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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波浪能，屬於海洋再生能源的主要部份，吸引了許多研究者及發展者的關注，也造就了許多類型的波

能轉換器之發明與發展 。 本文以理論與實驗的手段探討其中一種稱為"振盪衝擊式"渡能轉換器(oscillating 

wave surge converter, OWSC) 0 OWSC可視作由一片接受波浪衝擊的擺動板連接能量輸出系統(power

take-off, PTO)而成 。 我們針對板體的擺動首先發展水動力學方程式，其中出現與波浪場、板體的恢復力短

以及PTO相關之機械阻抗項 。 當PTO阻尼與前進渡的阻抗相同，且PTO的慣性和剛性、板體的恢復力矩與

駐渡的阻抗互相抵消時，方程式顯示板體的能量捕獲條數達到最大值 。 為了驗證理論，我們以一個可調PTO

阻尼及板體質量與質心的OWSC模型進行造波水槽實驗 。 並使用高速相機來記錄板體的擺動以及應變規來

測量PTO的受力，最後得到與理論預測相當接近的實驗結果 。

前 言

國際能源總署(Intem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在2010年提出的能源技術報告(1](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10)中指出，為7控制溫室效應所造成之

全球曖化及氣候變遷問題，預估2050年全世界所產生

的CO2基本排放量(baseline ernissions)570億噸須減至

140億噸 。 這430億噸的減量中由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的使用所達成的比例預估為17% '比核能的6%

還高了將近3倍之多!由此可見，再生能源之開發與利

用是為世界性的主要議題 。 而海洋能源(ocean or marine 

energy)為再生能源之一環，可分為溫差能(ocean therrnal 

energy) 、鹽差能(osmotic energy) 、潮流能(current energy) 

以及波浪能(wave energy) 。 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lnter

govemmental Pane1 on Climate Change, IPCC)曾於[2]中

評估全球理論上可開發的海洋能之年發電量，在波浪

能方面約為8，000至80，000 TWh (109度) ，高於鹽差能與

潮流能;雖低於溫差能，但因溫差能所需技術成本相

當高，故波浪能的總體潛力在海洋能中還是佔有主要

的地位 。

↑責任作者(ycchow@ntou .edu . tw)

臺灣陸地上的資源置乏， 99%以上的能源供給須

仰賴進口，再加上長久以來對核能的爭論不休，以及

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須對上述之全球暖他及氣候變

遷問題作出回應，所以臺灣必須努力發展再生能源 。

臺灣四面環海，波浪能可說是就蘊藏在我們的周圍，

所以若能善加利用之，不但能緩解臺灣能源資源不足

的問題，更可以減少CO2之排放量 。 雖然臺灣並非處

於波浪能密度較高的海域(緯度 300 - 600 [2]) ，但根據

工研院所做的研究[呵，波浪能若達10 kW/m就真有開

發價值;而海洋大學的波浪能團隊所做的臺灣東北部

波浪潛能調查[4] ，顯示基隆港與龍洞於每年冬季11-2

月約有30-70%的時間波浪能可達到10 kW/m以上 。這

說明了波浪能對臺灣是具有一定價值的，此事實也成

為本文研究的動機 。

因為波浪能的潛力無窮，吸引了許多研究者與發

展者的投入，開發了許多類型的波能轉換器(wave

energy converter, WEC)用以擷取並轉換波浪能成為人

們可使用的能量形式，例如電能 。 歐洲海洋能中心

(European Marine Energy Center, EMEC)將WEC分成
減衰式(attenuator) 、點吸收式(point absorber) 、振盪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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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式(oscillating wave surge converter, OWSC)、振盪水

