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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复

合抛光用柔性线电极组件与方法。其主要特征在

于：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用

柔性线电极为两根柔性丝螺旋缠绕而成，其中，

一根为绝缘柔性丝，另一根为导电阴极丝，且绝

缘柔性丝直径大于导电阴极丝，导电阴极丝位于

绝缘柔性丝形成的螺旋沟槽内，使导电阴极丝与

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不发生接触短路；抛光时，

柔性线电极在微小金属流道里做往复运动，混有

磨粒的电解液经增压泵从微小金属流道的一端

流入，从另一端流出，利用电化学作用和高速运

动磨粒的微切削作用对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进

行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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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复合抛光用柔性线电极组件，其特征在于：

包括柔性线电极和电极夹持装置（6）；

上述柔性线电极（1）由一根导电阴极丝（2）和一根绝缘柔性丝（3）相互螺旋缠绕而成，

可随微小金属流道（4）形状任意弯曲；绝缘柔性丝（3）的直径大于导电阴极丝（2）的直径，导

电阴极丝（2）位于绝缘柔性丝（3）形成的螺旋沟槽内；其中导电阴极丝（2）为柔性金属丝；绝

缘柔性丝（3）为非导电材料软丝；

上述电极夹持装置（6）包括依次连接的管道接头（11）、往复环（13）和基座（14）；其中管

道接头（11）用于连接输送磨粒电解液的高压管；基座（14）用于固定于夹具（8）上；其中管道

接头（11）内还安装有夹持环（12）；夹持环（12）开设有中心夹持孔，还开设有磨粒电解液流

入孔（15）；管道接头（11）与夹持环（12）之间通过楔形结构配合使夹持环（12）的夹持孔夹紧

柔性线电极（1）第一端；管道接头（11）、往复环（13）和夹持环（12）可做相对于基座（14）的轴

向往复运动。

2.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复合抛光用柔性线电极组件的微小金属流

道内表面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过程：

用电极夹持装置（6）夹持住柔性线电极（1）；

导电阴极丝（2）接电源（7）负极，微小金属流道（4）接电源（7）正极；

上述柔性线电极（1）随夹持环（12）做往复运动，且其往复运动幅度大小与导电阴极丝

（2）的螺距相等，使微小金属流道（4）内表面各处的电流密度和电荷转移量在宏观上保持动

态一致；

混有磨粒（9）的电解液（5）经增压泵、高压管和夹持环（12）的磨粒电解液流入孔（15）注

入微小金属流道（4），高速运动的磨粒（9）刮擦去除微小金属流道（4）内表面凸起处的钝化

膜（10），实现对微小金属流道（4）内表面的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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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复合抛光用柔性线电极组件与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流道内壁表面抛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

复合抛光用柔性线电极组件与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技术近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种制造技术可以实现传统工艺难以或无

法加工的复杂结构的制造，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应用上具有极大的优势。结合3D打印技术对

零件进行一体化设计制造，有效简化了生产工序，缩短了制造周期。但同时3D打印技术作为

一种相对较新的制造技术，还存在着诸如成形件的成形精度有限，表面粗糙度相对较大等

问题。对于微小金属流道工件，粗糙的表面会增加流体运动阻力，带来尺寸误差、多余物等

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对成形零件表面进行后续抛光处理。

[0003] 采用3D打印加工的微小金属流道件，其管壁较薄，一般在3mm左右，内壁表面原始

粗糙度较大，部分悬垂面可达1mm，流道直径较小，一般在5‑10mm之间，且流道形状弯曲复

杂，例如L形、U形、T形和阶梯形等流道形状。

[0004] 目前最常见的抛光技术有传统机械抛光、化学抛光、磨料流抛光、电化学抛光等

等。采用固结磨料或游离磨料的传统机械抛光技术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并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但其抛光效率较低、工序较多，尤其对于微小流道这种尺寸较小、深径比较大且曲面类

