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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 明属于特种复合加工领域 ，尤其是 电化学放 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 的装置和方

法 。

背景技术

以玻璃为代表 的绝缘硬脆材料 ，具有高硬度 、耐化学腐蚀 、透 明和 良好 的生物相容

性等优 良属性，在微机 电系统中的微加速器 、微反应器 、微型泵 、医疗器械和光学系统

中应用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一些复杂、恶劣或极端 的工作环境 中，对微小器件的耐腐蚀 、

耐高温 、耐磨损等性能要求十分严格 ，如果部分换用绝缘硬脆材料加工的零件 ，就能很

好 的解决腐蚀 问题 。在 日常生活 中，对玻璃类零件 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苹果手机上的 Touch

ID 传感器和后置摄像头 以及显示屏都使用 了蓝宝石玻璃制造 ，其成分类似钢玉，比普通

玻璃硬度更高，有着很好 的热特性和介 电特性 ，其在军用红外和空间技术装备方面也取

得广泛地应用 。虽然绝缘透 明硬脆材料在 MEMS 领域 的应用具有很大的优势，但 由于它

们 的硬脆性使得加工工艺性低下，传统加工工艺很能难对其进行高效微细加工 。

目前对于绝缘透 明硬脆材料加工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主要有激光加工和 电化学放

电加工 。激光加工和 电化学放 电加工都属于特种加工方式，又各有特点。激光加工 以高

能量 的光束作为加工能源 ，脉冲宽度可 以从纳秒级到飞秒量级；峰值功率可 以达到数百

兆瓦，它通过光路传输聚焦于工件表面时会产生独特 的光 、热、力等非线性效应 。电化

学放 电加工是利用工具 电极表面发生 电化学反应形成气膜层 ，使 电极与溶液之间短期绝

缘 ；当工具 电极和工作液之间电位差不断增大至击穿气膜 的放 电电压时，发生火花放 电，

所产生的瞬间高温和冲击波作用于玻璃类绝缘材料表面 ，使材料被热蚀去除。

国内外对绝缘硬脆材料 的微加工技术的研究，也提 出了一些复合加工方法 ，主要是

基于激光加工或 电化学放 电加工其 中之一，再辅助旋转 、振动 、充气或磨削等方法 。

经过对现有 的技术检索发现 ，公开号为 CN2342925Y 的中国专利公开 了一种非导 电

材料超声 电解放 电复合加工装置 ，其在 电化学放 电加工系统中引入超声振动装置 ，实现

电化学放 电加工与超声加工的复合加工，该方法提高了加工效率 ，但是在其加工过程 中

由于机械力的频繁作用，容易导致被加工材料表面 出现微裂纹 以及加工工具的快速损耗 。

申请号为 200410023547.X 的中国专利提供 了一种非导 电超硬材料 电火花磨削复合加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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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用导电磨轮和一个辅助电极之间的火花放电蚀除材料，辅以机械磨削作用去除碳

化和变质层。该方法提高了试样被加工表面的加工精度，但是由于导电磨轮尺寸的限制，

该方法不适合于加工微孔等尺寸很小的形貌。学者郭永丰等在 " 非导电材料的电化学电

火花复合加工工艺研究" 一文中提出了一种采用物理充气辅助电化学放电加工的方法，

通过物理充气在管形工具电极端面和电解液之间持续充入少量气体，以弥补仅靠电解产

生气体的不足，该方法增强了生成气膜的稳定性， 提高了加工效率，但是由于充气的需

要，工具电极必须带有通孔，增大了电极的尺寸，因而限制了该方法在微小尺寸加工中

的运用。

发明内容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装

置和方法，通过将激光和电化学放电两种能量复合，来增强加工区域能量密度，提高玻

璃类绝缘透明硬脆材料的刻蚀加工效率和表面质量，可用于加工微小尺寸的试样。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手段实现上述技术 目的的。

一种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将透明硬脆的试样、辅助电极和工具电极下部置于电解液中，工具电极与电源负极

