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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

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方法，属于精密微细电化学

制造领域。加工方向上，线电极和工件进行异速

相对切割运动，静止的电解液反向快速流动冲刷

间隙内的产物排出；垂直于加工方向上，线电极

和工件进行交替往复运动，辅助间隙内传质；利

用不同方向上的复合运动，实现加工区域的位置

变换，带动加工间隙内电解液快速更新流动，进

行高效传质状态下差速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

工。本发明显著提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的精度、

效率和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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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过程1和过程2的复合作用下，实现加工区域的位置变换，带动加工间隙内电解液快速

更新流动，进行高效传质状态下差速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

过程1、在加工方向上，利用线电极和工件的速度大小差异实现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

1-1、当线电极向工件相对进给运动时，设定线电极在X-Y向的速度为V1（5），工件在X-Y

向的速度为V2（6），则V1＞V2，加工速度V=  V1-V2，电解液沿加工方向反方向快速流过加工间

隙，冲刷间隙内加工产物排出；

1-2、当工件向线电极相对进给运动时，设定线电极在X-Y向的速度为V3（7），工件在X-Y

向的速度为V4（8），则V3＜V4，加工速度V=  V4-V3，电解液沿加工方向反方向快速流过加工间

隙，冲刷间隙内加工产物排出；

过程2、在垂直于加工方向上，线电极和工件交替往复运动，辅助加工间隙内传质；

设定线电极Z向往复运动速度为V5，工件Z向往复运动速度为V6，V5和V6大小相等或不等，

方向交替进行，当工件向下运动线电极向上运动时，加工产物从加工区域的上部排出，当工

件向上运动线电极向下运动时，加工产物从加工区域的下部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

上述过程1中线电极和工件在加工方向上的异速进给运动，与脉冲电源的脉冲通断交

替进行；

即脉冲停止时，线电极或工件在加工方向的反方向运动，增大加工间隙，同时在过程2

的Z向往复运动的辅助下，迅速更新电解液、排出加工产物，并恢复原位；脉冲输出时，过程1

中线电极和工件异速进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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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方法，属于精密微

细电化学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精密化、微型化是现代工业产品的主流发展趋势，在微机械系统中，金属微器件具

有高强度、低电阻率、高灵敏度及高密度等特点，需求量与日俱增，涉及的材料、结构形式也

不尽相同，平面轮廓微结构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形式，以其优异的性能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生物医疗、精密仪器、微型机器人、微传感器等众多领域。

[0003] 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技术以微尺度的金属丝作为工具电极，基于电化学阳极溶解

原理，通过对金属线电极或者工件运动轨迹的数字控制，实现具有微缝、微槽、大深宽比等

金属平面轮廓微结构的加工，且具有加工表面质量好，无裂纹毛刺，无热影响区，工具电极

不损耗，加工材料广等优点，特别适合难加工材料的精密加工制造，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

和工业界关注和聚集的热点研究课题。

[0004] 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实际上是微尺度圆形线电极的成型电解过程，加工精度在微

米和亚微米级别，加工过程中阴极产生的气泡、阳极产生的离子和不溶性加工产物聚集在

微缝结构的加工间隙内，导致新鲜电解液的更新不畅、电导率均匀性下降，造成加工速度、

精度、质量的降低，甚至短路等加工无法持续进行。

[0005] 采用合理的传质方案，增强加工间隙内的传质效率，可以使加工产物的产生和扩

散形成动态平衡，在加工稳定的前提下提高加工精度、效率和稳定性。研究人员提出了线电

极轴向微幅振动、线电极环形走丝、压电陶瓷低频振动等方法，由于线电极为微米级别的圆

柱形金属丝外表面光滑，其拖曳扰动能力有限，在加工高深宽比结构时产物的排出作用较

弱，导致加工短路,加工不能稳定进行，因此线电极轴向微幅振动、线电极环形走丝增加传

质的能力欠佳，压电陶瓷低频振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加工间隙流场，但是仍存在加工产

物和气泡附着在电极丝和工件表面的问题。此外，研究人员提出了线电极径向往复振动的

方法提高传质，但是该方法仅适用于简单的直线型结构，在加工复杂轨迹时线电极径向往

复振动难以实现。因此，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更加合理的加工方法，是实现电解线切割技

