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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场环境的销售电价模拟建模与应用

【摘要】本文对国内外电力市场发展状况进行了回顾，阐述了市场环境下销售电价建模理论，分别

从影响因素、测算模型及各类电价测算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结合冀北电力公司现状，分析冀北电力公

司输配电价的影响因素并测算模型，为其制定合理的输配电价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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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对电力

市场改革的热潮。电力市场改革的主要发展趋势为

引进竞争机制，增加电力市场活力。秉持公正、平等

的原则，建立电力市场自由贸易的方式受到各国和

地区的重视和欢迎。电力工业发展需要电力市场化

改革来推动，其中，科学合理的电价机制是电力市场

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我国电价的形成机制是政府主导、政府定价，销

售电价成为调节不同行业的经济杠杆。然而，这种机

制不能实现市场自主调节、发挥市场供求的作用和

价值，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两部制电价不能正确地

反映容量电价和电量电价的价值，交叉补贴现象严

重，未能体现“公平负担”原则等。2003年国务院出

台的《电价改革方案》对解决以上问题也没有发挥实

质性的作用。

我国销售电价体系实行目录电价，按用户划分

为农排、农业、非居民照明、居民、商业、普通工业和

大工业用电等。这种体系的优点是通过政府统一定

价，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有序地管理销售电价，为用户

提供稳定、安全的电力供给。但与市场环境下的电价

相比较，电价政策对市场电价影响较大，高电价应该

向下调整，低电价应向上调整，电价应趋于合理，且

应由市场决定。因此，当前我国销售电价的改革工作

急需科学的销售电价定价理论和模型的指导。

（二）国内外电力市场改革历程概述

国内电力体制改革从 20世纪 80年代就已经开

始。改革初期 20年，通过集资办电，扩大了电力生

产、销售规模，为我国电力供应提供了保障。1997 ~
2000年，电力市场实施政企分开，进行了“厂网分

开，竞价上网”的改革，并实行电网改革试点。2001
年至今，重组了电网公司、发电集团和辅业集团，逐

步推行电价形成机制和管理原则。电力市场虽然进

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实现了政企分开，但是仍

然采用传统运作模式，并没有建立市场化运作模式。

笔者认为，电力工业发电、输配电和售电市场中，应

放开发电和售电市场，充分引入竞争机制，由于输配

电市场的特殊性，为了避免区域重复建设，输配电市

场应由电力公司独立运营。

发电和售电市场要充分引入竞争机制，探索改

革模式，其关键在于引入次序、引入程度以及标准交

易方式。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三放开、一独

立、三加强”的改革重点，即放开输配以外的经营性

电价、放开公益性以外的发电计划、放开新增配售电

市场和交易机构相对独立，加强政府监管，强化电力

统筹规划，强化、提升电力运行和可靠性供应水平。

这一政策的发布，标志着新一轮的电力市场改革正

在启动。

国外电力市场改革建设进程中，遵循着发电、输

配电和售电分开原则，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对电力市

场改革的外因与内因进行转化，建立统一的电力市

场交易中心，逐渐放开电力工业各环节市场，并在政

府监督下，实现充分的电力竞争市场机制。例如，英

国电力市场包括电力生产、电力输送和电力供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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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的公司来运营，还建立了联合运营中心，在全

国范围内形成了有序竞争的电力市场环境。美国电

力市场细分了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市场，建立了

区域组织及其相关职能、标准市场模式及服务规则，

电力市场的开放及标准规范，从而促使电价更加合

理。阿根廷电力市场建立了电力批发市场，由政府集

中进行电力调度，发电公司的电能可直接卖给电网

和终端用户。阿根廷依据该国国情，建立了以政府为

主导的电力市场，适应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基于市场的电价形成机制

电价形成机制贯穿于电力市场的各个环节，即

发电环节的上网电价、输配环节的输配电价和销售

环节的销售电价。相应的，电价主要由发电成本、输

配成本及销售成本组成。同时各环节电价还应与需

求、政府监督、充分市场竞争联动，形成科学合理的

电价结构与电价水平。电价水平过低，影响电力企业

利润率，电力生产没有积极性；电价水平过高，影响

生产和生活用电，阻碍国家经济发展。

1. 上网电价。上网电价是发电企业与购电企业

上网结算电能的价格。我国上网电价实行政府与市

场混合作用的两部制电价：为了保证发电企业固定

成本回收，容量电价由政府制定；为了保证发电企业

煤炭价格等变量成本回收和合理利润，电量电价遵

循市场定价。随着煤价持续波动，发电企业利润出现

下滑甚至亏损，国家发改委出台了煤电价格联动政

策，缓解了电力企业经营困难并疏导电价矛盾，调节

上网电价，促进发电企业良性发展，保证了国家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电力需求。但在销售电价不变的情况

