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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文以水工實驗模擬渦旋具背景渦度

且存在溫度效應影響下的行為表現，利用

旋轉水槽底部架設具有溫度效應的斜板模

擬緯度效應及溫度來源，使渦旋通過此區

域，分別以染料施放、雷射光切頁顯影，

及液晶顯像技術(PIV/T)等方法，給予適當

的定性觀察並定量量測其速度及溫度場。

實驗結果顯示，溫度效應對於渦旋路徑影

響為冷渦旋較常溫渦旋偏北，而熱渦旋較

常溫渦旋偏南。再者，文中亦比較渦旋進

入溫度效應區前、中、後三區域的速度溫

度場，以觀察分析溫度效應對於渦旋垂直

方向流場之影響。 
 
關鍵詞：科氏效應、斜壓渦旋、液晶感溫

粒子、粒子影像測速測溫法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thesis is to 
investigate the phenomenon of vortex under 
thermal effect and background vorticity, 
especially. The linearly slanting plane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change of latitude and to 
be the source of heat. In order to visualize the 
formation of vortices, a dye-injection, a laser 
light-sheet, and a PIV/T technique are 
necessary for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properly. It is shown 
that a colder vortex moves to the north of the 
room-temperature vortex; however, a hotter 
one moves to the south under the temperature 

effect. Furthermore, the three stage of vortex, 
before passing the hot/cold area; in the 
hot/cold area; and after passing the hot/cold 
area were compared so that the effect of the 
vertical flow field of the vortex can be well 
investigated. 

 
Keywords: Coriolis effect, Baroclonic 
vortex, Thermochromic Liquid Crystal 
(TLC),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Thermometry (PIV/T) 
 
二、研究背景與目的 
 

台灣地理位置位處西南太平洋島嶼，

四週有大洋環繞，屬於亞熱帶型氣候，氣

流活動相當旺盛的區域，每到夏秋之季，

強勁颱風所夾帶的豐沛雨量及強勁風勢，

常造成土石流的發生，嚴重威脅本地居民

生命安全及財物的損失。因此，對於颱風

與海洋之間關係，颱風強度如何遭受海洋

之牽拌，進而預測其路徑及行為，以減少

損傷的程度，實為近年來各界皆所關心的

議題。文獻中，Lin等人以2000年侵襲台灣

的凱達(Kai-Tak)及碧麗絲(Bilis)兩颱風為

例，觀察大氣與海洋間之交互作用。研究

顯示：颱風通過後，其海洋表面溫度(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會下降，幅度較

鄰近熱帶海洋之SST低約6℃，闡明由於颱

風的驅動，使得深海冷水上湧，造成垂直

的混合作用；另外，發現海洋表面溫度與

風速間有一明顯正相關關係，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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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a)以凱達颱風提出海面溫度與海表面

風速的相關性；b)由衛星資料觀察得海洋

表面溫度與海表面風速之間的關聯(Lin, 
2003). 
 
