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872076.9

(22)申请日 2020.08.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94085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1.17

(66)本国优先权数据

202010581664.7 2020.06.23 CN

(73)专利权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地址 210016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

29号

(72)发明人 王登勇　乐华勇　何斌　张军　

朱增伟　朱荻　

(74)专利代理机构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 32237

专利代理师 韩天宇

(51)Int.Cl.

B23H 1/04(2006.01)

B23H 11/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0605444 A,2019.12.24

CN 105522239 A,2016.04.27

CN 104384643 A,2015.03.04

US 4387287 A,1983.06.07

DE 4307159 A1,1994.09.08

JP H03149136 A,1991.06.25

审查员 周红婵

 

(54)发明名称

回转体表面凸台结构成形的工具电极及其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回转体表面凸台结构成形的工

具电极及其方法，属电解领域。采用回转体工具

电极，电极表面开有不贯穿的窗口，窗口内部仅

侧壁绝缘；底部为导电的凸面结构。在凸台加工

过程中，凸台在即将转入和转出工具电极窗口时

受电极表面圆弧面电场作用，凸台顶部两侧的电

场比凸台中间的电场强，导致凸台两侧材料溶解

量偏多，凸台轮廓呈现中间高两边低。通过将工

具电极窗口底部设计成中间凸面结构，改变凸台

转入工具电极窗口内部时凸台顶部中间的电场，

主动腐蚀凸台顶部，维持凸台顶部材料溶解均

匀；通过将工具电极窗口顶部边缘设计成圆角，

在电场作用下能够有效控制凸台根部圆角的大

小；从而实现凸台高度和凸台轮廓的精确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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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回转体表面凸台结构成形的工具电极，其特征在于：

工具电极（1）为圆环形结构，其窗口（2）为不贯穿的凹腔结构，窗口底部为凸面；凹腔结

构中的窗口的左右两个窗口侧壁（4）与窗口角度中心线（5）平行；且窗口侧壁（4）与工具电

极圆弧面（6）间以窗口外圆角（7）过渡连接；且窗口侧壁（4）与窗口底部凸面（3）以窗口内圆

角（8）过渡连接；其中窗口（2）的深度H是指在角度中心线（5）上，工具电极圆弧面（6）的延长

线和窗口底部凸面（3）之间的距离，凸面高度h是指在角度中心线（5）上，窗口底部凸面（3）

到窗口内圆角（8）公切线之间的距离；

工具电极（1）整体采用导电金属材料，其中窗口侧壁（4）、窗口内圆角（8）处均涂覆有电

绝缘材料。

2.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回转体表面凸台结构成形的工具电极的电解加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工程：

