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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成果報告 
無鏡頭式超音波顯微鏡系統的開發與應用(3/3)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Lens-less Acoustic Microscope 
計畫編號：NSC90-2212-E-002-194 

執行期限： 90 年 8月 1 日至 91 年 7月 31 日 
主持人：郭茂坤  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一、中文摘要： 
由於超音波之穿透特性，以及超音波

訊號與待測物體之機械性質有關之特性，
使得高頻超音波顯微鏡，成為光學顯微鏡
和電子顯微鏡之外，另一個可用以暸解微
觀尺寸物體的工具。超音波顯微鏡可直接
用以解析物體 (不論透光與否)內部之結
構，如晶粒大小、晶體缺陷、孔隙比、為
裂縫....等；同時，若將超音波顯微鏡所量
測得之 V(z) 曲線，與理論計算結果比
較，則超音波顯微鏡具有量測微小物體彈
性常數、密度、黏滯性....等機械性質的潛
力。 
由於超音波之穿透特性，以及超音波訊號

與待測物體之機械性質有關之特性，使得

高頻超音波顯微鏡，成為光學顯微鏡和電

子顯微鏡之外，本計畫擬以三年時間，發

展無鏡頭式超音波顯微鏡，同時發展殘餘

應力的波動理論，藉以開發量測微小電子

元件的材料常數及殘餘應力的技術及系

統。第一期計畫，主要工作為研製線聚焦

及點聚焦的無鏡頭式超音波顯微鏡探頭，

以開發整個量測系統。本年度為第二期主

要係理論推導及數值模擬。 
關鍵詞：無鏡頭式超音波顯微鏡、非破壞

檢測 

Abstract 
Since acoustic waves interact directly 

with the elastic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 
through which they propagate.  By using 
the acoustic fields to form an image, one 
can study the spatial variations in these 
properties directly.  The acoustic micro-
scope thus provides a unique capability for 

investigating aspects of material that are 
not revealed by either the light or electron 
microscopes, but require a comparison of 
the acoustic signal measured by the micro-
scope with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calcu-
lations. 

In this three-years’ project, we propose to 
develop a lens-less acoustic microscope sys-
tem, and develop theory and technique to 
measure the material constants as well as re-
sidual stresses of electronic elements by the 
system.  The proposed works of this first 
project-year are to fabricate both line-focus 
and point-focus lens-less acoustic micro-
scope transducers.  
Keywords: Lens-Less Acoustic Microscope,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二、 緣由及目的： 
金屬材料的應力量測（殘餘應力或起

始應力等），除了以直接破壞法量測外，
近四、五十年來，更發展出各種非破壞的
量測方法，例如X光法（國內清華大學材
料系的吳泰伯教授等人都是此領域的佼佼
者）、超音波配合聲彈理論法[1-4]等。
此些各種不同的量測方法中，究竟所量測
的為何種尺寸下的應力（是連體力學架構
下的、還是 grain boundary間的、甚或
grain內的應力）、何處的應力（表面或
表面下多深）、多大區域的平均值等，各
有其不同適用範圍。一般認為材料微結構
尺寸的殘留應力對材料本身的強度影響較
大，而連體力學架構下的殘留應力，則對
材料繼續受力後的行為及變形等影響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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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超音波配合聲彈理論所量測的殘留應

力，由於超音波的波長仍遠大於grain大
小，因此屬於連體力學架構下的殘留應
力。在聲彈理論的架構下，如果試體的自
然狀態、及未施加超音波前的起始狀態，
兩者間的關係已知（例如：彈性、彈塑性
等），則試體在起始狀態下已經有的應力
（殘留應力或起始應力），將與材料的三
階彈性係數等有關；而此些三階彈性係數
更同時影響超音波的傳播速度。因此在此
架構下，經由量測超音波傳播速度的差
異，即可以推出殘留應力或起始應力。然
而事實上殘留應力或起始應力對超音波傳
播速度的影響甚小，換句話說，超音波的
速度量測必須十分準確，才可得到可靠的
殘留應力或起始應力大小。由於超音波顯
微鏡可以非常準確的量測出微小尺寸試體
的表面波速，因而深具量測微小尺寸試體
殘留應力或起始應力的潛力[5-7]。然而
試體的自然狀態、及未施加超音波前的起
始狀態，兩者間的關係，究竟該如何模
擬、如何得知、如何驗證，實為此理論可
進一步廣泛應用的最大關鍵，亦是國內外
學者專家多年研究的課題。近年來，亦有
以未施加超音波前初始狀態為基礎的理論
[7]，並推導出類似於聲雙折射關係式之
應力波速(體波)、有效彈-塑性係數(相對
於初始狀態者)及初始應力的等簡化關係
式，進而由波速量測來計算初始應力，如
此可克服傳統的自然狀態問題，然而一直
未見有實驗數據或數值模擬數據的檢驗。 
 