而碧麗絲颱風之相關係數為0.82，推測兩者

間關聯是由於颱風引入的氣流通過較低溫

海面所造成，使其邊界層穩定、垂直混和

被抑制、垂直風剪應力增加，表面風速因

而降低。Sriver & Huber 以實際颱風資料為

基礎，計算模擬出熱帶氣旋在熱帶地區海

洋表面之冷卻及垂直混合上扮演極重要的

角色，假設熱量的混合是由極地的熱傳遞

所平衡，那麼約15%的垂直混合是由熱帶

氣旋所造成，另外，說明垂直混合的強度

與海洋表面溫度相關度極高，提出熱帶氣

旋與造成地球氣候及暖化之因素密切相

關。此部分研究將專注於下列議題： 
 

(1)單一渦旋通過溫度效應區相關現象之水

工實驗─ 
以吸入法產生渦旋來進行水工實驗，

該法優點為強度大小可控制、範圍大、容

易產生及不易干擾流場等，而所產生的渦

旋由 β效應作用下通過一溫度效應區(冷卻

或加熱)，以觀察渦旋結構的改變以及對於

渦旋路徑的影響等。其中，吾人所施加之

熱效應的強度及速率均需進一步考查真實

大氣中相對應的條件，由適當動力、熱力

相似條件，選取合適的實驗條件。 
 

(2)熱效應於水工渦旋產生的應用─  

此部分研究為進一步延伸前期相關的渦旋

產生法的研究，藉由加熱或冷卻，旋轉流

體不僅受科氏力的影響，更進一步需考慮

熱對流與熱傳導的現象，而所產生的渦旋

也由原先的正壓(barotropic)渦旋改變為斜

壓(baroclinic)渦旋，進而掌握更多接近於真

實颱風渦旋演變的特性。 
 
三、研究方法 
 

針對本實驗產生渦旋結構實驗之架

構，使用粒子影像測溫法(Particle Image 
Thermometry, PIT)以量測二維剖面的溫

度分布，且配合吾人現有的流場二維及三

維速度量測(PIV 及 PTV)。 
 

3.1 實驗水槽 
本實驗的工作環境是（尺寸 0.8 m × 0.8 

m × 0.5 m）之透明壓克力水槽中進行，其

中，工作流體為水，工作溫度為室內常溫。

由於實驗需求是要在具有背景渦度

（Background vorticity）下的旋轉運動，須

考慮科氏效應影響，故將水槽置於旋轉平

臺上，藉由馬達帶動主軸旋轉使水槽跟著

轉動，進而達到所需求的條件。為考慮 f
或 β 效應，將底部放置一線性平板，藉由

將一端固定讓另一端可自由的調整高度來

模擬出地球上緯度效應的影響。 
 

3.2 渦旋產生法─吸入法(Suction method) 
配合虹吸設備，可維持虹吸管水的連

續性，也利於計算汲水的量。整個裝置系

利用吸取流體時，因為流體連續性，使得

周圍的流體立即被吸入而帶動更外圍得流

體，若背景旋轉為順時針，受到正的科氏

效應下，連續汲取一段時間後，即形成一

穩定的正渦旋；反之亦然。實驗時，可適

當改變虹吸的量，以產生不同強度之渦旋。 
 

3.3 流場顯影技術 
(1)染料注入法： 

適當施放染料，使染料融入渦旋的結

構中，呈現出渦旋流場之徑線(Pathline)變
化。此法除了可觀察流場的初步發展、渦

旋中心及其附近的結構外，並可藉此觀察

渦旋的三維性。再者，可使用螢光染料搭

配上雷射切頁，以觀察渦旋的二維性。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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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雷射光頁顯影法： 

雷射光頁之顯影方式是在工作流體中

置入適量追蹤粒子(Seeding particle, PSP 
50)，其密度與水接近故會懸浮於流場中，

使粒子均勻的懸浮於整個流場，並將懸浮

的粒子視為流體質點 (Fluid particles)，藉

由影像擷取系統便可將觀察到的流場影像

拍攝下來，再經由分析得出渦旋的速度場

及渦度分佈值。 
 

(3)液晶顯像技術(PIV/T)： 
液 晶 顯 像 技 術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Thermometry, PIV/T)是先將具

