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730223.9

(22)申请日 2020.07.27

(71)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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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栋　郭建伟　朱荻　

(74)专利代理机构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 32237

代理人 韩天宇

(51)Int.Cl.

B23H 3/00(2006.01)

B23H 3/10(2006.01)

 

(54)发明名称

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

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

盘电解加工装置及方法，分别向叶片的叶盆、叶

背、进气边和排气边供给电解液，属于电解加工

领域。该夹具体上设有主供液流道和辅助供液流

道。主供液流道包括叶背流道和叶盆流道，分别

为叶背和叶盆加工区供给电解液，其进液口设置

在叶背阴极的背面和叶盆阴极的背面；辅助供液

流道包括进气边流道和排气边流道，分别为叶片

进气边和排气边加工区供给电解液，其进液口设

置在叶片毛坯进气边的上方和排气边的下方。叶

背阴极、叶盆阴极、整体叶盘工件和该夹具体形

成一个密闭的、各流道内电解液独立控制的流场

模式。本发明的关键在于对叶片全轮廓供液，改

善加工区流场均匀性，提高进排气边的加工稳定

性和重复精度，实现整体叶盘全轮廓型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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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包括夹具体、阴极体、电解液流道，

其特征在于：

上述夹具体由夹具前盖（8）、夹具前上盖（17）、夹具前下盖（4）、夹具后盖（10）、叶背挡

水块（3）、叶盆挡水块（22）、进气边进液口法兰（15）、排气边进液口法兰（5）、夹紧装置（2）组

成；夹具前盖（8）和夹具后盖（10）两侧相向设置阴极体通道（9）；夹具前盖（8）分别和夹具后

盖（10）、夹具前上盖（17）、夹具前下盖（4）通过固定装置连接；夹具前盖（8）上设置整体叶盘

工件放置台（21）；叶盆挡水块（22）和叶背挡水块（3）分别通过固定装置与整体叶盘工件放

置台（21）连接；进气边进液口法兰（15）通过固定装置与夹具前上盖（17）连接；叶背挡水块

（3）通过固定装置与夹具前盖（8）和夹具前下盖（4）连接；

上述阴极体安装于加工腔（24）内，由叶背阴极（18）、叶盆阴极（19）、叶背阴极杆（7）、叶

盆阴极杆（13）组成；叶背阴极杆（7）的端部和叶盆阴极杆（13）的端部分别通过阴极体通道

（9）相向伸入加工腔（24）内；叶背阴极杆（7）和叶盆阴极杆（13）分别与叶背阴极（18）和叶盆

阴极（19）固定段的后端面连接；叶背阴极（18）由叶背阴极固定段（26）和叶背阴极加工段

（25）构成；叶盆阴极（19）由叶盆阴极固定段（20）和叶盆阴极加工段（23）构成；叶背阴极加

工段（25）中叶背型面（35）的背面为第一侧面（28），叶盆阴极加工段（23）中叶盆型面（34）的

背面为第二侧面（27），叶背阴极固定端（26）的背面为第三侧面（29），叶盆阴极固定端（20）

的背面为第四侧面（30）；叶背阴极型面（35）和叶盆阴极型面（34）根据叶片的扭曲情况设

计，型面为不规则曲面；

叶盆阴极（19）、叶背阴极（18）、整体叶盘工件（1）与夹具体之间的间隙形成电解液流

道；上述夹具后盖（10）上设置有叶背流道进液口（12）和叶盆流道进液口（14）；夹具前上盖

（17）上设置有进气边进液流道（16），与加工腔（24）的相交口位于叶片毛坯上方；夹具前下

盖（4）上设置有排气边进液流道（6），与加工腔（24）的相交口位于叶片毛坯（31）下方；

该电解加工装置还包括将夹具体和整体叶盘工件（1）夹紧和固定的夹紧装置；

上述电解液流道共有四个，分别为叶背、叶盆、进气边、排气边加工区输送电解液；

第一路电解液由叶背流道（12）流入叶背阴极的第一侧面（28），并绕叶背阴极（18）前端

面的加工间隙进入叶背加工间隙；

第二路电解液由叶盆流道（14）流入叶盆阴极的第二侧面（27），并绕叶盆阴极（19）前端

面的加工间隙进入叶盆加工间隙；