相连、位于所述试样上方，辅助电极与电源正极相连，通电时，所述辅助电极与所述工

具电极在电解液中形成电化学放电回路；

激光光束经聚焦后由试样下方经过试样在试样上表面产生焦点，进而形成冲击应力

和空化应力作用于试样表面，所述工具电极下端位于所述焦点处；

通过设定所述试样的运动路径对所述试样进行持续加工。

进一步，所述工具电极上方设有力传感器，所述力传感器用于实时检测所述工具电

极与所述试样的接触力大小。

进一步，所述试样为玻璃，所述辅助电极为石墨电极，所述工具电极为碳化钨电极，

所述电解液为碱性溶液。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激光光束的波长为 532 nm，脉宽为 10 ns，频率 0-100 KHz ，单

脉冲激光能量为 0~1 mJ。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装置，包括激光加工系统、运

动控制系统和电化学放电加工系统；

所述激光加工系统包括激光器、反射镜和聚焦透镜，所述反射镜用来改变激光器发

出的脉冲激光光束的光路，所述聚焦透镜用来将脉冲激光光束聚焦产生焦点；



所述运动控制系统包括计算机 、运动控制卡、电化学加工放 电装置和三坐标数控平

台，所述计算机与所述运动控制卡相连 ，所述运动控制卡与所述 电化学加工放 电装置和

三坐标数控平 台分别连接 ，所述计算机通过控制所述运动控制卡进而控制所述 电化学加

工放 电装置和三坐标数控平 台运动 ；

所述 电化学放 电加工系统包括辅助 电极、工具 电极、工作腔 、示波器 、电流探头和

可调脉冲 电源 ，所述工具 电极固定安装在所述 电化学加工装置上 ，所述工作腔 内盛有 电

解液 ，所述工具 电极的底部与辅助 电极在 电解液 中，所述辅助 电极与所述可调脉冲 电源

的正极相连 ，所述工具 电极与所述可调脉冲 电源的负极相连 ；

所述工作腔 固定于所述三坐标数控平 台上 ，所述工作腔底部及夹具设有通孔 ，试样

固定于所述夹具的通孔处 ，所述试样和所述夹具位于 电解液 中，所述工具 电极与所述激

光加工系统分别位于所述试样 的上方和下方 ，所述工具 电极底端与所述激光光束在试样

表面产生的焦点位置相对应 。

进一步，所述试样与所述夹具、所述夹具与所述工作腔之间分别设有密封 圈。

进一步 ，所述运动控制系统还包括力传感器 ，所述力传感器位于所述 电化学放 电加

工装置与所述工具 电极之 间，所述力传感器与所述计算机相连 ，所述力传感器将力信号

传递给计算机 。

进一步 ，所述装置还包括示波器和水听器 ，所述示波器分别与所述水听器和所述辅

助 电极相连 ，所述示波器用于显示所述水听器和所述辅助 电极传递 的信号。

进一步 ，所述装置还包括热成像仪和高速摄像机 ，所述热成像仪位于所述试样斜上

方 ，所述热成像仪用于检测加工过程 中试样表面温度 ，所述高速摄像机位于所述试样一

在上述方案 中，所述可调脉冲 电源 的电压 0~60 V ，频率 l~5000 Hz，占空比 0~100% 。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

( 1) 将激光束从下方 引入 电化学放 电刻蚀加工系统中，为 电化学放 电的电极进给提

供 了空间条件 ，使激光能量和火花放 电分别从上下两个方 向协 同作用于工件上，保证 了

两种能量 的高效复合 ，提高了加工区域 的能量密度 ，加快 了被加工试样 的蚀除速度 。

(2) 在加工过程 中，由激光辐照作用可生成大量气泡 ，并与工具 电极处 电化学反应

所产生的气泡融合 ，增大 了工具 电极外层形成气膜 的速度和稳定性，使得 电化学放 电加

工过程更加稳定，提高了加工速率 。

(3) 引入力反馈系统，通过将工具 电极和试样接触力与参考力进行 比较 ，进而控制



试样的进给以及回退，避免了工具电极和试样接触力过大而造成工具电极变形或断裂，

也可以保证加工时试样不会因为接触力过大而发生破裂或产生表面裂纹，提高了被加工

试样的表面质量；工具电极的回退，使得工具电极和试样之间留有一定的间隙，有利于

加工区域溶液的进入，保证了电化学放电的稳定性，提高了加工效率。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发明所述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明所述夹具局部放大图。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1-计算机，2-运动控制卡，3-辅助电极，4-水听器，5-工具电极，