有隨溫度變化而反射不同顏色波長之液晶

感溫粒子 (Thermochromic Liquid Crystal, 
TLC)做校準率定(Calibration)動作，亦即找

出相對應之粒子反射波長顏色及其溫度

值 ， 以 建 立 色 調 - 溫 度 關 係 曲 線

(Hue-temperature curve)，如圖 2 所示。將

液晶感溫粒子均勻灑於流場中，藉由其可

懸浮於水中之特性作為流場追蹤粒子，以

可見光連續全波段之白光為光源，3CCD
及影像擷取系統擷取瞬間流場影像，校準

率定及實驗中皆固定白光光頁與 3CCD 之

角度，PIT 架設如圖 3 所示。並結合影像處

理技術，利用色調-溫度曲線將影像中顏色

轉換為對應之溫度值，量測其二維溫度分

布及相關熱力學參數。另外，也可對其影

像做分析，以獲得相關速度及渦度場。 
 

 
圖 2 實驗中所用之液晶感溫粒子，其色調

與溫度關係之校準曲線 
 

 
圖 3  PIT 實驗設備示意圖 

 
四、結果與討論 
 

本實驗以水工實驗模擬渦旋通過加熱

或冷卻區域現象，觀察其在溫度影響下路

徑與強度之變化，以下就染料施放法定性

觀察渦旋路徑變化；雷射水平切頁顯影法

觀察渦旋路徑及強度變化；以粒子影像追

跡法(PTV)分析其結果；及液晶顯像技術觀

察垂直面的溫度速度場。在此定義溫度效

應區溫度高於水溫者為熱渦旋，溫度效應

區溫度等於水溫者為常溫渦旋，溫度效應

區溫度低於水溫者為冷渦旋。 

4.1 渦旋行進路徑 
在不同初始溫度下，藉由渦旋在 β 平

面上路徑的不同，比較溫度效應對渦旋運

動路徑之影響。為使渦旋路徑變化明顯，

將實驗條件之水深降低為 5 公分，使溫度

效應的影響更為強烈。冷渦旋之實驗溫度

條件水溫為 23.7℃，斜板溫度冷卻至

18.5℃；常溫渦旋水溫為 20.2℃；冷渦旋水

溫為 14.7℃，斜板溫度加熱至 20.2℃，利

用雷射切頁顯影法做觀察；實驗結果如圖 4
所示，以間距 1 s 取渦心之連線，得冷渦旋

通過溫度效應區後之路徑較常溫渦旋稍偏

北，而常溫渦旋通過溫度效應區後之路徑

又較熱渦旋明顯偏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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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冷熱渦旋路徑之比較，其中藍線為熱

渦旋；綠線為常溫渦旋；紅線為冷渦旋，

而兩黑直線間為溫度效應區域 
 
4.2 斜壓渦旋強度探討─水平速度場 
    以雷射水平切頁顯影法將斜壓渦旋在

熱效應、常溫、冷效應下分別做觀察量測，

其中，於熱效應中底板溫度控制為26℃，

常溫效應即為實驗當時水溫，而冷效應之

底板溫度為20℃。以CCD擷取每秒30張影

像，利用粒子影像追跡法(Particle Tracking 
Velocimetry, PTV) ， 計 算 渦 旋 之 渦 度

(Vorticity)及環流量(Circulation)。如圖5所
示，環流量可解釋渦旋之強度，f平面上熱

渦旋強度最強，次之為常溫渦旋，冷渦旋

最弱，此與預想情況相同。 

 
圖5 深水中f效應下渦旋之環流量 

 
由圖6所示，β平面上渦旋之環流量皆

隨時間增加而減少，熱渦旋強度最強，冷

渦旋次之，常溫渦旋最弱；但對於溫度效

應影響渦旋之增益則無法明顯觀察出，推

測可能是由於溫度效應造成流體的對流而

散失，使其表現不明顯。 

 
圖6 淺水中β效應下渦旋之環流量 

4.3 應用液晶感溫粒子於斜壓渦旋流場─
垂直速度及溫度場 

    本實驗以液晶顯像技術為基礎，

量測全域流場的速度及溫度場。實驗分為f
平面及β平面進行，f平面實驗即為渦旋產

生時於溫度效應區上之現象，實驗溫度條

件冷渦旋水溫為24.5℃，斜板溫度冷卻至

20.0℃；常溫渦旋水溫為24.5℃；熱渦旋水

溫為24.5℃，斜板溫度加熱至26℃；而β平
面實驗由於在視角、光源、及渦旋運動軌

跡的限制下，無法在同一平面量測其運動

行為，因此分為三個區域進行觀察，以溫

度效應區為分野，分為前、中、後三段，

渦旋於前段產生，移動至溫度效應區上時

為中段，再移動出溫度效應區後時為後

段，實驗溫度條件冷渦旋水溫為24.5℃，斜

板溫度冷卻至20.0℃；常溫渦旋水溫為

24.5℃；熱渦旋水溫為24.5℃，斜板溫度加

熱至26℃。渦旋於f平面表現如圖7—10所
示，起初由於冷效應影響使得冷邊界層(紅
色帶狀)存在於底部，渦旋開始產生後，速

度明顯上升，渦度場以虹吸管為界，存在

一正渦度(左)及一負渦度(右)，底部冷水即

被強制抽取上來，形成一紅色高帽狀，由

外而內為高溫到低溫，內部為冷結構，中

央管狀亮點係為渦核，具有較強之上升速

度，隨時間增加此一正渦度及一負渦度強

度相對減少，渦旋強度漸弱，其內冷水範

圍漸減，且渦度趨近於零，外流場隨即向

渦旋方向移動，於圖10速度場中有一明顯

向左速度。渦旋於β平面分為前、中、後三

區域觀察，前段行為如圖11及12所示。 

 