柱式(oscillating water colwnn, OWC)、越波式(over

topping) 、終結式(temúnator) 、潛沒壓差式(submerged

pressure differential) 、凸波式(bulge wave) 、旋轉質量式

(rotating mass)等型式[呵 。 由愛丁堡大學的Prof. Salter 

設計，著名的點頭鴨WEC(Salter's Duck) [6]是屬於ter

mmator型式 。 而最常見，且擁有最完整的理論基礎即

為point absorber型式[7-10] ;其型態大都類似於浮球

(buoy) ，例如Ocean Power Technology(OPT)所設計的

PowerBuoy[ll] ;或是由一平台上伸出數座浮于(float)司

連桿機構，例如丹麥的WaveStar[l月 。 而已經在作商

業運轉，位於葡萄牙海域上的海蛇號σelarnis) [1月，是

屬於Attenuator型式，但目前因故障被拖回岸上進行維

修 。 另外， OWC型式之WEC近年來也受到不少的關注

(例如 [14-15]) ，這可能是因為其屬於岸基型式(on

shore) ，不需要設置在海中(雖然也有一型是以船船的

型式開往海中來擷取波能) ，故可省去高成本、高難度

的海洋水面和/或水下工程 。 而OWSC型式中最具代表

性的即為英國Aquamarine Power公司所發展的OYSTER

[16] ; OYSTER是架設在海床上(seabed-mounted) ，用

底部餃鏈(bottom-恤ged)的擺動板(flapper)在波浪衝擊

(s叮ge)的方向上振盪的WEC[17-18] ，屬於近岸(near

shore)型式(設置地點水深不超過40公尺) 。 根據評估

[1月，雖然在離岸(off shore)海域的總波能(gross wave 

energy)大約為近岸的2f音，但離岸的可開發波能

(exploitable wave energy)僅為近岸的1.5倍;加上離岸

工程難度遺高於近岸，因此可知近岸波能的開發效益

確實優於離岸渡能 。

波能轉換器型式之選擇還須考量其在惡劣海象與

氣候下之耐用性與存活能力 (durability and survivabi

lity) 。 以臺灣而言，夏季常見的颱風使得海面產生大

波浪，所蘊含的能量可能大到超過WEC的結構強度而

致使損壞。因此，像OWSC類型的WEC可在需要的時

候將板體閉合至水面下，以避開水面附近區域(大部分

的波能會通過此處) ，進而保護整個機組之安全;這樣

的運作特，性正是像臺灣這種具有特殊氣候的區域所需

要的 。另外 ，臺灣周圍海域波浪在夏季(一年中的用電

高峰期)時之渡高較小，在冬季時之波高反而較大[4] ; 

且總體來說，較歐美國家海域所蘊含之波能明顯的小

[2] 。綜合以上兩點，再加上前述之近岸波能有較佳的

開發效益，可以看出高效能的OWSC是為臺灣波能發

展的關鍵目標 。

振盪衝擊式波能轉換器OWSC可視作由一片接受

波浪衝擊的擺動板連接能量輸出系統(Power Take-O缸，

PTO)而成 。 能量以前進波(progressive wave)形式波動

人射 (incident)進來，到達板體後再分別以反射波

(reflected wave) 、穿透波 (transrnitted wave)及駐波

(standing wave)的形式帶走或保存人射波能;剩餘波能

即被板體吸收，一部分以在板體的動能(慣性，

inertia) 、板體的重力，浮力位能(恢復力矩， restoring 

moment) 、 PTO的動能(慣性)與位能(剛性， sti隘的s)之

間轉換的形式存在，男一部分就是透過PTO的阻尼效

應(damping effect)傳輸出去 。 在上述的波能擷取﹒傳遞

過程中，每一種介質或能量形式都會形成所謂的機械

阻抗(mechanical impedance) ，它們之間的相互關條就

會深刻影響OWSC的捕獲條數(capture factor)-PTO傳

輸出去的能量與人射波能的比值 。 本文嘗試從造波機

理論(wavemaker theory) [20]出發，有別於以往將波浪

問題分解成繞射(di世action)與輻射(radiation)兩部分的

理論方法[8] [10] [21-2月，建構一二維線性勢流理論(2D

linear potential 也e。可)以釐清機械阻抗間的相互關條

如何影響捕獲係數;並於造波水槽中進行一可調PTO

阻尼及板體質量與質心的OWSC模型實驗，以高速影

像拍攝(high-speed imaging)解析板體的運動，利用應變

規(strain gauge)測量PTO的受力以推估其阻尼效應;最

後將實驗結果與理論預測作對比以驗證理論，並推論

出OWSC的設計方向 。

owsc之二維線性勢流理論

此OWSC二維線性勢流理論是以造波機理論為基

礎所發展的，其理論模型示意圖如圖1所示 。

左半邊第l區的波動包含人射波(如)與反射波的r) , 

以及板體因受波浪作用而擺動所形成的駐波;右半邊

第2區的波動則為板體擺動所產生的前進波的Ip)及駐

渡 。 座標軸x 代表波動surge方向 ， x=O為板體重直時

所在位置;座標軸z代表波動上下振盪方向 ， z=O代表

靜水(still water)水面，向上為正，水深為h; ρ為水密

度 'g為重力加速度。 O點為轉動軸(hinge) ，衝程

(stroke)S(z)為隨水深呈線性變化之板體擺動的水平最

大距離，

z 

。

-h 

人射波 :“E三位→η 封ifj:~Pf'
句I (X , I) 
-圓圓曲目，

o 
圖1 OWSC理論模型示意圖 。

2! 