A、运动及供液

加工时工件（9）接电源正极，工具电极（1）接电源负极，工件（9）与工具电极（1）以相同

的角速度W反方向相对旋转；同时工具电极（1）以恒定的速度V沿工件（9）与工具电极（1）连

心线方向进给,进给深度大于目标凸台（10）高度；电解液（11）从工件（9）与工具电极（1）间

的加工区域流过；工件（9）表面材料在电解作用下被逐渐去除，在窗口（2）对应区域形成凸

台（10）；

B、凸台顶部轮廓精确控制

将凸台（10）的凸台顶部（12）分为三个区域，其中顶部中间称为凸台顶部中间区域

（13）,左右两侧分别称为凸台顶部第一区域（14）、凸台顶部第二区域（15）；

当凸台（10）在即将转入窗口（2）时，在工具电极圆弧面（6）的电场作用下，凸台顶部第

一区域（14）材料溶解量大于凸台顶部中间区域（13）材料溶解量，凸台顶部第二区域（15）材

料溶解量小于凸台顶部中间区域（13）材料溶解量；

当凸台（10）转入窗口（2）内部时，在窗口底部凸面（3）的电场作用下，凸台顶部第一区

域（14）、凸台顶部第二区域（15）材料溶解量小于凸台顶部中间区域（13）材料溶解量；

当凸台（10）在即将转出窗口（2）时，在工具电极圆弧面（6）的电场作用下，凸台顶部第

一区域（14）材料溶解量小于凸台顶部中间区域（13）材料溶解量，凸台顶部第二区域（15）材

料溶解量大于凸台顶部中间区域（13）材料溶解量；

控制工具电极（1）窗口底部凸面（3）高度h，确保凸台（10）在即将转入、转入和转出窗口

（2）的过程中，凸台顶部第一区域（14）、凸台顶部第二区域（15）材料溶解量与凸台顶部中间

区域（13）材料溶解量均匀，实现凸台顶部（12）轮廓的精确加工；

C、凸台高度精确控制

随着工具电极（1）不断进给，凸台（10）高度不断增加，凸台顶部（12）距离窗口底部凸面

（3）越小，在窗口底部凸面（3）的电场作用下，凸台顶部（12）表面材料也不断被溶解；在初始

加工间隙的基础上，凸台顶部（12）材料不断进行溶解而加工间隙逐渐达到平衡加工间隙，

凸台顶部（12）材料溶解速度也趋于工具电极进给速度，凸台（10）高度不再继续增加而是与

窗口（2）深度达到平衡，通过控制工具电极窗口（2）的深度H实现凸台（10）高度的可控；

D、凸台圆角控制

在工具电极（1）上的窗口（2）的窗口外圆角（7）的电场作用下，凸台（10）根部位置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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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凸台根部圆角（16），凸台根部圆角（16）的半径值对应于窗口外圆角（7）的半径值，通过调

节窗口外圆角（7）的半径大小实现工件凸台根部圆角（16）的可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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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体表面凸台结构成形的工具电极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回转体表面凸台结构成形的工具电极及其方法，属于电解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电解加工是利用电化学反应快速去除工件材料。与传统机械加工方式相比,电解

加工为非接触加工,在加工过程中无刀具损耗、无残余应力、无冷作硬化、无塑性变形、表面

粗糙度低等优点。因此电解加工适用于薄壁零件、空间复杂曲面以及难切削的高温合金材

料的加工。

[0003] 机匣是航空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类零件，起着支撑转子，固定静子和保护核心内

部结构的作用，多为大型薄壁回转体结构，且表面存在复杂轮廓的凹凸结构。为满足高温、

高压的工作要求，材料多采用高温合金、钛合金等难加工材料。在实际生产中，机匣零件的

加工以传统数控铣削为主，其加工工序繁琐，加工周期长，刀具消耗量大，加工成本高；由于

材料本身较差的机械加工性能，加工过程中的切削力使机匣零件变形严重，加工完成后残

余应力大，工件易变形，需经过复杂的热处理工艺来消除变形。为解决薄壁机匣零件的加工

难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航空发动机薄璧机匣电解加工方法（申请号

201410547093.X 申请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明人朱荻朱增伟王宏睿王登勇），该方法（也

被称为旋印电解加工方法）只使用单一回转体工具电极即可实现复杂型面的一次性加工成

型。与传统的采用多个电极分度、分块、分工步加工的机匣电解加工方式相比，加工工序更

为简单。此方法克服了传统电解加工工具设计困难、需后续去除“进出口痕迹”、加工工件易

变形等问题，实现高效、高质量、低成本电解加工。

[0004] 常规旋印电解工具电极通常采用镂空窗口或内壁全部绝缘的凹腔，凸台表面受到

杂散腐蚀影响，凸台高度往往小于进给深度，凸台高度和顶部轮廓精度难以保证。在专利

“回转体表面凸台结构电解加工双极性电极及其电解加工方法”（申请号  201610022855.3

申请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明人朱增伟朱荻王登勇王宁峰）中，采用双极性电极，通过电

子负载给辅助电极与工件阳极间施加恒定的正电势差，改变加工区凸台表面的电场分布，

消除凸台表面的杂散电流，起到保护凸台表面不受杂散腐蚀的作用。在专利“电解加工中利

用钝化性金属涂层保护非加工工件表面方法”（申请号201410525749.8申请人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发明人王登勇鲍均朱增伟朱荻）中，采用钝化性金属涂层，利用其在钝性电解液中