6-力传感器，7-电化学放电加工装置，8-热成像仪，9-试样，10-工作腔，11-高速摄像机，

12-激光器，13-反射镜，14-聚焦透镜，15-夹具，16-三坐标数控平台，17-示波器，18-电

流探头，19-可调脉冲电源，20-上密封圈，21- 下密封圈。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

限于此。

如图 1 所示的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装置，包括激光加工系统、运动控

制系统和电化学放电加工系统，将加工试样 9 固定于夹具 15 的通孔处，其中试样 9 与夹

具 15 之间装有上密封圈 20，夹具 15 下方与工作腔 10 之间装有下密封圈 2 1，工作腔 10

内盛有碱性电解液，工作腔 10 固定于 X-Y-Z 三坐标数控平台 16 的 Z 轴上，试样 9 随三

坐标数控平台 16 单轴或多轴联动。

激光器 12 输出的为脉冲激光，激光波长 532nm ，脉宽 10ns，频率 0-lOOkHz, 单脉

冲激光能量 0~lmJ ，脉冲激光光束经反射镜 13 改变方向后，由聚焦透镜 14 将能量汇聚，

由试样 9 下方穿过试样 9 在试样与电解液界面聚焦，激光能量达到一定值后，击穿电解

液产生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吸收激光能量向外膨胀，形成冲击应力和空化应力，直接作

