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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觀點

波浪能發電之發展潛能
■洪長春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副研究員

地球表面有超過 70 % 以上面積是海洋，

鋼殼結構單元鉸接而成，外型類似一列載客火

廣大的海洋面積在吸收太陽輻射之下，可說是

車，總長約 150 公尺，寬 3.5 公尺，總重量達

世界最大的太陽能收集器，溫暖了地表海水，

700 公噸，裝置容量為 750 千瓦。另外該公司

造成與深海海水之間的溫差，由於溫差大小會

目前在葡萄牙北部的大西洋靠近 POVOA DE

隨著輻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產生地球表面

VARZIM 離岸 3 浬處，建造了世界第一座商用

大氣間的壓力差，風因此產生。當風吹過海洋

波浪發電站（薛英林，2007）
，屆時可由電網

時產生風波（wind waves）
，這種風波在寬廣

供電，滿足一般家庭用電需求，並創造許多新

的海面上，風能以自然儲存於水中的方式進行

的就業機會。目前研究波浪能轉換計畫的代表

能量轉移，因此波浪能（wave energy）可說是

性國家有英國、挪威、葡萄牙、日本、中國及

太陽能的另一種濃縮型態，也可說「波浪能」

印度，不過大部份計畫仍然是在測試階段，尚

是一種可再生的能源。根據歐洲波浪能主題網

未有商業化或規格化之波浪能發電機型出現。

（European Thematic Network on Wave Energy,

二、波浪能發電市場及區域發展潛力

2002）引述（Thorpe, 1999）
，波浪能可經濟開
採之資源可高達 2,000 TWh/year，約為世界發

在電力市場上，全球波浪能發電的潛在

電總量的 11%（以 2005 年為例）
，在全球石化

供應量大約是全球電力消耗的 10%，投資成

能源逐漸枯竭之際，波浪能發電已引起各國的

本約為 8,200 億歐元（Thorpe, 1999）
。過去 20

關注及投入。

年來，從波浪能發電機組所產生的電力成本
有明顯的進步，其預期的電力成本在折現率

一、波浪能發電發展概況

（discount rate）8% 下，平均價格約在 0.08 歐

1799 年 法 國 工 程 師 Pierre Girard 首 次 申

元 / 度，比起歐洲目前的一般平均電價約 0.04

請從波浪獲取動力之專利，其後並無建造實體

歐元 / 度還高出一倍，但是波浪能發電的成本

機器進行試驗，直到 1970 年代早期，波浪能

會隨著技術推力及市場拉力的雙重影響，預期

發電才開始受到各國政府部門的投入及研究，

其發電成本會逐漸下降。從過去發展其它可再

目前至少有 50 個波浪能計畫在發展中，且每

生能源（例如：太陽能、風能等）之經驗來看

年有增加之趨勢（Callaway, 2007）
。最具有產

（洪長春，2006）
，若能在波浪能發電機組的

業領導地位的英國海洋電力傳輸公司（Ocean

轉換率上有所突破（技術推力）
，或者在政策

Power Delivery Ltd.） 研 製 出 名 叫「 海 蛇 號 」

擬定上提供各種補助及配套措施（市場拉力）
，

（Pelamis）波浪發電裝置，由若干個圓柱形

將可加速波浪能發電的成本降低。未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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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會有超過 15 百萬千瓦波浪能發電裝置容

（Damper）
、整流器（rectiﬁer）及定壓器等設

量的出現，從現在到 2025 年，波浪能發電若

計，提高能量品質的方法有能量緩衝（energy

能達到每年 2,000 TWh 的電力產出，則波浪能

buffer）
、可調勵磁線圈（ﬁeld coils）等。

發電量將可媲美目前大型水力發電的規模。

波浪能發電系統可設置於海岸線（shoreline）

全球波浪能能流密度（energy ﬂux）相當

或離岸（offshore）的近海區域，各有優缺點。

懸殊（廣州能源研究所，2006）
，最豐富地區

設置於海岸線的發電系統較容易安裝及維修，

是 在 太 平 洋、 大 西 洋 東 海 岸 緯 度 40-60 度 區

不 需要深水繫泊（mooring）及非常長的海底

域，能流密度可達到 30-70 kW/m，有些地方甚

輸配電纜，缺點是能夠符合有用的波能俘獲之

至達到 100 kW/m 以上，最不豐富地區的能流

特定場址較離岸裝置的場址少，通常會利用各

密度則接近於 0。英國、葡萄牙等國家海洋波

種聚波技術來補償因為海岸地形所造成的波浪

浪能能流密度達到 40-60 kW/m，波浪能發電

能損失。設置於離岸的波浪能發電系統，雖然

成本有可能降至目前風能發電之水平，這些國

傳輸成本及線路損失較大，但因動力來源隨波

家若能大規模開發波浪能，提高波浪能發電效

浪振幅的平方增加且結構性成本較海岸線區域

率、降低裝置的建造成本，應可獲得最佳的經

少，就成本效益而言，離岸波浪能發電應比設

濟利益。

於海岸線波浪能發電為高。一般而言，海岸線
波浪能發電技術目前尚未完全商業化，還在發

三、波浪能發電技術及設置場址

展當中，而離岸波浪能發電技術主要仍在研究

波浪上下起伏或左右搖擺能帶動水輪機或

與發展階段，有許多重要問題待克服，例如：

空氣葉輪機轉動的運動方式，使旋轉發電機產

長期的發電穩定性及成本效益監測等。

生電力之技術。利用此原理的波浪能裝置千變

四、波浪能發電發展所面臨之問題

萬化，但通常可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採集
系統，主要作用是俘獲波浪能，系統形式包括

