低量)，以及從日常執行的情況來分

各減少用電措施方案的設計，來模擬不同群組用

析，可以認列出的幾個維度有年度、月份、區處、

戶，若參與推出的方案，在各不同方案的條件

方案、行業別，觀察到事實資料則為申請抑低容

下，可貢獻的抑低需量，以及將減免的基本電費

量、實際抑低容量，以及抑低實績。維度超市將

費用兩造的量化數字。

採自動化作業的方式，定期彙整，勿需使用者自
行統計與計算。
本研究建置之「月報統計資訊系統」維度及
事實資料表，見圖 23。

本功能僅模擬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因臨時
性減少用電措施是以"天"來計算減免金額，並每
一臨時性方案須設定的變數不太一致，故僅模擬
及試算"計畫性"之減少用電措施方案(各方案以
要求之最低抑低門檻標準來推算)，見圖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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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方屬適用。同樣地，某些社會服務業如學校
用戶，可能因放暑假用電較少，而搭上計(四)的
便車，係因配合放假而非配和抑低用電負載，亦
未必有利於台電系統。建議未來台電可以加強蒐
篩選欲模
擬的用戶
群組

點選欲試算
的 方 案 (可 複
選)

DSM 方 案
模擬功能

點選"試
算"按鍵

集用戶的屬性如生產製程狀況、生產作業時間、
生產設備狀況、生產設備維修狀況、主要耗能設
備、生產移轉狀況等等，待此等資訊累積豐富之

圖 25

群組篩選

後，即可從此類屬性進行更進一步的用戶分群與
分類，再對屬性相似的用戶進行目標潛在用戶對
像的挖掘。二、針對四項計劃性減少用電措施，
宜逐步降低優惠折扣或取消其優惠方案。三、宜
先行取消計劃性(二)於非夏月期間給予用戶基本
電費之優惠，或計劃性(一)與計畫劃性(二)整
併。四、配合 AMI 建置完成，臨時性減少用電

點選可檢視
各方案下參
與用戶的明
細資料

圖 26

符合篩選
條件的總
用戶數

全年基本
電費的總
扣減金額

措施(四)可降低選用門檻，並提高優惠條件，藉
所有用戶
的總抑低
量

群組各方案試算結果

此吸引更多用戶參與，以增加實際抑低容量，再
配合電力調度，達到抑低尖峰負載之成效。五、
在電價不能合理反映供電成本之情況下，尤其離
峰時 段 電價 費率 偏 低且 離峰 仍 有燃 氣機 組發
電，配合特高高與高高 AMI 系統建置完成，推

肆、建議

出不同於原措施的需量反應措施，結合基本電費
扣減及流動電費扣減，並以發電燃料成本與電價

依據台電另一研究計畫：”需量反應措施效

費率之間的差異作為誘因，提高用戶投資節能設

益分析與策略探討”之結果，可知需量反應措施

備不止抑低尖峰負載，同時也減少離峰之用電。

可改變負載型態，延緩新電源投資之容量成本，

目前，業務處研擬出之減少用電措施未來

並可提高機組運轉效率與減少高燃料成本機組
發電以降低能量成本。在現有電源結構與電價費
率下，取消計劃性減少用電措施對台電公司是有
利的(惟新建電廠如未如期完工時，恐造成系統備
用容量低於 15%)。而對於現行減少用電措施建
議：一、計一方案適合推薦給未參與優惠方案的
製造業用戶，計四方案可推薦給未參與優惠方案
的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用戶。不過此種分類必
須進一步搭配產業用戶的特質，方可下定論。例
如：產品附加價值高且製程不可中斷的電子業，

修正方向如表 4。
表4

減少用電措施未來修正方向

原因
抑低尖載潛量已趨飽和
公司財務結挶

未來修正方向
調降適用對象門檻
縮短計劃性措施執行月
份並調整基本電費扣減
標準
方案種類過多
整併減少用電措施
臨四(原需量反應、計畫) 提高電費扣減標準
推動成效未如預期
電費優惠績效評估方式有 修正電費優惠績效評估
重新檢討必要
方式

其缺電成本相對較高，即不一定適用於計(一)，
除非該廠商可以在白天 10 點至下午 5 點減少某

以上是目前台電在減少用電措施整體政策

一生產線的產量，而不影響其產品品質與接單交

上的思考方向，本研究建議在此政策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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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配合上列研究過程中的各項發現與成果，期

伍、參考文獻

望未來能推出更好的減少用電優惠方案，並可以
導出更好的實施效果，針對本研究結果，我們提
出以下幾點對未來的建議：
一、不同行業別用戶、不同用戶作業情況及營運
情況，有不同的用電考量，所以對於減少用
電措施之實施，必須針對用戶特性，要有靈
活的調整方案，方可提高採用意願。
二、若要能精確的進行資料探勘，需要有更為詳
細及準確的用戶屬性(特性)資料，目前台電
的用戶資料大都時間久遠，並且缺乏得以據
以評估及探勘潛在用戶的屬性資料。因此建
議進行一個高高/特高高用戶普查，來更新、
增加及豐富用戶屬性(特性)資料，如此才可
能用這些資料精確的進行市場區隔，能夠有
針對性的推廣減少用電措施。
三、建議建立一個高高/特高高用戶雲端平台，讓
用戶可以隨時動態地更新自己的屬性資
料，並提供其自行模擬負載移轉，以及參與
不同減少用電措施方案後的電費試算，增加
其採用的誘因。
四、目前參加減少用電措施方案的用戶多為參加
多年的老用戶，公司缺乏其參加前的用電負
載資料，故無法進行參加前、參加後的行為
變化分析，再加上缺少豐富的用戶屬性資
料，因此目前成果有限。未來若推出新的方
案，參加用戶則皆為該方案的新用戶，AMI
資料目前亦已具備，若再加上更為豐富的用
戶屬性資料後，定可提升預測的精準度。
五、在減少用電措施方案效果評估方面，目前缺
乏前端工作的目標值設定與過程評估資
訊，如發電端的資料、組織管理、保證措施、
資金情況等方面的評估資料。降低了全面效
果分析的廣度與力度，建議未來可加強多方
面目標的設定與串聯，以充實效果評估的豐
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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