用于试样 9 表面，实现材料去除。

工具电极 5 夹紧在电化学放电加工装置 7 的主轴上，工具电极为钨电极，电化学放

电加工装置 7 主轴转速为 0~5000rpm 可调，由电化学放电加工装置 7 带动工具电极 5 运

动，工具电极 5 的底端浸于可导电的电解液中，并定位于激光焦点的正上方；将可调脉

冲电源 19 负极连接工具电极 5，正极连接辅助电极 3，辅助电极 3 采用石墨电极，电极

两端由可调脉冲电源 19 加载电压，可调脉冲电源的电压 0~60 V ，频率 l~5000 H z，占空



比 0~100% ，工具 电极 5 表面 由电解反应生成氢气泡 ，随着载入 电压 的升高，生成氢气泡

的量 随之增加 ，当载入 电压达到或超过 临界 电压时，气泡就会相互结合形成气层并包裹

住工具 电极 5，将工具 电极 5 和 电解液之 间形成短时绝缘 ，因此工具 电极 5 和 电解液之

间会产生 电势差形成 电场 ，当场强超过 临界值 时，引起 点击 穿，产生火花放 电，作用于

试样 9 表面 ，实现材料去除。激光能量和火花放 电分别从上下两个方 向协 同作用于工件

上 ， 由激光辐照作用造成焦 点处产生 的大量气泡 ，与 电化学反应所产生 的气泡融合 ，增

强 了电化学放 电形成气膜 的稳定性 ，保证 了两种能量 的高效复合 ，提高 了加工 区域 的能

量密度 ，加快 了被加工试样 的蚀 除速度 。

计算机 1 内载入数控程序 ，计算机 1 根据程序输 出指令给运动控制卡 2，运动控制

卡 2 控制 X-Y-Z 三坐标数控平 台 16 运行 ，加工过程 中试样 9 随 X-Y-Z 三坐标数控平 台

16 沿程序设定 的路径运动 ，而保持激光焦 点和工具 电极位置不变 ，由激光和 电化学放 电

复合作用刻蚀试样 。

工具 电极 5 和 电化学放 电加工装置 7 之 间安装力传感器 6，实时检测工具 电极 5 和

试样 9 接触力大小 ，由力传感器 6 将力信号传给计算机 1，计算机将接触力与参考力进

行 比较 ，进而控制试样 9 的进给 以及 回退 ；当接触力小于所述参考力时，试样 9 按 照设

定程序进给 ；当所述接触力超过所述参考力时，试样 9 沿反方 向回退 ，回退距离 10~20 µηι，

并停 留 0.5s ，然后再次进给 ，重复上述步骤 ，直至程序结束 。

加工过程 中，水听器 4 检测加工 区域激光和火花放 电产生 的热力冲击信号并传输到

示波器 17，显示波形状态 ；由热成像仪 8 检测加工 区域 的热场分布 ；由高速摄像机 11

观察工具 电极 5 处气泡 向气层转变 的动态过程 ；同时 电路 中使用 电流探头 18 采集加工过

程 中火花放 电的脉冲信号并传输到示波器 17，检测脉冲 电流 的大小 、频率等信息 。

所述实施例为本发 明的优选 的实施方式 ，但本发 明并不 限于上述实施方式 ，在不背

离本发 明的实质 内容 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做 出的任何显而易见 的改进 、替换

或变型均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将透明硬脆的试样、工具电极下部和辅助电极置于电解液中，工具电极与电源负极相

连、位于所述试样上方，辅助电极与电源正极相连，通电时，所述辅助电极与所述工具电

极在电解液中形成电化学放电回路；

激光光束经聚焦后由试样下方穿过试样在试样上表面产生焦点，进而形成冲击应力和

空化应力作用于试样表面，所述工具电极下端位于所述焦点处；

通过设定所述试样的运动路径对所述试样进行持续加工。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

工具电极上方设有力传感器，所述力传感器用于实时检测所述工具电极与所述试样的接触

力大小。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试样为玻璃，所述辅助电极为石墨电极，所述工具电极为碳化钨电极，所述电解液为碱性

溶液。

4、如权利要求 1~3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激光光束的波长为 532 nm，脉宽为 10 ns，频率 0~100 KHz ，单脉冲激光能

量为 0~1 mJ。

5、一种电化学放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激光加工系统、

运动控制系统和电化学放电加工系统；

所述激光加工系统包括激光器、反射镜和聚焦透镜，所述反射镜用来改变激光器发出

的脉冲激光光束的光路，所述聚焦透镜用来将脉冲激光光束聚焦产生焦点；

所述运动控制系统包括计算机、运动控制卡、电化学加工放 电装置和三坐标数控平

台，所述计算机与所述运动控制卡相连，所述运动控制卡与所述电化学加工放电装置和三

坐标数控平台分别连接，所述计算机通过控制所述运动控制卡进而控制所述电化学加工放

电装置和三坐标数控平台运动；

所述电化学放电加工系统包括辅助电极、工具电极、工作腔、示波器、电流探头和可

调脉冲电源，所述工具电极固定安装在所述 电化学加工装置上，所述工作腔内盛有电解

液，所述工具电极的底部与辅助电极在电解液中，所述辅助电极与所述可调脉冲电源的正

极相连，所述工具电极与所述可调脉冲电源的负极相连；



所述工作腔 固定于所述三坐标数控平 台上，所述工作腔底部及夹具设有通孔 ，试样 固

定于所述夹具的通孔处，所述试样和所述夹具位于 电解液 中，所述工具 电极与所述激光加

工系统分别位于所述试样 的上方和下方 ，所述工具 电极底端与所述激光光束在试样表面产

生的焦点位置相对应 。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电化学放 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

试样与所述夹具、所述夹具与所述工作腔之间分别设有密封 圈。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电化学放 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

运动控制系统还包括力传感器 ，所述力传感器位于所述 电化学放 电加工装置与所述工具 电

极之间，所述力传感器与所述计算机相连 ，所述力传感器将力信号传递给计算机 。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电化学放 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

装置还包括示波器和水听器 ，所述示波器分别与所述水听器和所述辅助 电极相连 ，所述示

波器与所述辅助 电极之间设有 电流探头，所述示波器用于显示所述水听器和所述辅助 电极

传递 的信号。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电化学放 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

装置还包括热成像仪和高速摄像机 ，所述热成像仪位于所述试样斜上方 ，所述热成像仪用

于检测加工过程 区域 的热场分布 ，所述 高速摄像机位于所述试样一侧 ，用于观察 电解过

程 。

10、如权利要求 5~9 中任意一项所述 的电化学放 电与激光复合加工材料 的装置 ，其特

征在于，所述可调脉冲 电源 的电压 0~60 V ，频率 l~5000 Hz， 占空比 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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