下，调高上网电价，电网企业的输配电价持续压缩，

制约了电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国家发改委

出台的一系列电价调整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市

场化煤价与计划电能的矛盾，没有充分的电力市场

竞争机制缓解发电企业的燃料成本上升的成本压

力，电网企业也承担了巨大的政策性亏损。另一方

面，电价调整方案没有对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用电价

格进行调整，工业用电高电价补贴农业、生活用电低

电价，不利于电价的结构优化和资源合理配置。为了

改变中国能源结构并阻止气候恶化，防止煤电装机

过剩的能源“逆替代”现象愈演愈烈，加大对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只有理顺电价机制，制定合理的电价机

制，以电价为导向，才能解决电力市场中存在的根本

矛盾，从而使其逐步走向市场化。

2. 输配电价。输配电价是指电网企业提供电能

接入、电能传输和电能配送的价格总和。厂网分开

后，我国的电价形成了由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两个

环节组成的体系，没有独立的输配电价。输配电价的

形成机制是电网企业售电电价与购电电价的价差。

虽然电价改革中出台了输配电价的实施办法，但是

没有形成独立的输配电价体系。输配电价作为电价

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其合理的形成机制，可以促使销

售电价及时反映上网电价的变化，形成合理的销售

电价水平，减少不合理交叉补贴现象。合理的输配电

价应由输配成本和合理利润组成。

3. 销售电价。销售电价是指售电企业对终端用

户销售电能的价格。销售电价是整个电价体系的最

后一个环节，也是电价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其改革目

标是有利于公平负担，兼顾公共政策目标，便于与上

网价格联动。整体的改革方向是全部用户自由选择

供电商，由市场竞争形成价格。就销售电价改革来

说，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莫过于销售电价是上涨还

是下降。目前我国的销售电价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

地方，需要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二、市场环境下的销售电价模拟建模

（一）销售电价的影响因素

影响电价的因素既包括企业内部微观经济因

素，也包括企业外部宏观经济因素，市场经济条件

下，企业外部因素决定着销售电价。外部因素包括需

求关系、自然资源及社会关系。供求关系因素通常表

现为一定时期电能需求总量；自然资源因素通常表

现为资源、时间、季节等自然因素；社会关系通常表

现为历史因素、社会因素和政策因素。电价形成的影

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反映在电能生产、输配和销

售过程成本，并最终体现在销售电价上。

（二）销售电价测算模型

1. 模型框架。确定销售电价有会计成本定价法

和边际成本定价法两种。会计成本定价法是依据会

计记录来核算成本，其主要优点是能够保证企业固

定成本投资得到有效核算、回收，但是成本难以在各

类电价、各类用户间进行合理分摊。边际成本定价法

是根据用户用电产生的成本确定边际电量及边际容

量成本，其优点是能够有效核算各类电价、明确各类

用户间的分摊关系，但难以保证企业固定成本投资

的回收。本文结合两者的优点，制定出基于成本的销

售电价综合模型，平均销售电价核算时采用会计成

本法核定销售电价，具体电价核算时，采用边际成本

法核定销售电价。在考虑各种影响销售电价的因素

下，制定出销售电价综合测算模型的基本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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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费

修
理
费

其他
费用

对生产性资产（包含输电线路、变电设备、配电线
路及设备、用电计量设备、通信线路及设备、自动
化控制设备、信息设备及仪器仪表、发电及供热
设备、水工机械设备、制造及检修维护设备、生产
管理用工器具、运输设备、辅助生产用设备及器
具、房屋、建筑物、土地）按规定计提的费用

包括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
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费、其他费用