零件加工困难；化学抛光设备简单、成本低、不受工件形状的限制，但存在加工精度难以控

制、易产生有毒气体损害人体污染环境的问题；磨料流抛光效率较高，且由于流体的灵活性

和仿形性，特别适用于交叉通道和异型曲面等，但磨料流在封闭流道内往复运动，加工产物

无法排出，易导致加工好的表面二次损伤，且加工后的外观表面具有方向性纹理；电化学抛

光不受加工材料的硬度和强度限制，且抛光过程没有接触力，因此不会在零件表面产生额

外的残余应力，同时加工表面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和光洁度，但电解抛光表面必须预加工

到比较低的粗糙度，否则很难获得高的抛光质量。

[0005] 上述抛光工艺所存在的固有弊端使其很难对微小金属流道这类结构件进行抛光

处理，而在电解液中混入游离磨粒，将电化学作用和机械作用结合起来，对于微小金属流道

这类结构表面的抛光具有明显的优势，磨粒电化学复合抛光零件表面质量好，加工效率高，

且不受材料的硬度和强度的限制。加工过程中，大部分材料由电化学作用去除，磨粒的微切

削作用主要用来去除表面凸起区域的钝化膜。并且由于磨粒是混在电解液中的，不管多么

复杂的结构表面，都可以轻易到达普通工具无法接触的地方，对表面进行抛光处理，在复杂

构件表面抛光的可达性方面优势明显。

[0006] 但目前针对此工艺方法和工件结构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没有较为理想的电极形式

可以直接应用在微小金属流道这类管壁较薄、内径较小、形状弯曲复杂的结构件表面的电

化学机械复合抛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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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针对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的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提供一种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

复合抛光用柔性线电极组件与方法。

[0008] 该柔性线电极由一根导电阴极丝和一根绝缘柔性丝相互螺旋缠绕而成，可随微小

金属流道形状任意弯曲；导电阴极丝为柔性金属丝，绝缘柔性丝为PVC软丝；绝缘柔性丝的

直径大于导电阴极丝的直径，导电阴极丝位于绝缘柔性丝形成的螺旋沟槽内，有效避免了

导电阴极丝与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直接接触，防止短路；绝缘柔性丝与导电阴极丝可根据

待抛光流道的粗糙度调整两者的直径比，当待抛光流道粗糙度较大时采用大直径比，反之，

当待抛光流道粗糙度较小时采用小直径比。

[0009] 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用组件，包括柔性线电极和电极夹持装置。其中电极夹持装

置包括依次连接的管道接头、往复环和基座；其中管道接头用于连接输送磨粒电解液的高

压管；基座用于固定于夹具上；其中管道接头内还安装有夹持环；夹持环开设有中心夹持孔

用来夹持柔性线电极，还开设有磨粒电解液流入孔；管道接头与夹持环之间通过楔形结构

配合使夹持环的夹持孔夹紧柔性线电极第一端；管道接头、夹持环和往复环在外部运动机

构的带动下做相对于基座的轴向往复运动。

[0010] 利用所述线电极系统的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过程：用电极夹持装置夹持住柔性线电极；导电阴极丝接电源负极，微小金属流

道接电源正极；上述柔性线电极随夹持环做往复运动，且其往复运动幅度大小与导电阴极

丝的螺距相等，使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各处的电流密度和电荷转移量在宏观上保持动态一

致；混有磨粒的电解液经增压泵、高压管和夹持环的磨粒电解液流入孔注入微小金属流道，

高速运动的磨粒刮擦去除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凸起处的钝化膜，实现对微小金属流道内表

面的整平。

[0011] 柔性线电极随电极夹持环做往复运动，且其往复运动幅度大小与导电阴极丝的螺

距相等，使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各处的电流密度和电荷转移量在宏观上保持动态一致，有

效避免了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发生过抛或欠抛现象。

[0012] 采用钝化型电解液，使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形成一层钝化膜，混有磨粒的电解液

经增压泵、高压管和夹持环的磨粒电解液流入孔注入微小金属流道，高速运动的磨粒刮擦

去除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凸起处的钝化膜，实现对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的整平。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1、本发明提出的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用柔性线电极是由一