术的大规模工业应用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方法，

实现高效传质状态下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提电解线切割加工的精度、效率和稳定性。

[0007] 一种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过程1和过

程2的复合作用下，实现加工区域的位置变换，带动加工间隙内电解液快速更新流动，进行

高效传质状态下差速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

[0008] 过程1、在加工方向上，利用线电极和工件的速度大小差异实现微细电解线切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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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1-1、当线电极向工件相对进给运动时，设定线电极在X-Y向的速度为V1，工件在X-Y向的

速度为V2，则V1＞V2，加工速度V=  V1-V2，电解液沿加工方向反方向快速流过加工间隙，冲刷

间隙内加工产物排出；1-2、当工件向线电极相对进给运动时，设定线电极在X-Y向的速度为

V3，工件在X-Y向的速度为V4，则V3＜V4，加工速度V=  V4-V3，电解液沿加工方向反方向快速流

过加工间隙，冲刷间隙内加工产物排出。

[0009] 过程2、在垂直于加工方向上，线电极和工件交替往复运动，辅助加工间隙内传质；

设定线电极Z向往复运动速度为V5，工件Z向往复运动速度为V6，V5和V6大小相等或不等，交

替进行，当工件向下运动线电极向上运动时，加工产物从加工区域的上部排出，当工件向上

运动线电极向下运动时，加工产物从加工区域的下部排出。

[0010] 上述过程1中线电极和工件在加工方向上的异速进给运动，与脉冲电源的脉冲通

断可以交替进行；即脉冲停止时，线电极或工件在加工方向的反方向运动，增大加工间隙，

同时在过程2的Z向往复运动的辅助下，迅速更新电解液、排出加工产物，并恢复原位；脉冲

输出时，过程1中线电极和工件异速进给加工。

[0011] 本方法的有益效果是：

[0012] 1 .  本方法利用线电极和工件的速度差异进行电解线切割加工，相对于现有电解

线切割加工中线电极和工件其中之一运动另一个静止、电解液在加工方向上不产生流动的

特点，本方法中静止的电解液相对于运动的线电极工件形成了快速的相对反向流动，电解

液对间隙内的加工产物形成了相对冲刷作用，加速了加工产物的排出。

[0013] 2.  线电极和工件在Z向的各自独立同速或异速往复运动，方向交替进行，相对于

现有电解线切割加工中线电极和工件其中之一往复运动另一个静止的形式，本方法增强了

电解液的更新流动，当工件向下运动线电极向上运动时，加工产物从加工区域的上部排出，

当工件向上运动线电极向下运动时，加工产物从加工区域的下部排出，使得产物的排出更

加彻底；

[0014] 3.  工件和线电极在不同方向上复合运动，使得加工区域位置不断变换，带动了加

工间隙内电解液的快速更新流动，加速了加工产物的排出，提高了加工间隙内的传质效率，

实现了高效传质状态下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

[0015] 4.由于运动切割加工过程中间隙内的产物快速排出、电解液快速的更新流动，加

工间隙内新鲜的电解液充足，电导率分布均匀，加工精度、效率和稳定性显著提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方法示意图；

[0017] 图2是线电极工件X-Y向进给切割加工及产物排出示意图；

[0018] 图3是线电极工件Z向往复运动及产物排出示意图；

[0019] 图4是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装置示意图；

[0020] 图中标号名称：1、线电极，2、金属工件，3、脉冲电源，4、电解液，5、当线电极向工件

相对进给运动时线电极在X-Y向的速度为V1，6、当线电极向工件相对进给运动时工件在X-Y

向的速度为V2；7、当工件向线电极相对进给运动时线电极在X-Y向的速度为V3，8、当工件向

线电极相对进给运动时工件在X-Y向的速度为V4，9、线电极相对于工件进给切割时电解液

的流动更新方向，10、工件相对于线电极的进给切割时电解液的流动更新方向，11、线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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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运动，12、工件向下运动，13、线电极向下运动，14、工件向上运动，15、线电极工件相对