包括用于正常周期轮换或新增电能表过程中消
耗材料及工器具的费用支出和在生产、运行、维
修过程中所耗用的消耗性材料及工器具等的费
用支出

包括对输电项目、变电项目、配电项目、二次设
备、通信类设备、信息类设备、计量类项目、安健
环类项目和非生产类项目的修理费用

包括非生产性费用（会议费、差旅费、办公费、广
告宣传费、业务招待费、物业管理费、其他）和农
维费（职工薪酬、材料费、修理费、其他费用）

AP(1)
ij = APij

图 1 销售电价测算框架 AP j
ij

APd
ij

APd
ij = APij × n

AP j
ij = APij ×m

AP(1)
ij

2. 电价测算模型。

（1）输配电价测算模型。考虑到输配电价形成过

程中包含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依据会计成本定价

方法，电价结构中某一输配电价计算方式如下：

假设固定成本为Cfc，变动成本为Cvc，成本为

Cnc，电量为Wnc，输配电价为Rnc。

Cfc=Cfc，bj Cvc=Cvc，bj Cnc=Cfc+Cvc

输配电价计算方式如下：

Rnc=Cnc/Wnc

假设平均输配电价为Xnc，则计算平均输配电

价公式如下：

Xnc，i=Rnc×Wnc，i

（2）销售电价测算模型。依据电价形成机制，销

售电价应由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利润与其他成本构

成，则：平均销售电价（ASP）＝平均上网电价

（ANP）＋平均输配电价（Xnc）＋平均利润（AP）＋平

均其他成本（AC）。

平均上网电价（ANP）=∑
i = 1

n

（ANPki ×Ti）/∑
i = 1

n
Ti

（i = 1，2…，n）
其中：n为上网电价总数量；i为某级上网电价；

ANPki为第 i级的上网电价；Ti为第 i级上网电价的

售电量。

平均输配电价（Xnc）可依据输配电价测算模型

得出。平均利润（AP）可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与企业发

展需要进行设定。平均其他成本（AC）可代入公式后

进行计算，包括税金、电能输配损耗、政府基金等。

（3）最大需量的销售电价测算。

单一制销售电价测算模型为：

式中， 是第 i电压等级中第 j类用户执行单

一制电价的销售电价。

两部制销售电价测算模型为：

m=j类用户分摊到基本电费的容量成本/（j类
用户的单位容量成本+j类用户的单位电量成本）

n=（j类用户的单位电量成本+j类用户分摊到

电度电价的剩余单位容量成本）/（j类用户的单位容

量成本+j类用户的单位电量成本）

其中： 是第 i电压等级中第 j类用户的电度

电价， 是 i电压等级中 j类用户的容量电价，m
是两部制电价中容量电价占的比例，n是两部制电

价中电度电价占的比例。

三、冀北电力公司输配电价模拟建模

根据我国电力市场现状，冀北电力公司承担着

输配电职能，研究冀北电力公司输配电价模型能对

其争取有利电价政策、提升盈利能力提供依据。本文

在市场环境下销售电价模型的基础上，对冀北电力

公司目前的输配电价进行模拟建模，对该公司输配电

价的影响因素、测算模型进行分析。

（一）冀北电力公司输配电价的影响因素

输配电成本是指电能在传输、配送过程中发生

的成本。不同地区的输配电成本，可能由于地理位

置、输配电方案、政策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为

了规范电力企业输配电成本核算，电监会特别制定

了《输配电成本核算办法》，为电力企业提供输配电

核算依据。依据综合成本分析法，影响输配电价最重

要的因素就是输配电成本，既包括人工费、材料费等

直接成本，也包括折旧费等间接成本，即将直接成本

和间接成本计入总成本。计算公式为：输配电成本=
折旧费+运维费。其中，运维费=职工薪酬+材料费+
修理费+其他费用。具体如下表所示：

首先，进行输配电价测算；
然后，进行其他成本测算；
最后，进行销售电价测算。

销售电价

其他成本

输配电价

平均发电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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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冀北电力公司输配电价测算

1. 模型框架。确定销售电价有会计成本定价法

和边际成本定价法两种。由于会计成本定价法能够

保证财务平衡，本文核定平均输配电价水平时采用

会计定价法。测算框架如图2所示：

第一步，计算准许成本，准许成本由折旧费和运

维费组成，分别计算折旧费和运维费；第二步，计算

准许收入，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税金和准许收益组

成，分别计算税金和准许收益；第三步，计算输配电

价，输配电价=（准许收入-其他收入）/售电量，输配

电价为平均输配电价。

2. 输配电价测算模型。依据输配电价测算框

架，利用会计成本定价法建立输配电价测算模型。计

算表达式如下：

输配电价=（准许收入-其他收入）/售电量×
1000×1.17

其他收入=电力产品主营业务收入+非电力产

品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支情况+投资收益

准许收入=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金

准许成本=折旧费+运维费

准许收益=权益资本收益+债务资本收益

税金=所得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运维费=职工薪酬+材料费+修理费+其他费用

依据输配电价测算方法，对输配电价测算进行

模拟建模。

设输配电网的输配电价为 TDP，准许收入为

PR，其他收入为OR，售电量为W，则输配电价公式

为：TDP=（PR-OR）/W。其中，准许收入PR和其他

收入OR为计算值，W为总售电量，需对准许收入

PR和其他收入OR进行计算。

（1）准许收入计算模型。设准许成本、准许收益

和税金分别为PC、PI和ET，则准许收入PR的计算

公式为：PR=PC+PI+ET。其中准许成本PC、准许收

益PI和税金ET为计算值。

设折旧费、运维费、权益资本收益、债务资本收

益、所得税和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分别为 DC、

OMC、ECG、DCG、IT和CET，则计算公式为：PC=
DC+OMC；PI=ECG+DCG；ET=IT+CET。式中运

维费OMC还需细分，设职工薪酬、材料费、修理费

和其他费用分别为 SS、MC、COR和OE，则运维费

OMC的计算公式为：OMC=SS+MC+COR+OE。
（2）其他收入计算模型。设电力产品主营业务收

入、非电力产品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支情况和

投资收益分别为RA、RB、RC和RD，则其他收入

OR的计算公式为：OR=RA+RB+RC+RD。

在相关基础数据确定的情况下，输配电价即可

测算出来。

四、小结

本文对市场环境下销售电价的研究背景、电力

市场发展情况及电价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销售

电价建模理论、影响因素、电价测算模型，并针对冀

北电力公司的输配电价进行了模拟建模，为该公司

输配电价的科学制定和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

输配电价改革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与人民日常

生活，实际需要考虑的输配电价影响因素可能更多，

如各类电力用户需求价格弹性以及需求特性的模拟

研究、高可靠性等多种非线性销售电价形式、各类用

户间的分摊比例难以确定，分摊与实际的情况可能

有一定偏差，因此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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