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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向量機分類器於商業型用戶違章用電之應用
The Application of Support Vector Machine Classifier to
Commercial Customer Electricity T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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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緒論

本 論 文 提 出 一 種 支 撐 向 量 機 （ Support Vector

用戶違章用電（竊電）多年來一直存在於配電系

Machine，SVM）網路之模型辨識技術，藉由用戶合理

統，台電各區營業處亦針對各種可能之竊電方式分析，

用電模型之建立與比對，進行商業型用戶違章用電之分

並試圖開發零序電流檢知自動發報器、安裝 KV 表等方

類。首先，本文收集台灣代表性之商業型用戶用電歷史

式解決問題，但因現場易受破壞及無實際之長期違章用

資料，推導其夏月與非夏月之合理用電模型，再者應用

電資訊佐證，外加現場執行任務之困難度與危險性，致

支撐向量機網路模型，針對商業型用戶違章用電行為與

使用戶違章用電問題迄今仍無法獲得有效解決。

特性，建立商業型用戶之違章用電分類器，針對各類型

本論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應用台電最適契約容量資

用戶進行資料分類與辨識，推求用戶違章用電之模式，

料庫及商業用戶週期每月用電資料模型辨識技巧，建

並找出有違章用電可能之用戶及其違章用電之度數。

立以 SVM 為基礎之違章用電分析系統，藉由台電最適
契約容量資料庫裡的每月用電資料為基礎建立並統計

關鍵字: 商業型用戶違章用電模式、模式辨識技

於合理用電模型曲線來進行比較，應用模型辨試技巧

術、支撐向量機
Abstract

找出有可疑性之用電用戶。而台電最適契約容量資料

This thesis propos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based

庫備有從 2007 年至今的歷史每月用電資料，資料充足

pattern recognition technique to classify commercial

以作為往後執行取締或求償之依據，並有效嚇阻違章

customer electricity theft by establishing and comparing

用電之行為。

with the various rational load patterns. First, in this thesis,

II.用戶用電分析

Taiwan commercial customers’ historical electricity data is

用戶分類及統計

collected to derive the summer and non-summer

本論文之研究用戶篩選是選擇用電量甚大之服務業

reasonable power consumption model. Moreover, the

部門，依經濟部能源委員會2009年能源統計[1]，台灣

SVM network model is employed to train the selected

地區總電力消費量229067.6百萬度電，尖峰負載

commercial customer data set to establish the commercial

33858000kW，而服務業部門電力消費量45057.6百萬

customer electricity theft classifier and then the electricity

度，約佔總電力消費量之19.67%，由此可得知其耗電量

theft electricity KWH can be derived by analyzing and

之大。

recognizing historical data in database.

一般俗稱的零售通路，大概區分為：便利商店、

Key words: Commercial customer electricity theft model,

超級市場及量販店。然而根據全台灣各區處綜合商品零

Pattern recognition techniqu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售業的不同而分別取得一些合理用電模型，從最適契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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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量資料庫得知綜合商品零售業之連鎖便利商店、量販

