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卷 第 6期 

2008年 12月 

电 力 系 统 及 其 自 动 化 学 报 

Proceedings of the CSU—EPSA 

Vo1．20 No．6 

Dec． 2c108 

基于指标体系的电力营销薄弱环节定位分析 

帅 颖 ，刘俊勇 ，丁 婧 ，刘继春 ，郑 华 ，刘 伟 ，王 禹 
(1．四川大学电气信息学院，成都 610065；2．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610000) 

摘要：以水电企业为案例，结合其营销工作特性，探讨了营销绩效评价的几个相关问题，利用其影响因素、表现形 

式、评价指标等建立了新的营销分析指标体系。该体系能在水电企业出现营销绩效滑坡时，通过构造缺陷树的 

方法逐层追溯关键指标，通过因素分析定位营销薄弱环节 ，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手段。水电企业实例分 

析及研究表明：该方法能定位出目标年份的营销薄弱环节，分析营销策略优劣，有效地为决策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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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ak Point Analysis for Electric M arketing 

Based on the Indice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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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cites an example of hydropower enterprise Combining marketing characteristic to research some 

problems of marketing operation performance．A new indices system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factor，behavior and evalua- 

ting indices is built．The indices system can find the weak point and locate the key indices when the operation perform— 

ance has reduced．These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model will be of some value to the hydroelectric enterprise participating 

in the servic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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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电力营销已成为 

当前中国电力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区域 

电力市场的建设和试运行，要求发电企业尽快建立 

相适应的营销分析体系，为营销决策提供有力 

支持。 

国内外对电力营销分析体系的研究已取得一 

些成果 J̈，有设计了一套电力营销效果评价的指 

标体系，并提出以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 

层次分析法 AHP(The analytic hierarchyprocess)等 

评价模型，对供电企业的营销效果进行评价 J。 

还有根据供电企业的特点建立了一套用以评价营 

销效果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来建立评价模型， 

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评价电力企业营 

销效果l3 J。但在这些研究成果里针对电力企业出 

现营销薄弱环节的相关研究很少，专门针对水电企 

业的营销分析更少。本文结合水电企业营销工作 

特性，探讨了营销绩效评价的几个相关问题，利用 

影响因素、表现形式、评价指标等建立了新的营销 

分析指标体系。基于该体系，当水电企业出现营销 

绩效滑坡时，通过缺陷树逐层追溯关键指标，并通 

过因素分析定位营销薄弱环节，从而找出问题的根 

源，改进营销策略。 

1 营销分析的体系结构和内容 

营销分析体系的最高层(评价对象)是水电企 

业的营销绩效；中间层(评价主题)是影响评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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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因素，主要由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组成；基础 

层(评价指标)是反映对应主题特征的指标集合。 

通过了解各主题的变化走势情况，建立对营销绩效 

的映射关系。该体系对水电企业的营销分析工作 

起到基础性作用。系统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 营销分析体系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marketing analysis system 

1)生产能力主题。 

a．水情指标，由于水电企业对水的依赖性，水 

情直接影响到电厂的生产能力，因此把水情的预测 

及调度视为工作重点。 

b．生产指标，由于电力不可存储的特点，生产 

和销售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建立电力市场后包括有 

偿辅助服务、电量考核等因素将电力生产和销售更 

紧密地联系起来。 

2)盈利能力主题。 

a．电量指标，反映营销过程中电量销售能力和 

电量结构优化的能力。 

b．电价指标，反映营销过程中电价调控的能 

力，可有效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强弱，也是深入分 

析评价电价工作有效性的工具。 

营销分析体系具体指标如表 1所示 J。 

表 1 指标体系内容 

Tab．1 Table of indices system 

2 指标体系内容 

建立指标体系必须把握营销的实际情况、特点 

和需要，从生产和盈利能力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对 

营销绩效影响最大的因素。 

2．1 生产能力指标 

考核水电厂生产工作，首先要看发电量完成情 

况。影响发电量的因素主要有：水库发电总水量、 

调度因素等。调度中的水库调度是关键，水电站经 

济效益能否充分发挥，很大程度取决于水库的调度 

方式合理与否。衡量水库经济调度效果的标准是 

指在既定的径流状态下，由于调度方式优劣影响来 

水利用率的变化，从而导致发电量的变化。 

来水利用率是指一定时期内水电站实际发电 

用水量占可用来水量的百分比，即： 

= (Q 一Q )／Q，×100％ (1) 

式中： 为来水利用率；0 为水库入库总水量；Q。 

为水库弃水水量。 

耗水率是水电厂发电水量消耗指标，反映能源 

转化效率的综合指标，是水电厂在一定时段内发电 

设备效率、水库调度和运行管理发电操作的综合能 

力水平的体现。计算公式为 

q =Q ／E (2) 