根导电阴极丝和一根绝缘柔性丝相互螺旋缠绕而成，具有良好的仿形功能，可随微小金属

流道形状任意弯曲，满足不同的弯曲复杂流道结构。

[0015] 2、抛光过程中，具有一定压力的磨料电解液流在微小金属流道中对柔性线电极有

一定的约束力，使柔性线电极位于中心轴线附近，且柔性线电极做往复运动，其往复幅度大

小与导电阴极丝螺距相等，使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各处的电流密度和电荷转移量在宏观上

保持动态一致。

[0016] 3、绝缘柔性丝的直径大于导电阴极丝的直径，且两者的直径可调，导电阴极丝位

于绝缘柔性丝形成的螺旋沟槽内，且两者位于流道中心轴线附近，避免了导电阴极丝与流

道内表面直接接触发生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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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用柔性线电极示意图；

[0018] 图2为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装置示意图；

[0019] 图3为柔性线电极夹持装置示意图；

[0020] 图4为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过程示意图；

[0021] 其标号名称分别为：1、柔性线电极，2、导电阴极丝，3、绝缘柔性丝，4、微小金属流

道，5、电解液，6、电极夹持装置，7、电源，8、夹具，9、磨粒，10、钝化膜，11、管道接头，12、夹持

环，13、往复环，14、基座，15磨粒电解液流入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以流道内径5mm，壁厚3mm的U形金属流道作为待抛光工件为例，结合附图对本

发明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23] 根据图1所示，微小金属流道内表面电化学机械复合抛光用柔性线电极1是由一根

导电阴极丝2和一根绝缘柔性丝3相互螺旋缠绕而成，可随微小金属流道4形状任意弯曲，绝

缘柔性丝3的直径大于导电阴极丝2的直径，绝缘柔性丝3为0.8mm的PVC软丝，导电阴极丝2

为0.2mm的钨丝，从而导电阴极丝2位于绝缘柔性丝3形成的螺旋沟槽内，使导电阴极丝2与

微小金属流道4内表面不发生接触短路，导电阴极丝2和绝缘柔性丝3的直径和螺距可根据

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0024] 根据图2所示，抛光时，微小金属流道4通过夹具8固定于试验平台上，柔性线电极1

穿过微小金属流道4，一端固定于电极夹持装置6上，另一端为自由端，微小金属流道4作为

工件接电源7正极，柔性线电极1接电源7负极，混有磨粒9的电解液5经增压泵后以一定的压

力经高压管和电极夹持装置6注入微小金属流道4中，电解液5对柔性线电极1的约束力使得

柔性线电极1位于微小金属流道4中心轴线附近。

[0025] 根据图3所示，电极夹持装置6包括管道接头11、夹持环12、往复环13和基座14四部

分。基座14通过螺钉固定于夹具8上，管道接头11连接输送电解液5和磨粒9的高压管，夹持

环12开有四个大小相同的通孔，电解液5和磨粒9经此流过，中间小孔用来夹持柔性线电极

1。管道接头11与夹持环12之间为楔形结构接触，管道接头11与往复环13为螺纹连接，拧动

管道接头11，使其向右运动，管道接头11给夹紧环12以一定压力，使夹持环12中间的小孔夹

紧柔性线电极1第一端。管道接头11、夹持环12和往复环13通过螺纹固定在一起，在外部往

复运动机构的作用下做往复运动，从而带动柔性线电极1在微小金属流道4中做往复运动，

控制往复运动机构，使其往复运动幅度大小与柔性线电极1的螺距保持一致。

[0026] 根据图4所示，微小金属流道4内表面在钝化型电解液和所施加的钝化区电压作用

下，生成一层钝化膜10，流道表面凸起处钝化膜较薄，表面凹陷处钝化膜较厚，钝化膜10相

对基体较软，电解液5中的磨粒9以一定速度刮擦微小金属流道4内表面，凸起处的钝化膜被

去除，使基体材料裸露出来，随后生成新的钝化膜10，生成钝化膜和磨粒刮除凸起处的钝化

膜这两个过程周而复始的交替进行，直到将微小金属流道4内表面抛光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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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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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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