加工时溶解速度随电流密度增高呈非线性增长的特性，保护非加工区域不受杂散腐蚀的影

响。

[0005] 上述专利中双极性电极和钝化性金属涂层都是通过控制非加工区的杂散腐蚀来

提高旋印电解加工凸台的成型精度，但是具体实施起来比较繁琐，难以实现完全消除杂散

腐蚀，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结构简单的新型电极以提高回转体表面的凸台加工成形精度。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旨在能够通过主动腐蚀回转体表面凸台顶部，实现凸台高度和凸台轮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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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可控，设计一种用于回转体表面凸台成形轮廓控制的工具电极窗口结构及其电解加工

方法。

[0007] 一种回转体表面凸台结构成形的工具电极，其特征在于：工具电极为圆环形结构，

其窗口为不贯穿的凹腔结构，窗口底部为凸面；凹腔结构中的窗口的左右两个窗口侧壁与

窗口角度中心线平行；且窗口侧壁与工具电极圆弧面间以窗口外圆角过渡连接；且窗口侧

壁与窗口底部凸面以窗口内圆角过渡连接；其中窗口的深度H是指在角度中心线上，工具电

极圆弧面的延长线和凸面之间的距离，凸面高度h是指在角度中心线上，凸面到窗口内圆角

公切线之间的距离。工具电极整体采用导电金属材料，其中窗口侧壁、窗口内圆角处均涂覆

有电绝缘材料。

[0008] 利用所述的回转体表面凸台结构成形的工具电极的电解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工程：

[0009] A、运动及供液

[0010] 加工时工件接电源正极，工具电极接电源负极，工件与工具电极以相同的角速度W

反方向相对旋转；同时工具电极以恒定的速度V沿工件与工具电极连心线方向进给,进给深

度大于目标凸台高度；电解液从工件与工具电极间的加工区域流过；工件表面材料在电解

作用下被逐渐去除，在窗口对应区域形成凸台。

[0011]   B、凸台顶部轮廓精确控制

[0012] 将凸台的凸台顶部分为三个区域，其中顶部中间称为中间区域,左右两侧分别称

为第一区域、第二区域；当凸台在即将转入窗口时，在工具电极圆弧面的电场作用下，凸台

顶部第一区域材料溶解量大于中间区域材料溶解量，第二区域材料溶解量小于中间区域材

料溶解量；当凸台转入窗口内部时，在窗口底部凸面的电场作用下，凸台顶部第一区域、第

二区域材料溶解量小于中间区域材料溶解量；当凸台在即将转出窗口时，在工具电极圆弧

面的电场作用下，凸台顶部第一区域材料溶解量小于中间区域材料溶解量，第二区域材料

溶解量大于中间区域材料溶解量；控制工具电极窗口底部凸面高度h，确保凸台在即将转

入、转入和转出窗口的过程中，凸台顶部第一区域、第二区域材料溶解量与中间区域材料溶

解量均匀，实现凸台顶部轮廓的精确加工。

[0013]   C、凸台高度精确控制

[0014] 随着工具电极不断进给，凸台高度不断增加，凸台顶部距离窗口底部凸面越小，在

窗口底部凸面的电场作用下，凸台顶部表面材料也不断被溶解；在初始加工间隙的基础上，

凸台顶部材料不断进行溶解而加工间隙逐渐达到平衡加工间隙，凸台顶部材料溶解速度也

趋于工具电极进给速度，凸台高度不再继续增加而是与窗口深度达到平衡，通过控制工具

电极窗口的深度H实现凸台高度的可控。

[0015]   D、凸台圆角控制

[0016] 在工具电极窗口外圆角的电场作用下，凸台根部位置加工出凸台根部圆角，凸台

根部圆角的半径值对应于窗口外圆角的半径值，通过调节窗口外圆角的半径大小实现工件

凸台根部圆角的可控加工。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1）该发明采用窗口底部带有凸面结构的回转体工具电极，通过利用凸面结构主

动腐蚀凸台顶部，凸台高度达到平衡时，凸台顶部处于大电流密度溶解状态，相较以往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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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下被动的控制杂散腐蚀，能够有效的控制凸台顶部材料的溶解量，从而实现凸台顶部轮