三、 結果與討論 
本年度計畫內容主要分為殘餘應力及

彈性常數兩大部分。殘餘應力部分則包括
理論研究及數值模擬反算，彈性常數部分
包括實驗量測以及數值模擬反算，殘餘應
力的量測將於 91年度進行。  
1. 推導普適性殘餘應力波動理論： 
假定待測物於執行超音波殘餘應力檢

測之前，可先卸除所有外加作用力，亦即
使它處於卸載(unloading)狀態，因而該狀

態之架構 (configuration)祇剩下維持靜力
平衡之殘餘應力場τ0(為Cauchy應力張
量 )，本文稱此狀態為待測物的初始狀
態，其本體為Ω0、邊界為Γ0；對預殘餘
應力材料施予超音波，將使得其內部及表
面產生微小彈性變形而處於動態波動平衡
狀態，此時架構本體為Ω、邊界為Γ，該
狀態就稱為待測物的最終狀態 (final 
state)。 
取空間上任一點O為固定參考直角坐

標系統之原點，x1~x3軸分別為三個相互
正交之坐標軸，相對應的單位向量為
e1~e3，如圖1所示；待測物初始狀態上任
一 質 點 (particle)P0 ， 位 置 向 量 為
X=(X1,X2,X3)。殘餘應力τ0為物體在卸載
狀況下的內部應力，因此滿足自平衡方程
式及邊界條件，即 

τ0
KL,K = 0 於 X∈Ω0            (1) 

τ0
KLn0

K = 0 於 X∈Γ0           (2) 

其中 n0 為Γ0之向外單位正向量(unit out-
ward normal)，下標 K、L=1~3，而下標符
號(.),K= KX∂∂ /(.) 表示對初始狀態坐標 X
之微分，在此忽略徹體力(body force)的影
響。式(1)及(2)構成一靜彈性力學邊界值
問題，它必須再引入應力-應變的關係式
方有可能解出；但是造成殘餘應力的原因
相當複雜，如塑性變形、熱應力、相變或
化學變化等，並不容易找到適當的材料組
成律，以描述殘餘應力-應變的關係[8-
9]。傳統靜態殘餘應力檢測方法，如鑽孔
法等，於應力釋放過程仍採用等向性材料
的線彈力問題求解之，這種等向性材料組
成律假設的合宜性值得斟酌；然而，採用
新的聲彈理論之超音波殘餘應力檢測方
法，卻祇要用到式(1)及/或(2)，可避開對
殘餘應力-應變關係的依賴。 
為符合材料框架不變性原理的要求，

相對於第二類P-K應力的響應泛函 s~需滿
足 

Q s~ (I+2e) fTQT= s~ (I+2QeQT)QfQT  (3) 
因假設超音波引起的位移擾動2e為微小
量，故上式等號二邊的第二類P-K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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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泛函可在c=I附近線性化，忽略h及e
相乘積及其高階項，可得線性化的第一類
P-K應力張量 
     t = s~ (I+2e) [I+hT]  

= s~ (I) + s~ (I) hT+ 2
c
s

∂
∂~

(I)e     (4) 

此組合方程式(4)就可滿足材料框架不變
性及材料對稱性等要求。 
又因待測物卸載後施予超音波將產生

微小超彈性變形，故可存在應變能函數；
在此假設下，式(4)可重表成 

t = τ0+τ0hT+4 2

2 ~

c∂
∂ w

(I) e           (5) 

或以分量形式表成 

tKl = τ0
Kl+τ0

Knul,n+c0
Klmnum,n  

= τ0
Kl+BKlmnum,n                  (6) 

其中  
 BKlmn=τ0

Knδlm+c0
Klmn            (7) 

在此稱 c0
Klmn 為初始彈力常數 (elastic 

moduli of the initial state)，它滿足 

c0
Klmn=c0

lKmn=c0
Klnm=c0

mnKl        (8) 

故最多有21個獨立常數，不為零的常數數
目與材料對稱性種類有關；至於有效常數
(effective constants)BKlmn祇滿足 

BKlmn=BmnKl=BnmlK               (9) 

將組成方程式(6)代入式控制方程
式，可得預殘餘應力材料之位移波動方程
式及邊界條件分別為 

(BKlmnum,n),K = ρ0 &&u l 於 x3 < 0     (10) 
B3lmnum,n = 0 於 x3 = 0          (11) 

當考量無限域體波波動問題時，通常不考
慮邊界條件對波傳的影響，故祇運用式
(10)進行體波波動分析；然而，當考量半
無限域表面波波動問題時，則需同時運用
式(10)及(11)進行表面波波動分析。 
 