用電度數進行比對與估算，來做為本論文之合理用電曲

店及超級市場在全台灣各區處裡佔用之商業用電的百

線，至於超級市場，以探討排名之龍頭超級市場其該市

分比都相當高，由此可知這些業別如進行竊電行為，其

場跟台電訂定契約容量通常大約為 90kW 並以實地訪

用電度數是相當可觀的。

查略估計算其合理負載之模型來取樣比對。表 1 說明了

1. 台灣地區量販店店家數分布：

量販店負載組成及各個負載啟閉用電時間。
表 1 量販店負載組成及各個負載啟閉用電時間

由圖 1 顯示在量販業由法商家樂福與統一集

量販店用電

團所成立之家樂福量販店為排名為第一，佔全部
量販業者百分比為 42%，其總店家數為 63 家，其
次為潤泰集團所成立之大潤發量販，總店家數以

坪數

7156 坪

種類

量販店

耗能

空調設備

550 kW

冷凍、冷藏設備

208 kW

團投資經營之愛買吉安量販店其店家數為 17 家

照明設備

354 kW

排名為第四，其他則是少數量販業全部加總大約

其他設備

147 kW

24 家排名為第二，特力集團及翠豐集團所成立 B
＆Q 特力屋其店家數為 22 家排名第三，由遠東集

負載組成

為 14 家。

空調設備 9：00～22：00
用電時間
其他量販, 14, 10%
家樂福

愛買, 17, 12%
家樂福, 63, 42%

照明設備 9：00～22：00
其他設備 9：00～22：00
冷凍、冷藏設備為 24 小時用電

大潤發
台糖

用戶違章用電類型之分析

特力屋
愛買

特力屋, 22, 15%
台糖, 7, 5%

其他量販

所謂違章用電是指改裝、破壞電表和使電表計度變

大潤發, 24, 16%

慢，以降低電費[3,4,5]。為了防止此類事件發生，除了
透過民眾檢舉或電力公司稽查人員巡視查獲外，也可以
圖 1 台灣國內連鎖量販店數之分佈圖

透過觀察用戶之用電量是否出現異常變化的可疑用電

用戶行業類別及負載特性分析

資料中去深入追查。國內違章用電類型大致上可以分為

一般各量販店規模頗大，平均賣場面積 15,462m2、
約 5,000 坪，若加上停車位則為 25,875m2、約 8,000 坪，
空調、照明用電設備幾乎每天運轉約 13 小時，其中冷

以下幾種方法：
方法一：加裝迴路。經過用戶改造電表將接線繞表外以
後，電流就會繞越電表，直接進去屋內，不必

凍冷藏用電設備幾乎全天運轉，由於空間廣大須以較長

經過電表加以計算度數。

的風管送風到賣場之各部位，其耗能也是相當可觀的，
而大多數量販店用電需量為超過 1,000 kW 之能源大用

方法二：回撥度數。有些用戶會把電表上的鉛封破壞掉
，然後將電表打開，電表上面計算度數的數字

戶。 [2]

就可以隨用戶撥動。

用戶負載組成與負載用電分析

方法三：遙控啟動。有些用戶會在電表內加裝遙控裝置

本論文針對全台灣各區處之用電密度最高的零售

，控制電表運轉，只要遙控一啟動，電表就停

業來做分析，所以選擇了連鎖便利商店、量販店、超級

止不動。

市場三種零售通路來做為分析，而一般連鎖便利商店跟

方法四：更換內部齒輪(以機械式電表為主)。有些用戶

台電訂定契約容量通常大約是 30kW，而由於量販店大

會打開電表，直接更換電表內部零件，改為裝

小不同所以其負載量也相差甚大，根據查證其跟台電簽

設偽造品，如劣質齒輪。

約之契約容量約為 800kW～2200kW，範圍差距大，所

方法五：使用強力磁鐵。還有些用戶會利用強力磁鐵的

以本論文取以知經濟部統計之 6 家之平均契約為

吸力，將電表的轉盤吸住或是減慢其速度，影

1,221kW 當為參考負載組成模型在與測得 10 家量販店

響電表計量之速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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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六：使用並聯電容器。適當的並聯電容器能減低線
路阻抗並能改善功率因數，但是當電容器過度
補償，反而會造成更差的功率因數。

III.支撐向量機理論
SVM是由Vapnik等人根據統計學理論中的結構風
險最小化(structural risk minimization，SRM)原理所發展
出來的理論[6]。SVM的基礎主要是在討論二元分類問
題，在高維度特徵空間中尋找一個超平面作為二類的分
圖 3 支撐向量機分類器架構

割(如圖2所示)，以保證最小的分類錯誤率[7]。從幾何
上說，支撐向量機就是要在 n 維空間中尋找最佳決策

yi (w ⋅ xi + b ) ≥ 1

面，該決策面能將正例和反例作最好的區分，並使正例

i = 1,2,..., l

(1)

和反例之間的分類間隔為最大。
要使分類間隔最大化，就是使 2/∥w∥最大。因此建構
最佳分類超平面的問題可轉化為在滿足上式條件下最
小化的問題。

Φ (w, b ) =

ξ ≥ 0, i = 1, 2, K , l

1
w⋅ w
2
(2)

另外，考慮到可能存在一些樣本不能被超平面正確分
類，因此引入正值的鬆弛變量（Slack variable）

(3)

圖2 線性可分之分類超平面
SVM 針對一般在低維度空間線性可分類之問題，

因此建構廣義最佳分類超平面問題轉化為在

yi (w ⋅ xi + b ) ≥ 1 − ξ i

皆能將不同類型之樣本分離，若是遇上非線性不可分類
之問題時，SVM 則可以經由非線性映射轉化(Feature

i = 1,2,..., l ,...