:靜水面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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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丸 (l+z*) (1) 

其中S。為板體擺動在z=O之最大水平距離，而z.為無因

次他之水深(z = zlh) 0 PTO的(單位板寬)阻尼條數以!o

(單位為kgl(s.m)來代表，其在板體上的連接點到0點的

距離(力臂)為L 。 為簡化緣故，假設此力臂與水深相等

(L = h) ，意即PTO連接於板體頂端;而未來應用時，

我們可先將真實阻尼轉換成力臂與水深相等的等效阻

尼，再套用進理論之中 。

假設流體為不可壓縮(incompressible) 、無黏性(invi

scid)且無旋J性(irrotational) ，則存在一速度勢(velocity

potential) ø '與流體速度訝的關保為
ü=-vø 

並滿足拉普拉斯方程(Laplace equation) 

θ2ø δ2ø ^ 
一于一-

&2 ðz2 

而此方程搭配以下之邊界條件:1.線，性仕正linearized)

後的自由液面(含ee surface)的動力 (dynamic)與運動

(kinematic)邊界條件(位置為z=O) ; 2. 海床底部(位置

為z = -h)在z方向速度為o (no-flux condition) ; 3. 板體

運動速度之線性化邊界條件(位置為x=O) ，也就是第

一區與第二區流體的水平速度在x=O處與板體之運動

速度相等 。 而在板體上會達成以下的力短平衡狀態(擴

展[2月的理論)

丸 +Tfo +TM +TMb +丸 =1θ +IPTOθ (4)

其中Tw為因流體在板體兩側所形成之壓差對板體所造

成之力矩 ， Tfo為PTO阻尼所造成之力短， TM 與TMb分
別為板體重力與浮力所造成之力短(此兩者結合成所

謂的恢復力矩) , TS1為PTO剛性所造成之力短;而等號
右邊的I與IpTO分別為板體與PTO本身繞0點的單位板

寬之轉動價量， θ 為板體角加速度 。

求解後，首先可得

去(I~IGλ)
|孔 1= ， un 

~[A+Ef +[B+C+D+F+Gf 

其中 σ為波浪頻率(wave 企equency) , IT M;I為給定之人
射波速度勢的振幅，以及

R:.G 
A=~. 

k' , 

B=寺河 (n) 只 (n)
全fι (n)

C= tmOM-mb例g lu2 

= 、 '， 4 D= 一 ， ，τ(7) 
8ρ1(J"h" 8p吃Y"h"

f 1 ~_~U2 _Kh2 

Ed=」片 F= ..:..J:..旦云 G- .二手τ(8)
6ρσ力"

• 
8ρσ"h" 

. 
8ρσ"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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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 cos白;* (1 +什控﹒ (9) 

Gs(n) = (cos
2
[( (州

(2) 

(1 +什
RYl-TCOME-(lJ)正

-

ptcoshT(1+f)i 

(l+z*) 
r') 叫k: (吋(l+z*)]dz*

R，(n)=~ 
[c∞Oωd州S2刊[可叭(μn吋州)

而m和mb分別為單位板寬之板體的質量及排水質量，

OM和 OB分別為板體的質心及浮心與O點的距離 ， K

為PTO本身的單位板寬之剛性條數 。 另外， k;=k;h與
的n) = ksCn)h為人射波與駐波波數(wave number)和水

深h組合形成的無因次波數，而渡浪頻率σ分別與k;和

丸(n)形成下列二關係式

、
‘
，
/

•••• 

為

•••• 

繭

，
S
E‘
、

(12) 

(3) 

σ2 =gk; 個由kjh (13) 

σ2 =-gks (n)tanks (n)h (14) 

在一個波浪週期下， PTO由板體作功所獲取的能量為

(5) 

院= fo";;:-一凡 (t)的 =2(σλ)lsJ (1 5) 

其中 θ為板體角速度 。 而從z=-h到z=O積分可得在一

個波浪週期下，通過任一重直面之人射波能量E;如下

2 . _ _ _ 

* I 1 ( 2k- '1 Ei= 一ρI~I" si曲 2kj*1 一|一」τ11 (1 6) 
I 2l sinh只川

最後，可推導出OWSC轉換器之理論捕獲條數CF為

夙。 2(A.E)
CF= 一一 " " 

(17) 
(A+Er +(B+C+D+F+Gr 

此理論捕獲條數方程Eq. (17)中，由A至G每一項皆可

視為一種機械阻抗，並以其來源可命名如下 :A為前

進波阻抗 ， B為駐波阻抗， C為恢復力矩阻抗 ， D為板

體慣性阻抗 'E為PTO阻尼阻抗 ， F為PTO慣性阻抗 'G

為PTO剛性阻抗 。

根據Eq. (1η ，我們首先可觀察到，當B+C+D+F+G

=0與A=E兩條件同時成立時，捕獲條數C用等達到最

大值0.5 。 如上所述， A至G每一項皆代表一機械阻抗，

所以B+C+D+F+G = 0可稱為阻抗抵消條件(impedan臼

cancelling) ，而A = E可稱為阻抗匹配條件(impedance

matching) 。 一般來說， PTO本身的慣性與剛性所產生

的阻抗效應皆遠小於其他阻抗，故阻抗抵消條件可合

理地改為B+C+D = 0 。 本文宗旨之一即為以實驗的手

段來驗證上述理論所給出的預測，所以下面將針對三

種渡浪週期T= 1.1 1 、1.34與1.56 s此，來探討這些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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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阻抗如何影響捕獲條數 。 而這三種波浪週期是由[4]