第三路辅助电解液由夹具前上盖（17）的进气边进液流道（16）进入加工腔（24）；

第四路辅助电解液由夹具前下盖（4）的排气边进液流道（6）进入加工腔（24）。

2.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

整体叶盘工件放置台（21）与叶盆阴极杆（13）和叶背阴极杆（7）之间具有使叶盘工件倾斜放

置的角度。

3.利用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过程：

四个流道，分别为叶背、叶盆、进气边、排气边加工区输送电解液；

上述四路电解液在叶背阴极加工段（25）和叶盆阴极加工段（23）根部的加工区交汇，交

汇后的电解液流向叶背阴极和叶盆阴极的第三侧面（29）、第四侧面（30），经夹具后盖（10）

的出液口（11）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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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盆阴极（19）和叶背阴极（18）在叶背阴极杆（7）和叶盆阴极杆（13）的驱动下相对进

给，实现叶片全轮廓加工；

加工完毕，阴极后退到安全距离，拆卸夹紧装置（2）、叶背挡水块（3）和叶盆挡水块

（22），整体叶盘工件（1）退至安全距离，转动一定的角度后返回加工位置，进行下一片的加

工，最终完成整体叶盘所有叶片的成型加工。

4.根据权利要求书3所述的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上述第一、二路电解液压力高于第三、四路电解液压力，同时保证第一、二路电解液压

力一致，第三、四路电解液压力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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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及方法，属于电解加工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电解加工是利用金属在电解液中发生阳极溶解的原理，借助预先成型的阴极将工

件按照一定形状和尺寸加工成型的工艺方法。电解加工具有加工效率高、工具无损耗、加工

表面质量好，加工范围广等诸多优点，已在航空、航天、兵器等行业应用。

[0003] 流场是到影响电解加工稳定性、表面质量及加工重复精度的重要因素，合理的流

场设计是电解加工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在目前整体叶盘电解加工方法中，美国GE、Ex-O-

Cell公司采用侧流式进行叶盘加工，电解液由叶片进（排）气边进入，排（进）气边流出，由于

其整体块状电极，因此无法加工叶栅通道狭窄的整体叶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出了一种

三维复合流场的整体叶盘型面电解加工方式（见专利“基于三维复合流场的整体叶盘型面

电解加工装置及方法” 申请号  201300453340.8 申请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发明人  刘嘉 

万龙凯  徐正扬  朱栋），该流场模式从进气边到排气边与叶根到叶尖复合供液，有效解决了

侧流式流场电解液分流不均的问题,但在排气边处容易出现缺液。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出

了一种叶片分区独立供液且有气闭层的电解加工夹具及方法（见专利“叶片分区独立供液

且有气闭层的电解加工夹具及方法” 申请号  201710201908.2 申请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发明人  朱栋  赵吉斌  徐正扬  刘嘉）该流场方式有效的提高了加工叶片在进排气边处的流

场稳定性，上下两路电解液沿进排气边的切向流动，该技术只适合叶片加工，无法实现整体

叶盘的加工。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有必要进一步设计一套适合整体叶盘全轮廓型面电解

加工的流场模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出了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及方法，该发明对叶片进

