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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排查套用居民合表电价

工商业电力用户的方法，其属于电力大数据应用

技术领域，基于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户与

工商业电力用户用电规律的不同，准确地识别出

套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力用户，不但使供

电公司避免了经济损失，还维持了电力市场秩

序；本发明仅对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中的数据进行

分析，无需额外设备投资；整个分析过程无需人

工干预，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同时还提高了

排查结果的准确性；充分利用了执行居民合表电

价的电力用户与工商业用户的用电规律，建立的

算法简单、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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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排查套用居民合表电价工商业电力用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选定统计范围；

步骤2、计算统计范围内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步骤3、根据电力用户档案，筛选出统计范围内所有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户；

步骤4、从步骤3的筛选结果中选取一户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户，计算该执行居

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并判断其是否满足如下公式(1)：

其中，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为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如果满足是，则进入步骤5；如果不满足，则进入步骤8；

步骤5、计算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以及空调

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计算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居民用电低谷期的月用电

量集合EL，校验是否存在 使得如下公式(4)成立：

其中，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空调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居民用电低谷期某一个月的用电量；

如果满足是，则进入步骤6；如果不满足，则进入步骤8；

步骤6、校验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用户名，查看其是否包括“学校”、“楼道照

明”、“水井”、“电取暖”字样，如果包括，则进入步骤8；如果不包括，则进入步骤7；

步骤7、判定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为疑似套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力用

户，执行步骤9；

步骤8、判定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为正常的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执行步骤

9；

步骤9、判断是否已经完成对步骤3筛选结果中所有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排

查；如果是，则结束流程；如果否，则返回继续执行步骤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排查套用居民合表电价工商业电力用户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4中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其中，E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一年内第i个月的用电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排查套用居民合表电价工商业电力用户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4中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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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ji为统计范围内第j个普通居民电力用户在一年内第i个月的用电量，N为统计范

围内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总数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排查套用居民合表电价工商业电力用户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5中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取暖负荷高峰期的

月均用电量

其中，Ew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第i个取暖负荷高峰期月份的用电量，nw为

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份数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排查套用居民合表电价工商业电力用户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5中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空调负荷高峰期的

月均用电量

其中，Es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第i个空调负荷高峰期月份的用电量，ns为

空调负荷高峰期的月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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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排查套用居民合表电价工商业电力用户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排查套用居民合表电价工商业电力用户的方法，其属于电力大数

据应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居民合表电价不同于阶梯电价，当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户用电量较大时，

其执行电价仍然较低。有部分工商业电力用户为谋取利益，会套用居民合表用户的电价，这

不但给供电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还干扰了电力市场秩序。由于电力用户的数量庞大，且这

种行为的隐蔽性较高，因此利用传统人工排查的方式，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了一种准确高效的排查套用居民合表电价工

商业电力用户的方法，能够准确地识别出套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力用户。本发明的

技术方案采用如下步骤：

[0004] 步骤1、选定统计范围；

[0005] 步骤2、计算统计范围内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0006] 步骤3、根据电力用户档案，筛选出统计范围内所有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

户；

[0007] 步骤4、从步骤3的筛选结果中选取一户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户，计算该执

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并判断其是否满足如下公式(1)：

[0008]

[0009] 其中，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0010] 为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0011] 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4中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0012]

[0013]

[0014] 其中，E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一年内第i个月的用电量。

[0015] 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4中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0016]

[0017] 其中，Eji为统计范围内第j个普通居民电力用户在一年内第i个月的用电量，N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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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范围内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总数目。

[0018] 如果满足是，则进入步骤5；如果不满足，则进入步骤8；

[0019] 步骤5、计算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以及

空调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计算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居民用电低谷期的月

用电量集合EL，校验是否存在El∈EL，使得如下公式(4)成立：

[0020]

[0021] 其中，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

[0022]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空调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

[0023] El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居民用电低谷期某一个月的用电量；如果满

足是，则进入步骤6；如果不满足，则进入步骤8；

[0024] 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5中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取暖负荷高峰期

的月均用电量

[0025]

[0026] 其中，Ew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第i个取暖负荷高峰期月份的用电量，

nw为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份数量。

[0027] 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5中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空调负荷高峰期

的月均用电量

[0028]

[0029] 其中，Es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第i个空调负荷高峰期月份的用电量，

ns为空调负荷高峰期的月份数量。

[0030] 步骤6、校验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用户名，查看其是否包括“学校”、“楼

道照明”、“水井”、“电取暖”字样，如果包括，则进入步骤8；如果不包括，则进入步骤7；

[0031] 步骤7、判定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为疑似套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

力用户，执行步骤9；

[0032] 步骤8、判定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为正常的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执行

步骤9；

[0033] 步骤9、判断是否已经完成对步骤3筛选结果中所有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

排查；如果是，则结束流程；如果否，则返回继续执行步骤4。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5] 本发明基于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户与工商业电力用户用电规律的不同，提

出了一种套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力用户排查方法，该方法可以较为准确地识别出套

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力用户，不但使供电公司避免了经济损失，还维持了电力市场

秩序。

[0036] 本发明仅对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分析，无需额外设备投资。

[0037] 本发明整个分析过程无需人工干预，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同时还提高了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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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准确性。

[0038] 本发明充分利用了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户与工商业用户的用电规律，建立

的算法简单、实用。

[0039] 由于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全采集，因此本发明具有极强的可推

广性。

附图说明

[0040] 本发明的上述和/或附加的方面和优点从结合下面附图对实施例的描述中将变得

明显和容易理解，其中：

[0041] 图1为本发明的工作流程图。

[0042] 图2为实施例中疑似套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力用户年用电量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详细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