运动时电解液更新流动方向，16、线电极工件相反运动时电解液更新流动方向，17、隔震平

台，18、工件运动支撑平台，19、第一X-Y向精密移动平台，20、第一Z向精密移动平台，21、第

一换向连接板，22、第一换向柱紧固螺栓，23、第一换向柱，24、工件夹具定位螺钉，25、工件

夹具，26、工件夹具紧固螺钉，27、线电极切割运动系统支撑平台，28、第二X-Y向精密移动平

台，29、第二Z向精密移动平台，30、第二换向连接板，31、线电极夹具定位螺钉，32、线电极紧

固螺钉，33、电解液槽，34、线电极夹具，35、第二换向柱，36、第二换向柱紧固螺栓，37、线电

极引电螺钉，38、运动控制卡，39、工控机，40、加工气泡和不溶性产物。

[0021] 具体实施方法

[0022] 图1所示的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方法示意图中，（a）是线

电极相对工件异速复合运动，（b）是工件相对于线电极异速复合运动。

[0023] 图2所示的线电极工件X-Y向进给切割加工及产物排出示意图中，（a）是线电极相

对工件异速进给运动，（b）是工件相对于线电极异速进给运动。

[0024] 图3所示的线电极工件Z向往复运动及产物排出示意图中，（a）是线电极和工件相

对运动，（b）是线电极工件相反运动。

[0025] 图4所示的线电极工件异速复合运动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装置示意图，包括脉冲

电源3、工件运动系统、线电极切割运动系统、运动控制系统、隔震平台17、电解液槽35。工件

运动系统包括支撑平台18、第一X-Y向精密移动平台19、第一Z向精密移动平台20、第一换向

连接板21、第一换向柱紧固螺栓22、第一换向柱23、工件夹具25、工件夹具定位螺钉24、工件

夹具紧固螺钉36。线电极切割运动系统包括支撑平台27、第二X-Y向精密移动平台28、第二Z

向精密移动平台29、第二换向连接板30、第二换向柱35、第二换向柱紧固螺栓36、线电极夹

具34、线电极夹具定位螺钉31、线电极紧固螺钉32、线电极引电螺钉37。运动控制系统包括

工控机39、运动控制卡38。

[0026] 下面结合图1、图2、图3、图4说明本发明的实施过程：

[0027] 步骤1、将线电极1通过线电极紧固螺钉32和线电极引电螺钉37安装在线电极夹具

34内，线电极夹具通过线电极夹具定位螺钉31安装在线电极切割运动系统的第二换向柱35

上，将金属工件2通过第二换向柱紧固螺钉36安装在工件夹具25上，工件夹具通过工件夹具

定位螺钉24安装于工件运动系统的第一换向柱23；

[0028] 步骤2、将金属工件通过工件夹具紧固螺钉26接脉冲电源正极，线电极通过引电螺

钉37接脉冲电源负极，打开脉冲电源，利用工控机39中的控制软件控制线电极和工件浸没

在电解液中并移动到初始加工间隙位置；

[0029] 步骤3、利用速度大小差异实现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设定线电极在X-Y向的进给

速度为V1，工件在在X-Y向的进给速度为V2，当线电极向工件相对进给运动时，V1＞V2，加工

速度V=  V1-V2，电解液沿加工方向反方向流过加工间隙，排出加工产物；

[0030] 步骤4、利用速度大小差异实现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设定线电极在X-Y向的进给

速度为V3，工件在在X-Y向的进给速度为V4，当工件向线电极相对进给运动时，V3＜V4，加工

速度V=  V4-V3，电解液沿加工方向反方向流过加工间隙，排出加工产物；

[0031] 步骤5、设定线电极Z向往复运动速度为V5，工件Z向往复运动速度为V6，V5和V6大小

相等或不等，方向交替进行，当工件向下运动线电极向上运动时，加工产物从加工区域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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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排出，当工件向上运动线电极向下运动时，加工产物从加工区域的下部排出；

[0032] 步骤6、工件和线电极在不同方向上复合运动，实现运动进给中加工区域的位置变

换，带动加工间隙内电解液的快速更新流动，提高加工间隙内的传质效率，进行高效传质状

态下微细电解线切割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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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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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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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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