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189553.1

(22)申请日 2020.03.1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347110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6.30

(73)专利权人 常州工学院

地址 213032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

666号

(72)发明人 徐波　朱杰　胡秋萍　尹飞鸿　

何亚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常州西创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472

代理人 张磊

(51)Int.Cl.

B23H 3/00(2006.01)

B23H 11/00(2006.01)

审查员 刘彦峰

 

(54)发明名称

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

置，包括上模架和下模架，所述上模架内套设有

活动模，所述活动模内设有可活动的工件，所述

上模架上固定设置有调节支架，所述活动模上固

定设置有螺钉支架，所述调节支架上设置有螺纹

孔，所述螺纹孔中安装有间隙调节螺钉，所述螺

钉支架上设有限位孔，通过间隙调节螺钉的旋转

带动螺钉支架和活动模上下移动。上模架、活动

模、工件与下模架之间的流场包括抛物线流道段

和矩形流道段。本发明的活动模可依靠间隙调节

螺钉调节与下模架的间隙大小，且采用特殊形状

的流道结构，可明显提高加工间隙中的电解液流

速，本发明结构简单，成本低，能够满足电解加工

对流速的要求，同时特别便于实现小间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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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包括上模架(8)和下模架(13)，其特征在于：所述上

模架(8)内套设有活动模(17)，所述活动模(17)内设有可活动的工件(14)，所述上模架(8)

上固定设置有调节支架(6)，所述活动模(17)上固定设置有螺钉支架(5)，所述调节支架(6)

上设置有螺纹孔，所述螺纹孔中安装有间隙调节螺钉(2)，所述螺钉支架(5)上设有限位孔，

通过间隙调节螺钉(2)的旋转带动螺钉支架(5)和活动模(17)上下移动；所述上模架(8)、活

动模(17)、工件(14)与下模架(13)之间的流场包括抛物线流道段和矩形流道段，所述抛物

线流道段从电解液的入口和出口处分别逐渐沿着抛物线形状向矩形流道段收敛，矩形流道

段位于两侧抛物线流道段的中间，整个流道左右对称，浮雕形模具的加工间隙处于矩形流

道的中间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光栅尺

(3)，光栅尺(3)的标尺光栅固定于活动模(17)上，光栅尺(3)的光栅读数头固定于调节支架

(6)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件(14)固

定于机床主轴上，所述工件(14)可跟随主轴沿着竖直方向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架(8)

的侧面设有通孔，所述通孔内安装有锁紧螺钉(7)，当流道高度调节结束后，由锁紧螺钉(7)

将活动模(17)与上模架(8)进行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架(8)

和下模架(13)之间设有用于限制上模架(8)和下模架(13)之间的相对位置的定位销(21)，

所述上模架(8)和下模架(13)之间还设有上下模架固定螺栓(16)，上模架(8)和下模架(13)

的相对位置调节好后，由上下模架固定螺栓(16)锁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间隙调节螺

钉(2)的下端活动套设有直径小于间隙调节螺钉(2)杆身的销子，所述销子的底端从间隙调

节螺钉(2)的底端伸出，并安装有挡环(4)，所述限位孔的直径大于销子的直径、小于间隙调

节螺钉(2)杆身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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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解加工装置，特别涉及一种适用于浮雕型模具的电解加工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浮雕型模具如图1所示：其浮雕高度尺寸较小，但形状复杂，单件或批量生产时多

采用  CNC，所需刀具种类多，且受材料硬度影响较大，工序多工时长。电解加工属于整体成

型加  工，浮雕高度10mm的模具电解加工用时在5～10分钟，效率是普通CNC的几十倍，且不

受  材料硬度影响，可在热处理后进行加工，加工表面质量好，无加工残余应力，不产生变

形，  小间隙电解加工时表面光洁度高，无需抛光，即可一道工序一次成型。

[0003] 加工间隙为电解加工中工件和工具阴极之间的间隙，加工间隙的大小决定了加工

的精度， 间隙越小，精度越高，但间隙小时，电解液流过阻力大，电解液更新慢，不能及时带

走电解  产物和电解热，使得加工间隙中热量分布不均，从而影响电解液电导率，导致加工

间隙前后 大小不一，从而加工所得浮雕型模具精度不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包括上模架和下模架，所述上模架内套设有活动