(4)

得到最小化函數

Mapping：Φ：x→φ(x))為某個高維度特徵空間的線性問
題，而在高維度特徵空間中會對應到低維度輸入空間的

Φ(w, b ) =

一個曲面上，再利用核函數(Kernel Function)將不可分

l
1
w ⋅ w + C ∑ ξi
2
i =1

(5)

類的問題轉變為線性可分類的問題，並在變換空間中尋

上式中第二項為經驗（風險）誤差，C 為正值懲罰常數

找最佳的分類面。

（Regularized constant），C 越大，對錯誤的懲罰越重。

從圖 3 可簡述線性分類的概念，當有一群的資料可以利

其中第 1 項是樣本到超平面的距離要盡量大，從而提高

用直線將資料區分成兩類，此直線的方程式為

泛化能力；第 2 項要使誤差盡量小。

(w ⋅ x ) + b = 0 ，而 Support Vector

在直線的左邊為一

IV.建構用戶違章用電分類系統
理論上用戶的合理用電曲線需要根據相同用戶的

群，在右邊的為一群，依分類公式決定。可將上述不等

用電曲線之歷史資料，經由嚴謹的統計與推估技術堆導

式的規範形式合併為如下緊湊型式

出來。本論文之資料庫備有完整的三年的月用電資料，
故歷史資料完善，然後再透過訪察及實地探勘，將對不
同種類商家用戶的各項用電設備與用電時程列出，然後
合成出各種商業之合理負載曲線，其合理負載曲線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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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圖如圖 4 所示。

理量販店在夏月與非夏月月用電量及量販店一年的總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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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量販店合理之負載曲線比較圖
表 2 量販店夏月與非夏月月用電及一整年之用電量
圖 4 合理負載模型建立流程
根據圖 4 推估便利商店、量販店、超級市場日負

量販店

載合理模型，並同時求解該用戶於某日之總用電量，其

559,650

數學模式為
c1

R (t ) = (∑
n =0

∑ P ⋅ T ⋅ m)
n

(6)

商家可能甚至已經沒有經營，或者進行整修。所以本論
(7)

文之竊電用戶篩選必須經過兩階段的 SVM 分類器作為

t =1

分類，第一階段先把上述之商店篩選剔除，然後再將第

其中 R(t)：單日區間小時合理用電度數(kWH)

一階段已篩選過後，留下之用戶在進行第二階分類篩選

K：單日合理用電度數(kWH)

出合理用電與不合理用電，預先定義出+1 值為合理用

P：單一負載消耗之實功率(kW)

電曲線，-1 值為不正常用電曲線。圖 6 說明瞭整個 SVM

n：用戶之負載種類

兩階段篩選過程。第一階段篩選是將商店用電週期合理

m：用戶單一負載之數量

用電度數的 20%以下篩選過濾出來，因這些或許已經沒

T：用電時間(T = 1,2,3,…,24)

沒有營業或整修中，只剩一些少許設備用電，此列為第

t：時間常數

一階段合理戶數，接下來第二階段，將第一階段所篩選

c1、c2：常數值
1.

5,995,800

免台電稽查人員發現當月與歷史月用電量差太多，有些

24

K = ∑ R(t )