的調查結果縮足轉換成造波水槽裡所需滿足的造波條

件 。

在開始描述實驗之前，我們仍先由理論出發來進

一步探討機械阻抗與捕獲條數之間的關條。 首先討論

B 、 C 、 D這三項對捕獲條數的影響 。 由Eqs. (6， 7)以及

其他附屬的方程可知 B與D必定為正值，而C則視

mOM- 1'I% OB的結果決定其正負號，意即若要達到阻

抗抵消，其必要條件之一為mOM-mbOB 須為負，也

就是所形成的力短是為恢復力短 。 而要使m函J mb吾吾

為負，則須設計板體具有下列特性 : 1.板體密度小於

水的密度(也就是m<mb ) ， 和/或2. OM <OB(質心低
於浮心) 。我們以此二原則設計OWSC之實驗模型(板體

特性參數詳述於後) ，並計算所對應之B+C+D值，發現

在T= 1.11 sec.時其數量級為0(1 0-3) ， 而其餘的實驗波

浪週期下其數量級為0(10-4) 。

由Eqs. (6，8)以及其他附屬的方程可知 'A與E都為

正值，且A在三種實驗波浪週期下的數量級皆為

0(10-2) 。若暫時忽略 (B+C+D+F+G)2 以探討E
(PTO阻尼阻抗)的效應，由Eq. (1 7)可以看出，當E 口 A

時，捕獲像數CF趨近於0 ，意即PTO阻尼太大，所以

波浪無法推動板體，故也無法對PTO作功;當E口 A

時，捕獲條數CF也是趨近於0 ，這就等同於PTO裝置

不存在，因此沒有途徑輸出波能，形同沒有任何波能

被捕獲 。

圖2為在三種實驗波浪週期下，理論捕獲條數CF

隨無因次PTO阻尼1;: (PTO阻尼阻抗E)的變他圖(忽略

(B+C+D+F+G)2) 。 圖中可觀察到，此三種實驗波

浪週期之最大CF(值為0.5)位於1;: = 0.04 - 0.07範圍

之間，且波浪週期越大，最大CF所對應的1;:也越大 。

另外，最大CF左右兩邊的CF曲線變化趨勢之差異則相

。 5

i o3 

2 

。。 0.05 

--- T-1.11(sec:) 
-冒- - T叫 .34 (揖c)_._._. _. 

T-1.58 (sec:) 

0.1 。 15 口。2

圖2 三種實驗渡浪週期下 'OWSC理論捕獲係數CF

與無因次PTO阻尼f 之關條圖

當明顯 。 左邊CF曲線的變他速率大，在很小的方範

圍內，捕獲像數CP快速地由0增加到最大值0.5 ;舉例

來說，左邊CF從0.2增至0.5的過程中，無因次PTO阻

尼 10. 每變他0.01 '則 CF在三種實驗波浪週期T = 
1.1 1 、1.34與1.56 sec. 的平均變動量分別為0.075 、 0 .059

與0.05 。 而右邊CF曲線的變他速率則平緩許多，由最

大值0.5減至0需 f，: →∞;舉例來說，右邊CF從0.5減

至0.2的過程中，無因次PTO阻尼1;:每變他0 .01 '則CF

在三種實驗波浪週期T = 1.1 1 、1.34與1.56 sec. 的平均
變動量分別為0.0095 、 0.0076與0.0064 。 換句話說，捕

獲像數CF在最大值左邊的變化相當敏~於f 的變
化，而在右邊的CF則否 。 這樣的特性暗示著，若PTO

的原始阻尼小於理論最佳阻尼(對應理論最大CF之阻

尼值) ，或是人射波浪週期變長致使PTO阻尼小於理論

最佳阻尼，則有必要考慮主動控制PTO阻尼，使其儘

可能地接近理論最佳阻尼，以維持高功率能量輸出(高

CF) ; 相對地，若PTO的原始阻尼大於理論最佳阻尼，

或是人射波浪週期變短致使PTO阻尼大於理論最佳阻

尼，則較無需要對PTO阻尼進行主動控制 。

蓄水槽

圖3 OWSC模型實驗示意圖

步進為建

圖4 OWSC實驗模型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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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設備與量測方法

本文結合造波水槽與同步量測系統，建立OWSC

波能轉換器之模型實驗，如圖3所示 。 以下將各部分別

詳述如下:

1. OWSC之實驗模型

OWSC模型(如圖4所示)分成主要移動物件(prime

mover' 即為板體本身)與PTO(本文使用液壓缸迴路，

圖4中並無顯示)兩大部分所組成，板體寬度為0.50m 、

高度為0.55m與厚度為O. lOm 。 板體內部為空心結構，

其中安裝一台步進馬達來控制一小型載台作上下移動，

以達到在固定質量下變化板體質心位置與轉動，價量，

而載台上可安裝多枚鐵門來改變質量 。 本文實驗中，

板體質量皆固定為 15 .53kg 。 由 SolidWork軟體計算可

得，板體體積為0.0279m3 ，板體密度為555kg!m3 ，板

體浮心位置(OB)為0.26m處;而當小型載台維持在板

體內部最下方時，板體質心位置(OM)為0.2 18m處 。

液壓缸體在兩端各有一個進、排水口，當液壓缸

之連桿連接到板體後，板體受到波浪推動時將會帶動

連桿伸縮並使缸體內部活塞移動，進而吸人或排出工

作流體(本文實驗使用一般自來水)。此PTO液壓迴路於

進、出水管路處裝有逆止閥，造成迴路為封閉單一循

環型態，使板體不論在作向前或向後擺動皆可對液壓

缸PTO作正功。在此OWSC模型上所裝置之液壓缸數

量為一支 。

2. 造渡水槽

本文實驗在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水動力實驗室

的平面造波水槽中進行，此7.，1(槽尺寸為 16m(長)X2m

(寬) X lm(高) ，其中包含長4m的透明觀測窗段 。 此水

槽所安裝之造波機為位移式活塞造波機，是由英國

Edinburgh Desi伊Ltd.所研發 、設計與製造，此造波機

可造規則波與不規則波 。 在本文實驗水深h=0.5m的

條件下，可造最大波高為0.28m' 波浪週期為0.625sec

~ 5sec 。 為了避免引發碎波的問題，實驗之波高(的與

波長(λ)比值必須小於O.l43(約t分之一) 。

3. 渡高計

波高計會因不同水位而會造成不同的電阻，進而

產生不同電壓訊號，再運用訊號擷取卡接收訊號，最

後轉換成當前水位，意即波浪高度 。 此波高計最大樣

本擷取頻率(sampling rate)為20日z 。

4. 高速相機與鏡頭

本文使用 Phantom v310 CMOS高速相機來觀測

OWSC板體之運動情形，其最大解析度(resolution)為

1280X800像素(pixel) ， 在此解析度下之拍攝速率可達

3200fps ' 而一個像素的實體足寸為20μm 。 此相機亦

R, 

R:!• vs) 

Measu悶S A2dai HS R司自ts Bending 

圖5 Fu11-Bridge Type III (只量測軸向力)

可接受外部訊號觸發(extemal trigger)來拍攝，意即可

以調整觸發訊號頻率來改變拍攝速率 。 為了提高板體

運動分析之精度，需要縮小拍攝範圍(或增加影像放大

倍率) ，因此相機鏡頭我們採用Micro-Nikkor 105 mm 

fl2.8 。

5. 應變規

為了量測PTO隨波浪運動時之瞬時受力，本文採

用KYOWA單軸小型防水應變規並黏貼至液壓缸活塞

桿上，其長寬足寸分別為2mm與0.84mm '其材質為

鋼 。 應變規電路採用全橋(如11 bridge)橋接方式以增加

其靈敏度。活塞桿受力變他主要來自軸向方向，依此

撰寫的LabView程式中，在應變規的橋接方式選定為

Full-Bridge Type III '如圖5所示[24] 。其應變規條數為

2.06 '電阻為1200 '激發電壓設定為2.50V' 蒲松比

(Poisson's ratio)為0.3 。

根據上述參數可測得活塞桿之瞬時應變(c) ， 再依

據鋼材之楊氏條數(Ec)為200G阱，活塞桿截面積(Ac)

為78.54mm2 ，使用虎克定律(Hooke's law)可得作用在
活塞桿上之瞬時軸向力如下

F(t) = Ec x c(t)x Ac (1 8) 

6. 訊號擷取模組(DAQ)與同步系統

本論文使用美商國家儀器公司(National Instru

m凹的， NI)之DAQ模組來建構整個實驗的訊號擷取與

觸發系統 。 藉由DAQ模組將訊號讀入或輸出並適當地

控制樣本擷取頻率則可達到高速相機與應變規的同步

(synchronization) 。

在DAQ模組選用方面，本文選擇NI9402與M

PXIe-4330' 前者用來輸出一標準TTL訊號給高速相機

做為觸發訊號，而後者則是用來記錄應變規之電壓變

化並轉換成鋼的應變量 。 樣本擷取頻率皆設定為60Hz

(燈光的閃爍頻率為60Hz) ，意即為高速相機每秒拍攝

60張影像且同步從應變規擷取每秒60筆應變量數據 。

owsc模型實驗

從高速相機拍攝的影像，經過相關↑生(co訂elation)