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结合。

[0044]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还可

以采用其他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他方式来实施，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受下面公开

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45]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涉及一种排查套用居民合表电价工商业电力用户的方法，具

体实施步骤如下：

[0046] 步骤1、选定统计范围；

[0047] 步骤2、计算统计范围内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0048] 步骤3、根据电力用户档案，筛选出统计范围内所有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

户；

[0049] 步骤4、从步骤3的筛选结果中选取一户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户，计算该执

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并判断其是否满足如下公式(1)：

[0050]

[0051] 其中，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0052] 为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0053] 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4中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0054]

[0055]

[0056] 其中，E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一年内第i个月的用电量。

[0057] 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4中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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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其中，Eji为统计范围内第j个普通居民电力用户在一年内第i个月的用电量，N为统

计范围内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总数目。

[0060] 如果满足是，则进入步骤5；如果不满足，则进入步骤8；

[0061] 步骤5、计算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以及

空调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计算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居民用电低谷期的月

用电量集合EL，校验是否存在El∈EL，使得如下公式(4)成立：

[0062]

[0063] 其中，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

[0064]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空调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

[0065] El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居民用电低谷期某一个月的用电量；如果满

足是，则进入步骤6；如果不满足，则进入步骤8；

[0066] 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5中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在取暖负荷高峰

期的月均用电量

[0067]

[0068] 其中，Ew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第i个取暖负荷高峰期月份的用电量，

nw为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份数量。

[0069] 利用如下方法计算所述步骤5中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空调负荷高峰期

的月均用电量

[0070]

[0071] 其中，Es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第i个空调负荷高峰期月份的用电量，

ns为空调负荷高峰期的月份数量。

[0072] 步骤6、校验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用户名，查看其是否包括“学校”、“楼

道照明”、“水井”、“电取暖”字样，如果包括，则进入步骤8；如果不包括，则进入步骤7；

[0073] 步骤7、判定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为疑似套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

力用户，执行步骤9；

[0074] 步骤8、判定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为正常的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执行

步骤9；

[0075] 步骤9、判断是否已经完成对步骤3筛选结果中所有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

排查；如果是，则结束流程；如果否，则返回继续执行步骤4。

[0076] 本实施例的基本工作原理如下：

[0077] 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户一般具备以下特征：

[0078] (1)用电量一般低于工商业电力用户的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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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2)取暖负荷高峰期或空调负荷高峰期的用电量显著高于居民用电低谷期的用电

量；

[0080] (3)用户名中包括“学校”、“楼道照明”、“水井”、“电取暖”、“电梯”等字样。基于上

述特征，本实施例采用如下判断条件：

[0081] (1)月均用电量大于普通居民电力用户月均用电量的20倍；

[0082] (2)居民用电低谷期的用电量也较大，且取暖负荷高峰期或空调负荷高峰期的用

电量与居民用电低谷期的用电量相比，升高不明显；

[0083] (3)用户名中不包括“学校”、“楼道照明”、“水井”、“电取暖”等字样。

[0084] 在所有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力用户中，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则判定为套用居

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力用户。

[0085] 其中，条件(1)用公式(1)来表征：

[0086]

[0087] 式中，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其可按公式(2)计算得

出； 为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月均用电量，其可按公式(3)计算得出。

[0088]

[0089] 式中，E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一年内第i个月的用电量。

[0090]

[0091] 式中，Eji为统计范围内第j个普通居民电力用户在一年内第i个月的用电量，N为统

计范围内普通居民电力用户的总数目。

[0092] 条件(2)中，居民用电低谷期指春秋两季居民用电量较低的时期。假设EL为该执行

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居民用电低谷期的月用电量集合，若存在El∈EL，使得(4)式成立，

则说明其在居民用电低谷期的用电量也较大，且其在取暖负荷高峰期或空调负荷高峰期的

用电量与其在居民用电低谷期的用电量相比，升高不明显。

[0093]

[0094] 式中，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其可

按公式(5)计算得出； 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空调负荷高峰期的月均用电量，

其可按公式(6)计算得出。

[0095]

[0096] 式中，Ew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第i个取暖负荷高峰期月份的用电量,

nw为取暖负荷高峰期的月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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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0098] 式中，Esi为该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力用户在第i个空调负荷高峰期月份的用电量，

ns为空调负荷高峰期的月份数量。

[0099] 根据本实施例的方法，对河北某县供电公司区域内的所有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电

力用户在2017年的用电量进行了分析。取暖负荷高峰期按1月份、2月份、12月份进行统计，

空调负荷高峰期按7月份、8月份进行统计，居民用电低谷期按4月份、5月份、9月份以及10月

份进行统计。

[0100] 经计算分析，排查出了3户疑似套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力用户，其月均用电

量如表1所示：

[0101] 表1疑似套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力用户月均用电量

[0102] 用户名称 月均用电量(kWh)

马*飞 5423.97

薛*阳 4368.21

张*光 7954.46

普通居民用户月均用电量 174.51

[0103] 上述3户的年用电量曲线如图2所示。

[0104] 由图2可知，上述3户在居民用电低谷期的用电量也较大，且其在取暖负荷高峰期

或空调负荷高峰期的用电量升高不明显。

[0105] 经现场核实，3户均为套用居民合表电价的工商业电力用户。

[0106]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说明了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本发明中的步骤可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顺序调整、合并和删减。

[0107] 尽管参考附图详地公开了本发明，但应理解的是，这些描述仅仅是示例性的，并非

用来限制本发明的应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由附加权利要求限定，并可包括在不脱离本发

明保护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针对发明所作的各种变型、改型及等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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