式中：q 为发电耗水率；E 是水电厂发电量；Q 为 

发电总引用消耗水量。 

水电厂的综合厂用电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厂 

用电量，配电设备损耗和其他辅助厂用电量。综合 

厂用电率是指发电厂在生产过程中为完成生产任 

务自用所消耗的电能比例，一般用百分比表示。 

2．2 盈利能力指标 

水电企业在不同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两种 

因素)下生产一定量电能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可 

从时空分解两个方面来衡量盈利能力的大小 。 

1)对发电量进行时间上的分解，目的是为了 

将有限的水量运用在系统电价高的时段，比如由于 

丰枯电价差异而产生的长期经济调度的问题。水 

电企业考虑到系统约束将交易电量合理分配到各 

月，为量化由于分配方式不同而对盈利产生的影响 

程度，定义电量时间分布系数，以OL表示 J，即 
n n 

= q ／ ⋯q (3) 
l l ￡= l 

式中：g 为第i种时间分解的交易电量；g 为相应 

的优化电量；p 为第 i种时间分解的交易电价；rl,为 

分解总数。 

寻找 q 的过程其实是优化分解电量的过程。 

以水电厂收益最大为目标函数，考虑理论可发电 

量、合同电量等约束条件，得出该水电厂在电网实 

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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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丰枯电价政策的条件下对上网电量结构优化的 

策略 。 

2)水电企业为了获得较多利润或降低市场风 

险，可以参与多个市场的交易，同时需要考虑如何 

在这些市场中合理分配有限的机组出力，使其收益 

最大化。为量化由于售电结构及分类售电电价变 

化对收益的影响程度，定义电量空间分布系数，以 

表示，即 
n n 

= q ／ g (4) 

式中：g 为第 i种空间分解的交易电量；q 为相应 

的优化电量；p 为第 i种空问分解的交易电价；n为 

分解总数。寻找 g 的过程也是优化空间分解电 

量的过程。 

3 营销薄弱环节分析 

营销薄弱环节定位分析是指当目标年份水电 

企业出现营销绩效滑坡、盈利水平大幅度减少时， 

分析其反映营销绩效的关键指标。其流程图如图 

2所示。 

薄弱环节分析开始 

◆ 

缺陷树追溯关键指标 

判断各主题关键指标与历史比较波动程度 

◆ 

因素分析找出关键指标对主题的影响度 

◆ 

形成最小割集，定位薄弱环节 

◆ 

分析原因找出改进策略 

图 2 营销薄弱环节分析流程 

Fig．2 Marketing weak point analysis flow 

通过缺陷树观察相关主题关键指标波动情况， 

并通过因素分析法进行定量计算，反映其对营销绩 

效的影响度，定位营销薄弱环节，进而分析原因提 

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4 缺陷树追溯关键指标 

故障树程序分析法 FFA(fault tree analysis) 

是反映系统故障间因果关系的工具模型，从系统最 

不希望发生的故障(顶上事件)出发，逐步分析其 

发生原因，获得中间原因(中间事件)和无需再分 

的基本原因(底事件)，再利用符号(逻辑门)将事 

件问的逻辑关系表达为倒树形结构。 

本文模仿故障树原理创建出一种“缺陷树”来 

追溯水电企业营销绩效下滑时所出现的指标异常 

波动情况，找出营销薄弱环节。根据水电企业生产 

营销的实际情况，在建立缺陷树时，分以下几个阶 

段处理 ： 

1)把系统不希望发生的事件作为缺陷树的顶 

上事件，这里是指水电企业营销绩效下滑。 

2)找出导致这一顶上事件发生的所有可能发 

生的直接因素，它们是处于过渡状态的中间事件。 

这里的中间事件为水电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 

力，其中生产能力又进一步分为水情指标(B，)和 

生产指标(B )，盈利能力分为电量指标(B )和电 

价指标(B )。 

3)逐步深入分析，直到找出缺陷的基本原因， 

即缺陷树的底事件为止。这些底事件的数据是已 

知的，或者已经有过统计或实验的结果。这里的基 

本事件选取各主题关键指标。对于水情指标：来水 

量( )，来水利用率( ：)，耗水率( )。对于生 

产指标：发电量( )，综合厂用电率( )。电量指 

标：销售电量( )，电量分配系数包括时间分配系 

数(X7)和空间分配系数(X。)。电价指标：平均电 

价包括基准电价(蜀)和分时系数( 。)。 

4)通过对已收集的指标资料建造缺陷树，上 

述 2个中间事件与底事件之间是逻辑“或”关系， 

基本事件与导出它们的中间事件之间是逻辑“或” 