 
圖 7 f 效應下渦旋之溫度及速度場(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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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f 效應下渦旋之溫度及速度場(t = 16) 

 

 
圖 9 f 效應下渦旋之溫度及速度場(t = 26) 

 

 

 
圖 10 f 效應下渦旋之溫度及速度場(t = 32) 

 

 
圖 11 f 效應下渦旋於溫度效應區前之溫度

及速度場(t = 1) 

 

 
圖 12 f 效應渦旋於溫度效應區前 

之溫度及速度場(t = 4) 
 
中段行為如圖13—16所示，由f平面實

驗得知，溫度效應區上應有一冷邊界層存

在，但由圖中完全觀察不出，推測是渦旋

產生時將其帶走，另外，此時自由液面溫

度約為20℃，較前段低了0.5℃，這是由於

渦旋將底層冷水往上帶至自由液面產生熱

平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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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f 效應下渦旋於溫度效應區中之溫度

及速度場(t = 1) 

 

 
圖 14 f 效應下渦旋於溫度效應區中之溫度

及速度場(t = 4) 

 

 
圖 15 f 效應下渦旋於溫度效應區中之溫度

及速度場(t = 7) 

 

 
圖 16 f 效應下渦旋於溫度效應區中之溫度

及速度場(t = 10) 
 

渦旋通過溫度效應區後，如圖17—20 
所示，渦旋內部已漸升溫，且冷水區域漸

小，由外部會擠回底層之冷邊界層；另外，

圖中自由液面右側為靠近溫度效應區，其

溫度低於左側，由此可知，渦旋的產生會

使區域內自由液面溫度下降。 

 

 
圖 17 f 效應下渦旋於溫度效應區後之溫度

及速度場(t = 1) 

 

 
圖 18 f 效應下渦旋於溫度效應區後之溫度

及速度場(t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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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f 效應下渦旋於溫度效應區後之溫度

及速度場(t = 13) 

 

 
圖 20 f 效應下渦旋於溫度效應區後之溫度

及速度場(t = 18) 

 
五、結論與未來展望 
 
5.1 結論 

本實驗觀察渦旋具溫度效應下的路徑

及強度變化，及其溫度速度場間相關性。

就上述結果討論下列： 
1. 渦旋路徑在溫度效應影響下歸納得冷渦

旋較常溫渦旋之路徑偏北，常溫渦旋又較

熱渦旋之路徑偏北。 
2. 渦旋強度則是熱渦旋之渦度略大於冷渦

旋及常溫渦旋，但不甚明顯。 
3. 本實驗所使用之液晶感溫粒子，其工作

範圍19.0℃~31.0℃，但就本實驗操作條件

而言，其可辨識呈色範圍18.8℃~23.6℃，

佔其工作範圍約1/2，而其中顏色變化較明

顯的區間落在起始的18.8℃~20.5℃間，約

為工作範圍的1/6，於此可以發現無法完全

使用到所訂製的工作範圍區間，對於TLC 
的操作上其不確定性是需要被評估的，但

就敏感性、重複性且不需侵入流場即可全

域性量測速度即溫度場而言，TLC皆有良

好的表現， 
4. 液晶顯像技術所得之溫度場現象，觀察

出底層冷水在渦旋產生時被吸取上至自由

液面，使得熱平衡在此區域發生，自由液

面溫度因而下降，Sriver和Huber提出約15%

的垂直混合是由熱帶氣旋所造成，本實驗

雖未做定量的類比，但對於基本現象的結

果是可以相互解釋的。 

5.2 未來展望 
本實驗未來展望從下列幾點著手： 
(1) 加強現有結果之物理現象解釋； 
(2) 液晶顯像技術之溫度場與速度場之間

關聯，並定量說明兩者間關係； 
(3) 液晶顯像技術之誤差及不確定性分析。 
(4) 利用 Rhodamine B + Rhodamine 110 染

料對於溫度改變的特性，開發溫度域更廣

的全域非侵入式的溫度量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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