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需要了解的事项：
虚拟净能量计量 (VNEM) 可直接抵扣您的电费。VNEM 是一种记账流程，其可使单一太阳能电池板系统在
多个租户和公共区域之间分配账单积分。SOMAH 项目要求租户从每个 SOMAH 项目中获得至少 51％ 的
太阳能积分。

1

 2 3

4

VNEM 可跟踪
1 	 您的房屋上的太阳能 PV 系统的发电量

 2 		 发电量被输送至电网，并使用太阳能计来计算。

	 	 	电网是指 SCE 运营的网络，可为家庭、企业和其他用户供电。

3 	 您的家庭用电量是使用电表计量

4 	 SCE 可增加分配给家庭的发电积分，从而降低每月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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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对 SOMAH 有疑问？
	 租户热线：800-843-9728

您的电费账单	
有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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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电费账单会	
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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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对 SOMAH 有疑问？
  租户热线：800-843-9728

新电费账单应知事项
必须了解您的房屋安装太阳能后对您的能源费用的影响。电费账单的项目以及电费的计算方法都将改变。 

电价结构有哪些不同类型？
您的电费将根据两种不同的电价结构（即标准电价和使用时段 (TOU)）之一来计算。您目前很可能采用标
准电价，但使用太阳能后，您可能转用按使用时段计算的电价。

标准电价
您的电费按不同的梯级或层级计算。每个梯级
都有您可以使用的特定单位的电量（千瓦时或 
kWh）。当您使用完一个梯级的所有电量后，您将
进入下一个梯级。当您从一个较低的梯级进入一
个较高的梯级后，您将支付更多的电费。您的电费
账单一般包括两到四个梯级。

第一梯级 第二梯级 高使用费

$

$$

$$$

使用时段 (TOU)
使用时段在不同的时段实行不同的电价。这意味
着，每单位电量（千瓦时或 kWh）的价格将根据其
使用或消耗的时段而不同。TOU 电价可分为高峰
时段和低谷时段，高峰时段的电价较高。

早晨 中午 晚间 晚上

超低谷时段 低谷时段 

$

$$

$$$

$$

低谷时段 高峰时段 

TOU 以及 SOMAH
一旦太阳能 PV 系统安装并运行，SCE 可将您转为 TOU 电价。如果您愿意，您可以选择使用标准电价计
划。有关 SCE 提供的 TOU 电价和标准电价的更多信息，请拨打 800-655-4555 咨询。



Customer account                        Rotating outage
2-00-000-0000                              Group A073

123 ANY STREET                       Date bill prepared     
ANY CITY, CA 90000                  05/02/20

Your account summary
Previous Balance $35.14
Payment received $35.14
Your new charges $45.54

Total amount you owe by 06/01/20 $45.54

Summary of your billing detail

Please return the payment stub below with your payment and make your check payable to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

Customer account  2-00-000-0000
.

Amount due by 06/01/20                $45.54

Amount enclosed        $     

VALUED CUSTOMER
123 ANY STREET
ANY CITY, CA 90000

00 000 0000 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For billing and service inquires
1-800-990-7788
www.sce.com

Your electricity bill

VALUED CUSTOMER / Page 1 of 3

(Tear here) (Tear here)

Amount due $45.54
Due by 06/01/20

Your past and current electricity usage 
For meter 000000-000000 from 04/02/20 – 05/02/20
Total electricity you used this month in kWh                             300

Your next billing cycle will end on or about 06/02/20.

Service account                                  Service address                   Billing period                       Your rate                           New charges
3-000-0000-00                                 123 ANY STREET            04/02/20 – 05/02/20               DOMESTIC              -$23.67
Billing adjustment ANY CITY, CA 

3-000-0000-00                                 123 ANY STREET            04/02/20 – 05-02-20               DOMESTIC              $69.21

$45.54                                                                    

P.O. BOX 600
ROSEMEAD, CA 91771-0001

SOMAH-VNM BENEFITER  

BILL SAMPLE 

The amount you need to pay

Electricity costs prior to  
solar credits

Bill due date

This i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usage before solar credits

This is your monthly bill credit 
from your SOMAH-VNM  

Solar PV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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