气边和排气边分别进行独立供液，主动控制进排气边加工区域内电解液压力、流量等参数，

保证电解产物及时被带走，改善间隙内流场均匀性，进而提高整体叶盘全轮廓型面加工效

率和稳定性。

[0005] 一种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包括：夹具体、阴极体、电解液流

道，其特征在于：

上述夹具体由夹具前盖、夹具前上盖、夹具前下盖、夹具后盖、叶背挡水块、叶盆挡水

块、进气边进液口法兰、排气边进液口法兰、夹紧装置组成；夹具前盖和夹具后盖两侧相向

设置阴极体通道；夹具前盖分别和夹具后盖、夹具前盖、夹具前下盖通过定位装置进行定位

同时通过固定装置连接；夹具前盖上设置整体叶盘工件放置台；叶背挡水块和叶盆挡水块

分别通过固定装置与整体叶盘工件的放置台连接；进气边进液口法兰通过固定装置与夹具

前上盖连接；排气边进液口法兰通过固定装置与夹具前盖和夹具前下盖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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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阴极体安装于加工腔内，由叶背阴极、叶盆阴极、叶背阴极杆、叶盆阴极杆组成；叶

背阴极杆的端部和叶盆阴极杆的端部分别通过阴极体通道相向伸入加工腔内；叶背阴极杆

和叶盆阴极杆分别安装于叶背阴极和叶盆阴极的固定端；叶背阴极由叶背阴极固定段和叶

背阴极加工段构成；叶盆阴极由叶盆阴极固定段和叶盆阴极加工段构成；叶背阴极加工段

中叶背型面的背面为第一侧面，叶背阴极固定端的背面为第三侧面；叶盆阴极加工段中叶

盆型面的背面为第二侧面，叶盆阴极固定端的背面为第四侧面；叶背阴极加工段和叶盆阴

极加工段根据叶片的扭曲情况设计，型面为不规则曲面；

叶背阴极、叶盆阴极、整体叶盘工件与夹具体的间隙形成电解液流道；上述夹具后盖上

设置有叶背流道进液口和叶盆流道进液口；夹具前上盖上设置有进气边进液流道，与加工

腔的相交口位于叶片毛坯上方；夹具前下盖上设置有排气边进液流道，与加工腔的相交口

位于叶片毛坯下方；

该电解加工装置还包括将夹具体和整体叶盘工件夹紧和固定的夹紧装置；

上述电解液流道共有四个，分别为叶背、叶盆、进气边、排气边加工区输送电解液；

第一路电解液由叶背流道流入叶背阴极的第一侧面，并绕叶背阴极前端面的加工间隙

进入叶背加工间隙；

第二路电解液由叶盆流道流入叶盆阴极的第二侧面，并绕叶盆阴极前端面的加工间隙

进入叶盆加工间隙；

第三路辅助电解液由夹具前上盖的进气边进液流道进入加工腔；

第四路辅助电解液由夹具前下盖的排气边进液流道进入加工腔。

[0006] 所述的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及方法的供液方式，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过程：

四个流道，分别为叶背、叶盆、进气边、排气边加工区输送电解液；

上述四路电解液在叶背阴极加工段和叶盆阴极加工段根部的加工区交汇，交汇后的电

解液流向叶背阴极和叶盆阴极的第三、第四侧面，经夹具后盖的电解液出口流出。

[0007] 本发明所述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整体叶

盘工件放置台与叶盆阴极杆和叶背阴极杆之间呈一定的角度，使叶盘工件倾斜放置；

本发明所述的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及方法的供液方式，其特征在

于：上述第一、二路电解液压力高于第三、四路电解液压力，同时保证第一、二路电解液压力

一致，第三、四路电解液压力一致。

[0008] 有益效果

1.  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对叶片的进气边、排气边、叶盆、叶背分别供液的供液方式，弥补

了现有流动方式在进排气边处流场不可控的缺陷，辅助电解液沿进排气边流入加工区，使

进排气边流线紊乱区向型面移动，有利于进排气边成型。

[0009] 2.  各部分独立供液，使进排气边处电解液的压力和流速有效的提高，电解产物及

时排出，增加了进排气边部分流场稳定性，有效提高了进排气边加工的重复精度。

[0010] 3.  适应性强，适合不同类型叶盘加工。本发明的流场结构形式可针对不同型号的

整体叶盘的加工，可根据加工工件叶型、大小的不同，调节各部分的压力值，实现全轮廓的

稳定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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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图1  整体装配示意图