469,650

整年總用
電度數

一般竊電商店在竊電之習性不會完全竊電，因為避

c2

m=0

夏月月用 非夏月月
電度數
用電度數

出來的不合理資料再進行一次的資料辨識，將用戶用電

量販店合理日負載曲線

週期合理用電度數的 80%以上篩選出來，此為合理用電

量販店目前主要營業項目為各類家電、家庭民生產

戶數，剩下來的戶數具有不合理用電度數之戶數。

品、各類生鮮食品、服飾、文具等各項產品。由於量販
店營業面積大，所以對於空調及照明設備耗電量遠大於

本論文輸入數據之整理，為擷取資料庫用戶實際

其他設備，整年而在耗電尖峰又可分為兩種情形，一為

月用電資料，每一個月為一個用電數據，由於商家用電

夏季空調使用造成夏月耗電量成長，二為量販店人潮所

都為一整年用電，所以分別週期都以月為單位，分成

造成之耗電，例如週年慶與各式活動人潮眾多，造成空

12 個月，分別以 X1~X12 代替 12 個數據，為一筆資料。

調使用與冷凍冷藏的負荷增大，如舉例 8 家量販店一整

經由篩選過後，預先定義出+1 值為合理用電曲線，-1

年用電之情形，其中在夏季用電量與非夏季用電量之差

值為不正常用電曲線。利用 NeuroSolutions 中的 SVM

距平均約為在 8 萬度～10 萬度。

模型建構分類系統之模型架構。首先將需要應用到之文

而量販店除了冷凍冷藏 24 小時用電外，其餘幾乎

字檔建立完成

都在營業時間才有運轉而營運時間為 9：00～22：00
以表示其負載取其平均，如圖 5 所示。表 2 說明推估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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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人機介面顯示圖

圖 6 SVM 兩階段篩選過程流程圖

V. 測試與結果分析

此操作介面之主要功能，將查詢用戶條件一一按
照步驟選取，到了步驟五選擇不合理戶數統計階段，將

本文利用 ASP.NET 撰寫程式介面將區處資料從資

已建好 SVM 網路模型連結到資料庫，將資料庫所查詢

料庫收集整理分析，接著藉由各商業用戶之歷史資料及

到之資料丟入 SVM 網路模型做分類，然後將各個查詢

合理用電模型反覆訓練，找出在低錯誤率及低平均誤差

到的資料之月用電度數，以用電週期為單位加總起來，

所建立而成之 SVM 分類模型，再將經過兩次的 SVM

並且將總用電度數轉入流動電費，再將戶數加總。圖 7

篩選之資料輸入支撐向量機模型中，所得到之數據即為

說明介面操作流程。圖 8 為人機介面顯示圖。

我們所要之不合理用電結果。下列依序說明利用兩次
SVM 分類模型篩選，並應用 NeuroSolutions 軟體測試
及分類所得之結果。首先選取支撐向量機模型，作為訓
練之模型，接著按照第肆章所描述之步驟(包含前置步
驟、建立模型、測試及最後之應用)建構以支撐向量機
為基礎之用戶曲線分類系統，最後分批將第一次 SVM
分類篩選及第二次 SVM 篩選之月用電資料(西元 20007
至 2009 年)，放入最後之應用測試中，並將測試結果顯
示出來。
一、 量販店 (契約容量:1259kW 用電週期:十二個月)
分別將第一次 SVM 分類模型及第二次 SVM 分類
模型之合理負載曲線及不合理負載曲線所建構之用戶
曲線分類系統為第一部分，接著將已知目標值之數據輸
入進行測試，測試此用戶曲線分類系統之分類是否已合
乎需求，並分別顯示測試結果。因為用電週期為十二個
月，所以輸入數據從 X1 到 X12 為一筆，其中 X1～X8

圖 7 介面操作流程

為非夏月用電度數而 X9～X12 為夏月用電度數。
第一階段 SVM 分類測試值，分別以 5 筆合理、不合理
曲線資料輸入系統中測試，圖 9 說明第一階段 SVM 篩
選測試值所示為第一階段測試結果，由圖 9 可以看出，
在測試資料中之 desired 值為 5 筆-1(不合理曲線)及 5 筆
1(合理曲線)，而其輸出值可以很明顯的將 desired 值之
輸入資料大致分為二類。同樣的步驟和第一階段一模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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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圖 10 說明第二階段 SVM 篩選測試值所示為第二

戶月用電，免除現場資料擷取之困難度，增

階段測試結果，而其輸出值可以很明顯的將 desired 值

加資料取得之方便性，以減少和用戶面對面

之輸入資料大致分為二類。很明顯的 desired 值和 out

取締之危險性。
最後，本論文以資料庫實際資料(包含 2007 年至

值很相近，代表著合理用電模型建立成功。

2009 年)進行違章用電分類與辨識分析，由所得之結果
可驗證本論文之實用性以及所提 SVM 分類器之效能。
量販店1259kW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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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戶數

量販店1259kW總戶數
第一階段合理戶數

60

第二階段合理戶數
不合理戶數

圖 9 第一階段 SVM 篩選測試值結果(量販店-1259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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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分析結果之戶數統計
(量販店-1259kW)
圖 10 第二階段 SVM 篩選測試值結果(量販店-1259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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