計算以捕捉板體的擺動軌跡，進而獲得板體擺動角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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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OWSC側面記號影像與相關性分析所得之記號

中心位置(黑點標示之處) 。 影像從上到下顯示

板體從右向左擺動，影像間之時間間格為0.166

sec(60Hz的拍攝速率)。這些影像取自於T= 1.1 1 

sec的實驗條件 。

度與角加速度，以及液壓缸活塞桿之位移與速度 。 因

此，再配合從應變規測量到作用在活塞桿之瞬時力

量，即可計算從板體傳遞到PTO之瞬時功率，積分後

可得一波浪週期下PTO所獲得的能量(Eq.(15)) ，最後以

Eqs. (l 6 ， 17)計算出捕獲係數CF實驗值 。

如前所述，本文總共測試三種波浪週期T= 1.1 1 、

1.34與l.56sec 。 由前述理論所預測，欲達最大CF' 須

滿足阻抗匹配條件及阻抗抵消條件，故我們據此設計

兩種實驗:可調阻尼(adjustab!e damping)實驗及可調質

心(adjustab!e mass-center)實驗 。

可調阻尼實驗的目的主要為驗證理論中PTO阻尼

阻抗(1月項對C月9影響。藉由調整液壓缸迴路中的閑閥

開關大小(水從蓄水槽打至液壓缸之方向，參圖3)來改

變PTO阻尼的大小，每一實驗波浪週期我們測試三種

不同的PTO阻尼，而此實驗中的載重平台均控制在最

底部 。

可調質心實驗的目的主要為驗證理論中恢復力矩

阻抗(c)項和板體慣性阻抗(D)項對CF的影響 。 此實驗

皆在T= l.56sec條件下作測試，板體內的載重平台從底

部每次往上移動3cm' 共8點質心位置來測量所對應的

CF ' 此實驗中液壓缸迴路閑閥均調整在全開的狀態 。

1. OWSC運動分析

OWSC模型倒邊平面上有一人工標示之記號(放

大如圖6所示) ，高速相機每秒拍攝60張之影像，每一

組實驗條件的拍攝時間為25秒，從中擷取10個實驗波

浪週期的影像序列進行分析，以獲得板體運動軌跡 。

影像經參考標尺檢查並無扭曲與放大率分佈不均句之

現象，並得到轉換像數0.108 rnmIpixe! 。

分析流程為先以人工方式標定第一張影像中之記

號中心座標及一涵蓋記號之遮罩(mask' 本文使用的×

43像素之遮罩)與選定適當的遮罩搜尋範闡(限定搜尋

範圍可提高計算速度) ，再與第二張影像中的遮罩涵蓋

範圍作相關性分析以找到第二張影像中的記號中心座

標(如圖6記號內部黑點所標示) ;之後重覆上述步驟，

即是以尋找到的上一張影像之記號中心座標為基礎，

運用相關性分析找到下一張影像之記號中心座標，最

後得到此記號中心座標之時間序列 。 我們所發展的相

關性計算程式可達到小數點像素(sub-pixel)之精度(利

用Gaussian peak fitting model [25]) 。

因為記號與轉動軸心0點的距離為固定已知，所

以利用先前找到的記號中J心運動軌跡就可進一步求得

板體擺動角度 。 我們令當板體重直時為0度，擺動往左

為負，往右為正 。 圖7為在三種實驗波浪週期下與液壓

缸迴路閑閥均調整在全開的情況下， 10個週期之角度

隨時間變他圖，其中可觀察到較長波浪週期的板體擺

動最大角度大於較短波浪週期的值 。 圖8為活塞桿因板

體推動所具有之移動速度隨時間變化圖 ， 速度為正值

則代表板體由左向右擺動，負值則相反，其中可觀察

到T= 1.1 1 sec的活塞桿最大速度大於其他二者，而T=

l.34 sec的活鑫桿最大速度小於其他二者 。

2. PTO活塞桿之受力分析

應變規與高速相機相同以60 Hz的取樣率進行測

量，再使用Eq.(18)計算活塞桿所受到的瞬時軸向力

量 。 圓9為在T= 1.11 sec與液壓缸迴路閑閥全開下活塞

桿之受力隨時間的變化，其中可觀察到，板體將活塞

桿往外拉(板體由左向右擺動)的受力峰值比向內推(板

體由右向左擺動)的值小，而一個週期內活塞桿受力的

變他幅度相當的大 。

3. 可謂阻尼實驗之OWSC捕獲條數

此實驗中的載重平台控制在最底部 。 經計算，板

體的轉動價量I=2.331kg.m' 其餘的板體特性參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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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阻尼實驗條件與PTO阻尼條數