图2  夹具体局部剖视图

图3 叶片全轮廓供液模式示意图

图4 叶背阴极、叶盆阴极示意图

图5 叶片示意图

图中标号名称：1、整体叶盘工件，2、夹紧装置，3、叶背挡水块，4、夹具前下盖，5、排气边

进液口法兰，6、排气边进液流道，7、叶背阴极杆，8、夹具前盖，9、阴极体通道，10、夹具后盖，

11、出液口，12、叶背流道，13、叶盆阴极杆，14、叶盆流道，15、进气边进液口法兰，16、进气边

进液流道，17、夹具前上盖，18、叶背阴极，19、叶盆阴极，20、叶盆阴极固定端，21、整体叶盘

工件放置台，22、叶盆挡水块，23、叶盆阴极加工段，24、加工腔，25、叶背阴极加工段，26、叶

背阴极固定端，27、第二侧面，28、第一侧面，29、第三侧面，30、第四侧面，31、叶片毛坯，32、

叶片进气边，33、叶片排气边，34、叶片的叶盆，35、叶片的叶背，36、叶片的叶尖，37、叶片的

叶根。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过程做如下详细介绍：

采用本发明“叶片全轮廓供液的整体叶盘电解加工装置及方法”电解加工工件的过程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安装阴极、阴极杆。叶背阴极18连接到叶背阴极杆7上，叶盆阴极19连接到叶盆

阴极杆13上，叶背阴极杆3和叶盆阴极杆13分别安装在相向直线运动的数控运动轴上，两阴

极杆与电源负极连接。

[0013] 步骤二，安装整体叶盘工件1。电解加工夹具安装在固定底座上，整体叶盘工件安

装到旋转平台上，夹具盘连接电源正极。

[0014] 步骤三，安装夹具体。夹具前盖8分别和夹具后盖10、夹具前上盖17、夹具前下盖4

连接，夹具前盖8上设置整体叶盘工件放置台21，叶盆挡水块22和叶背挡水块3与整体叶盘

工件的放置台21连接，进气边进液口法兰15与夹具前上盖17连接，排气边进液口法兰5与夹

具前盖8和夹具前下盖4连接。夹紧装置分别夹在夹具前上盖17和夹具前下盖4的两侧，通过

调节螺杆使夹头将夹具前上盖17、夹具前下盖4、整体叶盘工件1、叶背挡水块3、叶盆挡水块

22在加工过程中保持稳固。

[0015] 步骤四，供给电解液。设置四个流道，分别为叶背、叶盆、进气边、排气边加工区输

送电解液。电解液经四路可控路径进入加工间隙，第一路电解液由叶背流道12流入叶背阴

极的第一侧面28，并绕叶背阴极18前端面的加工间隙进入加工腔24；第二路电解液由叶盆

流道14流入叶盆阴极的第二侧面27，并绕叶盆阴极19前端面的加工间隙进入加工腔24；第

三路辅助电解液由夹具前上盖17的进气边进液流道16流入加工腔24；第四路辅助电解液由

夹具前下盖4的排气边进液流道16流入加工腔24；四路电解液在叶盆阴极加工段23和叶背

阴极加工段25根部的加工区交汇，交汇后的电解液流向叶背阴极的第三侧面29和叶盆阴极

的第四侧面30，经夹具后盖10的电解液出液口11流出。

[0016] 步骤五，接通电解加工电源。叶盆阴极19和叶背阴极18在叶背阴极杆7和叶盆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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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13的驱动下相对进给，实现叶片全轮廓加工。加工完毕，阴极后退到安全距离，拆卸夹紧

装置2、叶背挡水块3和叶盆挡水块22，整体叶盘工件1退至安全距离，转动一定的角度后返

回加工位置，进行下一片的加工，最终完成整体叶盘所有叶片的成型加工。

[0017] 步骤六，加工结束，断开电解加工电源，关闭电解液循环系统回路中的泵，机床各

加工轴回到初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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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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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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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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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1

CN 112059333 A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