波浪能發電技術距離成熟階段仍有一段路

振盪水柱式（oscillating water column, OWC）
、振

程，發展過程中有幾項重要因素需要考慮解決

盪 浮 子 式（Buoy）
、 鐘 擺 式（Pendulum）
、筏式

及待概念驗證之問題（You & Zheng, 2003）
：

（Raft）
、收縮坡道式（Tapchan）
、蚌式（Clam）
、

1. 在初始的操作環境下，諸如：海水腐蝕及惡

鴨式（Duck）等，其中較早期設計的蚌式及鴨

劣海象，容易導致波浪能發電機組元件失靈

式，由於穩定性差、成本高或低轉換效率，現在

（長期可靠性待驗證）
。

已經不採用（You & Zheng, 2003）
。提高波浪能俘

2. 隨機的波浪情況，致使在有效設計波浪能發

獲技術有透過波浪繞射或折射的聚波技術，有

電機組元件時變得更加困難（機組元件設計

透過系統與波浪共振的慣性聚波技術。第二部

之轉換效益待評估）
。
3. 不穩定的波浪能會使發電機組產生不穩定電

份是轉換系統，把俘獲的波浪能轉換成某種特
定形式的機械能或電能，系統有空氣葉輪機或

力，造成使用者之不便。

水輪機、液壓裝置、機械系統及發電機等，提

4. 與其它離岸技術比較，波浪能發電之技術

高轉換效率的方法有可控制葉片、可變阻尼器

落差，特別在繫泊、纜線連接、液壓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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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ulic machines）
、 與 電 網 併 聯（grid

五、台灣發展波浪能發電之可能性

connection）及能源儲存等方面。

台灣為一海島型國家，海岸線長達 1,448

另外，現有的波浪能發電機組元件設計仍

公里，每年約有半年以上的東北季風吹襲，

有不足，主要缺點有以下幾點：

2006 年工研院根據中央氣象局所發布蒐集的

1. 成本高：採用振盪水柱式（OWC）波浪能

波浪模式資料（徐泊樺、顏志偉，2007）
，推

發電設計之裝置成本大約是風能發電機組裝

估台灣四周海域波浪潛能，位於西岸及西南沿

置成本的 2 倍，比起其它傳統能源發電之裝

海之波浪能較小（< 10 kW/m）
，台灣海峽北部

置成本更高。

及東岸沿海地區次之（5-15 kW/m）
，澎湖西側

2. 低效率：例如使用於 OWC 裝置的空氣葉輪

海域、巴士海峽、台灣東北部及東部外海之波

機，其效率僅約 10-30%，所以整體發電機

浪能較高（15-20 kW/m）
。以目前波浪能發電

組轉換效率非常低。

技術，能流密度大於 10 kW/m 之區域已具備開

3. 可靠性不高：以目前振盪水柱式及鐘擺式採

發價值，同時考量離岸之水深問題，澎湖西北

集系統的波浪能發電廠為例，容易受到海浪

海域場址應為較佳之裝置區域，其它高潛能的

損壞，其它形式的採集系統也很少做可靠性

東北海岸及東部地區，則因土地利用及地形之

的測試研究。

故，較不適宜開發。

4. 穩定性不佳：無論採用何種形式之採集系統

相較於英國西岸、大西洋東海岸之波浪

的波浪能發電機組，若缺少能源儲存裝置，

能 流 密 度 20 - 40 kW/m（ 薛 英 林，2007）
，台

所產出的電力極不穩定，無法直接提供給消

灣波浪潛能明顯較低，但台灣地區波浪蘊藏量

費者使用。

約 1,000 萬仟瓦，如果善加利用及開發此天然

針對上述的各項缺點，重視波浪能轉換研

資源，或許可紓緩電力供應的壓力。台灣面對

究的國家紛紛投入研究，以中國最近研發成果

能源多元化及永續發展之需要，波浪能發電不

為例，已經開發出振盪浮子式轉換系統之能源

失為一種可能的替代能源。從產業面擬定發展

儲存設備（能量緩衝器）
，不僅建造成本降低，

策略時，必須兼顧投資成本及經濟效益，以波

發電效率提高，同時有穩定的電力輸出，此小

浪能現階段之發電技術水平來看，其發電成本

型能量緩衝器容量為 15 kJ，已在波槽（wave

要降到目前風能發電成本之水平，吸引業者投

tank）做過隨機波浪（random waves）測試實

資意願恐怕不高。若以分散電力供給的角度出

驗，成功輸出穩定的電力。另外，設計出的振

發，應可賦予波浪能發電多方面的用途，例如

盪浮子式波浪能元件，經過波槽測試實驗顯

著重於偏遠離島、鑽井平台、深海採礦等場所

示，其俘獲寬度比近似於 OWC 波浪能元件設

之電力供應，發展目標除了降低發電成本外，

計，但其建造成本卻比 OWC 元件設計（相同

提高發電穩定性，建立波浪能的獨立發電系

規格大小）之成本減少 1/3，因此可以預期未

統，也是重要關鍵，其經濟效益才可發揮，例

來採用振盪浮子式波浪能發電之成本會比採用

如：利用海洋波浪能轉換成機械能進行海水淡

OWC 式波浪能發電成本減少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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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Thematic Network on Wave Energy. (2002).
Wave energy utilization in Europe-current stat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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