关系。将这一系列事件列成逻辑图，即形成水电企 

业营销绩效下滑缺陷树，如图3所示。 

营销绩效 

生产能力l l盈利能力 

水情指标 l f生产指标 l』电量指标 I l电价指标 

来 
水 
量 薹 销ll皇量坌墼至塑Il垩望皇 售Il电量时间分配系数lI基准系数 喜Il电量空间分配系数I 1分时系数 

图3 缺陷树组成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bug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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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成最小割集。最小割集是指造成顶上事 

件发生的最少事件集合，若该集合中的所有事件都 

发生则顶上事件发生，即最小割集中各事件之间是 

“与”的关系。 

5 因素分析法判断指标影响程度 

因素分析法是用来测定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某 

种经济现象总变动中各个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的 
一 种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测定 

各个因素的影响值，找到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 

对择优决策和改善策略有积极作用。因素分析的 

方法主要有：因素比较分析法、连锁替代分析法、函 

数指数分析法、指数因素分析法等，根据本文研究 

对象的特点选用函数指数分析法。 

所谓函数指数分析法 是运用微积分的分析 

原理，对现象的总变动进行测定并进行因素分析的 

方法。若所分析的指标 F可分解为两个因素 P和 

Q的乘积，则可将 F视为 P和 Q的二元函数，即 

F(P，Q)。 

若因素 P的增量为 △P=P 一P。，Q的增量为 

△Q=Q 一Q。，其中下标“1”代表报告期，“0”代表 

基期，则相应的函数增量为 

AF=FI一 =AFD+△ (5) 

△FQ=∑(P Q 一P。Qo) I n ( Q ,／丽Qo) (6) 

△F，=∑(P Q 一P。Q。) (7 

式中：F代表发电收益，Q代表发电量，P代表电 

价，则 Fo、F 分别代表基期和报告期的发电收益； 

Q。、Q 和P。、P 分别表示基期和报告期发电量，电 

价指标，则△ 、△F 为发电量因素和电价因素对 

发电收入影响的绝对额。 

根据图3生产能力因素(用发电量来代表)分 

解为来水量因素、水量利用率因素、耗水率因素和 

综合厂用电因素，四个影响电量的因素是乘积因素 

关系，对发电收益影响的绝对额均可用公式表示为 

△F ：△F。×—
lnWl

—

／Wo (8)
l △F =△F。×—nQl—／Qo (8) 

式中：△F 表示各因素对发电收入影响的绝对额； 

、 。分别表示来水量、水量利用率等四因素在 

基期和报告期的指标值；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综合厂 

用电因素，因为使用的指标是综合厂用电率( )， 

故 W=1一 。 

在营销分析工作中逐层分析影响电力销售收 

入的因素，在考虑因素的现实经济意义基础上，建 

立各因素的绝对额影响公式。 

6 实例分析 

以某水电企业 2000年营销绩效下滑为例，定 

位分析营销薄弱环节。该解决方法的结构图如图 

3所示。关键指标值如表 2和 3所示。其 中将 

2000年作为报告期，历史上营销绩效较优年份作 

为基期进行分析比较。 

表 2 2000年生产能力关键指标值 

Tab．2 Key indices of production in 2000 

表 3 2000年盈利能力关键指标值 

Tab．3 Key indices of sale in 2000 

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步，将水电企业 2000年营销收入下降了 

1．38亿元作为顶上事件。 

第二步，观察缺陷树的中间事件。 

1)生产能力(A )及其关键指标。由表 1可见 

其发电量比基期减少了5亿kw·h；来水量下降了 

33亿 in ；来水利用率略有减少；耗水率相当；但综 

合厂用电率却有小幅度降低。故可排除 ( ，， 

X2)和 ：( )导致 下降的可能性。可推出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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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来水量 B ( )的减少导致了发电量 B (X )的 

减少。 

由因素分析得，曰 (X )=[一3．485]，即由于 

来水量减少使售电收入与基期相比下降了3．485 

亿元。 

2)盈利能力(A：)及其关键指标。由表 2可 

知，2000年总体售电收入下降了1．38亿元。盈利 

能力(A：)水平下滑是电量因素(B。)和电价因素 

(B )共同作用所致。由因素分析可知： 

A2(日3，B4)=[一1．85，+0．47] 

B3( 1，X2)=[一0．2936，一1．5564] 

其中 ，( ：)按购电方因素分析可得： 

]『 ·7 9] 
B3(X2)=l b32 l=l一1．9205 l l

6，，J l2．0810 J 

即电量结构 曰 (X2)对售电收入影响的 一1．5564亿 

元中是由购电方 A引起的 一1．7169亿元、购电方 

B引起的 一1．9205亿元和购电方 C引起的2．0810 

亿元共同作用所致。 

第三步，薄弱环节定位分析。 

1)缺陷树中A 的下降是因为来水量 日 (X ) 