2. 體波殘餘應力檢測之正、反算理論： 
假定波動方程式(10)之均勻體波位移

場形式為 

um = amexp[iκ(N•x-Vt)]          (12) 

其中a為振幅向量，κ、ω及V分別為波
數、頻率及波速(關係為κ=ω/V)，N為波
傳方向向量，而 t 為時間。將式(12)代入
式(10)得到連繫波傳速度能ρ0V2、波傳方
向向量N及位移振幅 a 等之波傳條件為 

(Glm-µδlm)am = 0                (13) 
其中 

Glm = NKc0
KlmnNn             (14) 

τ0 = NKτ0
KnNn                (15) 

µ = ρ0V2-τ0                  (16) 
波傳條件式(13)可視為矩陣G之特徵

值問題，其中µ及a分別為其特徵值及特
徵向量(或稱極化向量)。顯然特徵值及極
化向量均與殘餘應力無關，而殘餘應力僅
影響波傳速度V。由於振幅a為任意值，
故可得波傳特徵方程式 

det(Glm-µδlm)=0                (17) 
由應變能函數不等式可確保體波速度能
存在。當然式(17)會得到三個特徵實根
µ1~µ3，使得相對應的特徵速度能為 
   ρ0Vk

2 = τ0+µk , k=1~3            (18) 
其中 V1~V3 就是這三種特徵波傳模式相
對應之波速，而相對應的波傳極化向量
由式(13)的特徵向量 a決定之。 
 
3. 最佳化殘餘應力反算： 
通常許多數學及物理問題可藉由“輸

入”與“輸出”之間的關係來建構未知的“系
統”。所謂系統就是聯繫輸入與輸出的數
學或實體模型，解決由輸入求輸出之問題
稱為正算問題，而解決由輸出求輸入之問
題就稱之為反算問題。以殘餘應力檢測問
題而言，輸入是各不同入射角的超音波，
輸出是波傳速度能或其差值，而系統就是
由殘餘應力及初始彈性模數或組合係數等
所組成來聯繫入射角及波傳速度能之間的
函數關係。以純波傳模式所建構的聲彈雙
折射關係式而言，很簡單就可藉由輸出量
測來獲知欲求的殘餘應力差或絕對值，但
是它們無法獲知系統的函數關係，此乃因
無法獲知全部有關的初始彈性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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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反算問題轉化成最佳化問題。
所謂最佳化殘餘應力檢測問題是先獲得準

波傳量測值ρ0 2)(m
QTU 及ρ0 2)(m

QLU ，接著於尋

優區間搜尋一組可能的材料常數及殘餘應
力。計算出準波傳計算值，而期望猜測的
組合係數能趨使準波傳計算值逼近準波傳
量測值，而使得成本函數 

cost= ∑ −+−
k

m
QL

c
QL

m
QT

c
QT UUUU ])()[(

2
1 22)(02)(022)(02)(0 ρρρρ  (19) 

達成最小化；上述的超音波殘餘應力檢測
之最佳化問題通常是無法求解出確切解的
非適定問題，造成非適定的可能原因是系
統未知變數的開平方項的非線性關係所引
起，故通常以近似的最佳解為此反算問題
的解。 

最佳化殘餘應力檢測問題期望的是能獲得

其整體最佳解，因而傳統可能陷落於局部

最佳解的最佳化方法並不適宜，諸如梯度

下降法(gradient descent)、準 Newton法、
爬山法(hill-climbing)、簡單體法(simplex)
及 類 神 經 網 路 法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不含退火類神經網路(anneall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等。本文採遺傳
算法(genetic algorithm)。 
四、 結論 

本計劃繼續推廣於第一年所發展的

方法，以界面破壞力學為基礎，經由破

壞韌度定義界面黏著力。同時，在此架

構下，只要配合實驗設計及試體設計，

使得試體之裂縫尖端負載狀態與實際構

裝體的裂縫尖端負載狀態相同，則經由

試體所求得的破壞韌度，即可應用於實

際構裝體上。 
本年度的主要工作為採購恆溫恆濕

槽、於採購恆溫恆濕槽中對不同溫度進

行實驗、實驗設計及分析時考慮溫度以

及非線性材料的影響。目前研究工作已

大約如計劃進行完畢，正進一步分析整

理資料中。 

本計劃所建構評估界面黏著強度的

方式，將可預測黏著界面是否可能發生

脫層破壞，以進一步改善或提升界面黏

著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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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預殘餘應力材料初始及最終狀態 
參考坐標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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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測試問題1-1殘餘應力主軸應力差 
     相對誤差與尋優區間上下限及反算 

次數之間之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