廓的精确可控。

[0019] （2）所使用的回转体工具电极窗口深度等于凸台高度，在电解加工达到平衡时，工

件表面凸台的顶部材料均匀溶解，凸台高度保持不变，能实现凸台高度的可控加工。通过改

变工具电极窗口深度，在同一回转体工具电极上加工不同的窗口，能够满足回转体表面不

同高度凸台的加工。

[0020] （3）所使用的回转体工具电极结构简单、加工方便，通过设计窗口顶部圆角，不仅

可以实现凸台根部圆角的精度控制，还有助于改善加工区域流畅均匀性，在电解加工过程

中具有很好的经济性和实际使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工件与工具电极对转加工示意图；

[0022] 图2是工件与工具电极加工区域示意图；

[0023] 图3是工具电极窗口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凸台即将转入工具电极窗口时，凸台区域的电场分布图；

[0025] 图5是凸台完全转入工具电极窗口时，凸台区域的电场分布图；

[0026] 图6是凸台转出工具电极窗口时，凸台区域的电场分布图；

[0027] 图7是未使用窗口底部带凸面的工具电极，凸台成形仿真结果示意图；

[0028] 图8是使用窗口底部带凸面的工具电极，凸台成形仿真结果示意图；

[0029] 图中标号名称：1、工具电极，2、窗口，3、窗口底部凸面，4、窗口侧壁，5、窗口角度中

心线，6、工具电极圆弧面，7、窗口外圆角，8、窗口内圆角，9、工件，10、凸台，11、电解液，12、

凸台顶部，13、凸台顶部中间区域14、凸台顶部第一区域，15、凸台顶部第二区域，16、凸台根

部圆角。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实施过程

[0031] 如图1所示，加工时工件接电源正极，工具电极接电源负极，工件与工具电极以相

同的角速度W反方向相对旋转，同时工具电极以恒定的速度V沿工件与工具电极连心线方向

进给，进给深度大于目标凸台高度。

[0032] 如图2、3所示，工具电极为圆环形结构，其窗口为不贯穿的凹腔结构，窗口侧壁与

窗口角度中心线平行，窗口侧壁与工具电极圆弧面以圆角过渡连接，窗口底部为凸面，窗口

侧壁与窗口底部凸面以圆角过渡连接。工具电极整体采用导电金属材料，窗口侧壁和窗口

底部圆角涂覆电绝缘材料。

[0033] 图4、5、6分别为凸台即将转入、完全转入、转出工具电极窗口时凸台区域的电场分

布图，当凸台在即将转入和转出窗口时，在工具电极圆弧面的电场作用下，凸台顶部两侧区

域材料溶解量大于凸台顶部中间区域材料溶解量；当凸台转入窗口内部时，在窗口底部凸

面的电场作用下，凸台顶部两侧区域材料溶解量小于凸台顶部中间区域材料溶解量；通过

调节凸面高度h保证凸台在即将转入、转入和转出窗口过程中，凸台顶部两侧区域材料溶解

量与凸台顶部中间区域材料溶解量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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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随着工具电极不断进给，凸台高度不断增加，凸台顶部距离窗口底部凸面越小，在

窗口底部凸面的电场作用下，凸台顶部表面材料也不断被溶解，当凸台顶部与窗口底部凸

面距离小至一定值时，凸台高度不再继续增加而是与窗口深度H达到平衡，凸台高度等于工

具电极窗口的深度H。

[0035] 在工具电极上的窗口顶部的圆角的电场作用下，凸台根部位置加工出圆角，圆角

的半径值对应于窗口顶部圆角的半径值R。

[0036] 图7所示为在工具电极窗口深度H=3.9mm，窗口顶部圆角R=0.1mm，未使用窗口底部

带凸面结构的工具电极的凸台成形仿真示意图，可以看出最终加工完成后凸台顶部两侧区

域材料溶解量大于凸台顶部中间区域材料溶解量，凸台成形质量较差。

[0037] 图8所示为在工具电极窗口深度H=3.9mm，窗口顶部圆角R=0.1mm，使用窗口底部凸

面高度h=1.5mm的工具电极的凸台成形仿真示意图，可以看出最终加工完成后凸台顶部材

料溶解均匀，表面较为平整，极大的提高了凸台成形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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