的减少。分析2000年生产环境，该年降雨较少，来 

水较枯。因此将其作为导致A 缺陷不可逆因素， 

即不可能通过改变 B (X )的值来提高A 的水平。 

2)缺陷树中A 中销售电量 。(X6)和电量分 

配系数 B，( ，X8)均对电量指标 日。有影响。其中 

B (瓦 )主要受控于来水量。电量分配系数 

(玛，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销售往购电方 A和 B 

的电量减少而销售往 C的电量增加。 

在电价指标 中购电方 A和 B的销售电价 

高于基期平均电价，而购电方 C的电价低于平均 

电价。电量指标和电价指标共同作用使盈利能力 

的减少，导致整体售电收入减少。 

第四步，根据薄弱环节深入分析薄弱点。 

通过对市场环境分析可知，购电方 A为区域 

电力公司，所占销售电量比例最大；B为区域外电 

力公司；C为直购电部分。对于购电方 C来说，电 

价水平是固定的，为大型工业与水电企业直接签订 

的销售合同，需求弹性系数为0，所以营销薄弱环 

节定位在购电方 A和 B上。 

1)购电方 A分为 5个购电单元，执行分时电 

价H ，表4和5为其电量结构。 

表4 2000年购电方A丰枯季节电价销售电量结构 

Tab．4 Structure of electric quantity for 

swelling-absence in 2000 (％) 

购电 

单元 

基期 报告期 

表5 2000年购电方A峰谷分时电价销售电量结构 

Tab．5 Structure of electric quantity for 

peak and valley in 2000 (％ ) 

购电 基期 报告期 

单兀 峰 平 谷 峰 平 谷 

1 34．19 33．48 32．33 34．13 33．52 32．35 

2 34．O6 33．39 32．55 34．05 33．27 32．88 

3 41．89 37．68 2O．43 27．50 36．29 36．21 

4 36．18 33．29 30．53 32．45 33．30 34．25 

5 44．73 38．53 16．75 27．48 36．43 36．09 

由公式(4)可知电量空间分布系数为 

O／1n=[ ，O／12，Ot O／14，Ot15]= 

[0．962，0．970，0．990，0．976，0．986] 

O／2n=[ 21，OL22，Ot23，Ot24， 25]= 

[1．000，1．0000，0．878，0．968，0．855] 

(9) 

式中： 为电量丰枯季节分配系数；n 为电量峰谷 

分时电价分配系数。 

由式(9)可以看出，丰枯季节分配系数中 

均小于 1，说明购电方 A的丰枯电量销售结构均不 

是最优；Ot =0．962，说明销售往购电单位 1的丰 

枯电量结构最不合理，引起总收入差异。峰谷分时 

电价中Ot ， =1，说明购电单元 1和2峰谷电价 

电量结构较合理；Ot =0．855，说明其中销售往购 

电单位5的峰谷电量最不合理。 

2)同理可以对购电方 B进行分析。购电方 B 

中不施行分时电价，除了因为电量减少而引起售电 

收入的减少外，由于售电量在空间上结构恶化( 

= 0．892)也导致了收人减少。 

第五步。形成缺陷树最小割集。 

C={ ， ， ， 8} (10) 

第六步，分析薄弱环节的原因及对策。 

1)薄弱环节 1：来水量 ( )的相对减少导 

致了发电量减少，是该年降雨较少，来水较枯所致， 

一1 6；8 7 摆l 物 一 钉∞铊 

平一 ¨  ̈

一6 1 2 4 1 圳 洲 

一4  4  2  3  2  一 

蜒l " " 一勰 钙 一3 6 3 平一  ̈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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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为不可控因素。但由于运行和水库调度能力 

的提高，提高来水利用率，降低综合厂用电率，这些 

积极措施削弱了来水减少的影响。 

2)薄弱环节 2：购电方 A、B销售电量结构恶 

化。对于A应充分利用电价政策，优化销售电量 

结构，合理减少丰水期售电电量，增大枯水期售电 

电量比例；提高高峰时段售电电量比例，减少谷时 

段售电电量比例。要想消除 B对售电收人的负面 

影响，应从空间上优化售电结构。 

7 结语 

本文结合水电企业营销工作的特点，从生产营 

销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水电企业营销绩效评价 

的指标体系。当企业发生绩效滑坡时，本文提出了 

在该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缺陷树的方法逐层追 

溯关键指标波动情况，并通过因素分析，定量计算 

其波动对营销绩效影响程度，从而定位营销薄弱环 

节，有针对性地改进营销策略。该方法可应用于电 

力企业的营销分析工作中，为企业分析人员提供决 

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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