無因次之理論

最佳阻尼

無因次之

平均阻尼
平均阻尼
(kg/s/m) 

渡高

(m) 

表1

週期T

(s) 

咱m自呵… T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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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0867 

17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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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1.56 10 
Time(髓。

三種實驗波浪週期下之OWSC擺動角度隨時間

的變化

15 5 
-15Ò 

圖7

見於前面 l.OWSC之實驗模型 。 如前所述，實驗波浪

週期為1.1 1 、1.34與1.56s間，實驗波高分別設定為

0.09 、 0.08與0.07m' 而實際值(由波高計所測量)與設

定值稍有差距，見於表l第2欄 。

我們藉由調整液壓缸迴路中的鬧閥開關大小來改

變PTO阻尼的大小 。 基本上，每一種實驗波浪週期下，

由人工調整出三種閑閥的開口條件: 114全開、 3/4全開

與全開 。 然而由測量得知(於後詳述) ，間閥開口大小

對所形成之阻尼的影響其實並不很大，與我們先前的

預期有著明顯差異，所以本實驗所測試的阻尼範圍無

法如我們所計畫地橫跨理論最佳阻尼的兩側 。

若將液壓缸PTO的，慣性與剛性效應忽略不計，則

PTO阻尼條數即等於活塞桿所受的瞬時軸向力(例如

圓的除以其瞬時運動速度(例如圖8) 。 以此方式測量出

的瞬時PTO阻尼條數是一隨時問變化的值，且在板體

擺動至水平衝程端點位置時，因活塞桿速度趨近於0 ，

而造成在該瞬間前後很短的時間內PTO阻尼條數變的

非常大(與其他時間點的阻尼像數有0(1。可以上之差

異) 。 因為前述理論的推導是以固定的PTO阻尼條數為

前提，所以計算理論CF值時須以一具代表性的阻尼條

數代人，而此代表性的阻尼係數可以為將前述那些非

常大的阻尼係數剔除後所得之平均值，如表l第3欄所

示。最後，因理論假設PTO力臂與水深相等(L = h) , 

而實際模型的PTO連接於力臂L = lOcm= h/5處，故用

以理論之中的等效PTO阻尼係數等於實際的PTO阻尼

條數乘以1125 '再加以無因次他後如表1第4欄所示。

將此無因次之平均阻尼代人Eqs.(8 ， 17) ，再結合其他相
關方程即可計算捕獲悔、數CFá守理論預測值 。

圖 10顯示在三種實驗波浪週期T= 1.1 1 、1. 34與

1.56 sec條件下，此實驗所獲得的捕獲像數CF實驗值與

理論預測值 。 因為實驗的PTO阻尼條數皆小於理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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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三種實驗波浪週期T= (a) 1.1 1 sec 、(b) 1.34sec 

與(c) l.56sec條件下，可調阻尼實驗的捕獲條數

CF實驗值與理論預測值之比較

表2 可調質心實驗之板體條件

載台高度(cm) 質心高度(m) 單位板寬轉動慣量(kg' m) 

表3 可謂質J心實驗之PTO阻尼條數

載台高度 平均阻尼 無因次之 無因次之理論

(cm) (kgls/m) 平均阻尼 最佳阻尼

O 1745.54 0.00867 

3 1707.67 0.00848 

6 1685.87 0.00837 

9 1663.62 0.00826 
0.0680 

12 1658.87 0.00824 

15 1640.83 0.00815 

18 1635.27 0.00812 

21 1607.98 0.00798 

佳阻尼幾乎達到一個數量級(表1) ，由圖2及圖10可知

此處理論值介於0.1與0.3之間，且隨著阻尼條數增大而

增大;而圖10中的CF實驗值也顯示著相同的趨勢，可

見理論在趨勢的預測上是大致不錯的。然而CF理論預

測值皆低於實驗值，差量大約在0.01到0.03之問，換算

出來的相對誤差雖在15%以下，卻也顯示理論的假設

與實際狀況之間的差異產生可國受到的效應 。 我們認

為影響最大的差異有以下二者:1.理論假設為二維無

黏性流體，實際上為三維有黏性流體，板體周間流場

實具有跡流(wake f1ow)型態; 2 . 理論假設PTO阻尼條

數為一定值，實際上PTO阻尼條數會隨著板體(PTO)

運動的變化而改變，很難視為一定值 。 上述猜想1乍看

之下似乎有違常理，因為跡流的產生意謂著能量因流

體黏性而有更多的損耗;然而跡流的出現也代表了板

體前後形成額外的流體壓力差，流體透過此壓力差對

板體作功(等同流體的動能被板體所捕獲) 。 因此在扣

掉了黏性損耗之後，仍可能有可觀的波能透過此途徑

被板體所捕獲，使得CF實際值較理論預測值為高。

Babarit et al. [26]針對OWSC (在[26]中稱為bo肋m-fixed

oscillating f1ap)在五個海域中作動的數值模擬結果顯

示，其CF值(在[26]中稱為Capture width ratio)皆高於二

維勢流理論最大值0.5 '故可用來支持上述猜想l之合

理性 。



Journal 0/ Taiwan Society 0/ Naval Architects and Marine Engineers, Vol.33, No.4, 2014 191 

0.3 

~ 0.25 
。13 
甸

比

3 a 
帽

。 0.2

Syr協d
S申m﹒ : E暉，
酬-唱: 啊，。吋

直

1: I 蔓

• • • ... I I 
• • .﹒專

0.22 0.23 0.24 0.25 
Mass Center (m) 

圖 11 波浪週期為1.56sec條件下，可調質心實驗的捕

獲條數CF實驗值與理論預測值之比較

4. 可謂質心實驗之owsc捕獲條數

可調質心實驗在波浪週期T= 1.56 sec下進行 ，板

體內的載重平台從底部每次往上移動3cm ' 共移了7

次。衰2則列出這8種載台高度所對應之板體質心高度

和單位板寬轉動慣量，可以看出當載台高度越高，板

體質心高度也越高，單位板寬轉動慣量也會越大 。 如

前所述，板體浮心高度為0.26m' 而此實驗中的板體

質心高度皆小於浮心高度，故形成恢復力矩，使得恢

復力矩阻抗C項(Eq.(7))為負值。但是當質心高度越

高，也就越接近於浮心高度，由Eq.(7)可知C項的量值

也就越小，因此(B+C+D+F+ 的2就會越大，而捕獲

係數CF買u會越小(Eq.(l 7)) ，如同圖11的CFJ里論預測值

所示 。 而圖11的CF實驗值也隨著板體質心高度的增加

而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可見理論在趨勢的預測上是

大致不錯的 。 至於CF理論預測值皆低於實驗值的現

象，與上述可調阻尼實驗的結果相似，故我們認為仍

是三維效應主要引起的 。

結論

本文建立了振盪衝擊式波能轉換器OWSC的水動

力學理論，描述波能在擷取-傳遞過程中所形成之數種

機械阻抗如何影響板體的捕獲條數，並運用高速影像

拍攝與應變規的同步測量，在造波水槽中測試一可調

PTO阻尼與可調板體質心之OWSC模型 ，成功地驗證

理論預測與實驗結果的趨勢相當一致 。

由理論與實驗的結果可以得知OWSC的捕獲像數

之最大他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PTO阻尼阻抗等

同於前進波阻抗(為人射波浪週期或頻率的函數)之阻

抗匹配條件(impedance matching) ，原則上可以透過主

動控制PTO阻尼來達成;另一個是駐波阻抗、恢復力

矩阻抗、板體慣性阻抗、 PTO慣性阻抗與PTO剛性阻

抗互相抵消之阻抗抵消條件(impedance cancelling) ，原

則上可以透過板體密度小於水的密度以及板體質J心低

於浮心這兩種板體設計標的來達成 。

最大理論捕獲條數為0.5 。 比較理論與實驗結果發

現捕獲條數實驗值皆大於理論預測值，故可合理推論

最大實際捕獲條數應可超過0.5 。 我們認為這是因為三

維黏性流所形成的跡流效應所造成的，有待未來驗證

之。若此猜想、為真，則板體外形即成為一重要的設計

標的，用來提升OWSC的捕獲條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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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句or portion of oceanic renewable en臼宵" wave energy has drawn si但ifiωnt 前tentlo郎， resulting in many 

inventions and developments ofwave energy conve巾r (WEC). This paper th∞retiωlly and experimentally exarnines one 祖nd

ofWEC， 也e Oscillating Wave Surge Conve前前 (OWSC)， which ωn be regard吋 as a wave-surg剖 flapper ∞nnec記dwi也 a

power take-off (PTO). We 曲'St develop hydrodynamic eq閏世ons for 也e oscil\ation of the flapper in terrns of mechanical 

IIDP吋ances associated with the wave field， 也er官storing moment of the flapper body, and the PTO. 百leequa世onsshow 也at the 

cap仙re factor is maximized when the imp吋ances asωciated with the PTO's damping and the progr官~sive wave field 訂e

matched, and the impedances associated wi曲曲e PTO's inertia and 詞曲闕， the restoring moment of the flapper body and 也e

standing wave fieldωncel alωgether. To verify 伽也eo旬; expeflIDe臨的∞nducted in a wave flume for a model OWSC 

which has a tunable PTO and a movable mass inside the flapper body with its flapping motions re∞叫“ using a high-spe吋

ωrnera and the forl∞s experienc吋 by the PTO measur'吋 using strain gauges. Experimenta1 re叫tsobtained 的∞的iderably

c\ose ω也eth曲哼's pr吋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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