模，所  述活动模内设有可活动的工件，所述上模架上固定设置有调节支架，所述活动模上

固定设置  有螺钉支架，所述调节支架上设置有螺纹孔，所述螺纹孔中安装有间隙调节螺

钉，所述螺钉  支架上设有限位孔，通过间隙调节螺钉的旋转带动螺钉支架和活动模上下移

动。

[0007] 更进一步的，所述上模架、活动模、工件与下模架之间的流场包括抛物线流道段和

矩形  流道段，所述抛物线流道段从电解液的入口和出口处分别逐渐沿着抛物线形状向矩

形流道段  收敛，矩形流道段位于两侧抛物线流道段的中间，整个流道左右对称，浮雕形模

具的加工间 隙处于矩形流道的中间位置。

[0008] 更进一步的，还包括光栅尺，光栅尺的标尺光栅固定于活动模上，光栅尺的光栅读

数头 固定于调节支架上。

[0009] 更进一步的，所述工件固定于机床主轴上，所述工件可跟随主轴沿着竖直方向运

动。

[0010] 更进一步的，所述上模架的侧面设有通孔，所述通孔内安装有锁紧螺钉，当流道高

度调  节结束后，由锁紧螺钉将活动模与上模架进行固定。

[0011] 更进一步的，所述上模架和下模架之间设有用于限制上模架和下模架之间的相对

位置的  定位销，所述上模架和下模架之间还设有固定螺栓，上模架和下模架的相对位置调

节好后， 由固定螺栓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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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更进一步的，所述间隙调节螺钉的下端活动套设有直径小于间隙调节螺钉杆身的

销子，  所述销子的底端从间隙调节螺钉的底端伸出，并安装有挡环，所述限位孔的直径大

于销子的 直径、小于间隙调节螺钉杆身的直径。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本发明的活动模可依靠间隙调节螺钉调节与下模架的间隙大小，且采用特殊形状

的流道  结构，可明显提高加工间隙中的电解液流速，本发明结构简单，成本低，能够满足电

解加工  对流速的要求，同时特别便于实现小间隙加工。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浮雕形模具样品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的流场模拟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的流场模拟仿真图。

[0019] 图中标记：1、主轴夹头；2、间隙调节螺钉；3、光栅尺；4、挡环；5、螺钉支架；6、  调节

支架；7、锁紧螺钉；8、上模架；9、电解液入口；10、流道；11、工具阴极固定螺钉；  12、浮雕形

工具阴极；13、下模架；14、工件；15、密封圈；16、上下模架固定螺栓；17、  活动模；18、电源；

19、电解液出口；20加工间隙；21、定位销。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本发明一种浮雕形模具电解加工装置的结构如图2所示，包括上模架8、下模架13

和电  源18，上模架8内套设有活动模17，活动模17内设有可活动的工件14，活动模17与工件 

14之间设置有密封圈15，上模架8上固定设置有调节支架6，活动模17上固定设置有螺钉  支

架5，调节支架6上设置有螺纹孔，螺纹孔中安装有间隙调节螺钉2，所述螺钉支架5上设  有

限位孔，通过间隙调节螺钉2的旋转带动螺钉支架5和活动模17上下移动。工件14固定  于机

床主轴的主轴夹头1上，工件14可跟随主轴沿着竖直方向运动。上模架8的侧面设有通  孔，

通孔内安装有锁紧螺钉7，当流道高度调节结束后，由锁紧螺钉7将活动模17与上模架  8进

行固定。浮雕形工具阴极12由工具阴极固定螺钉11固定于工件14下方的下模架13上。

[0022] 如图3所示，上模架8、活动模17、工件14与下模架13之间的流道10包括抛物线流道 

段和矩形流道段，抛物线流道段从电解液入口9和电解液出口19处分别逐渐沿着抛物线形

状  向矩形流道段收敛，矩形流道段位于两侧抛物线流道段的中间，整个流道左右对称，浮

雕形  模具的加工间隙处于矩形流道的中间位置。

[0023] 为了准确控制活动模17的位移量，该装置还设置有光栅尺3，光栅尺3的标尺光栅

固定  于活动模17上，光栅尺3的光栅读数头固定于调节支架6上。

[0024] 上模架8和下模架13之间设有用于限制上模架8和下模架13之间的相对位置的定

位销  21，上模架8和下模架13之间还设有上下模架固定螺栓16，上模架8和下模架13的相对

位  置调节好后，由上下模架固定螺栓16锁死。

[0025]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结构，所述间隙调节螺钉2的下端活动套设有直径小于间隙调

节螺钉  2杆身的销子，所述销子的底端从间隙调节螺钉2的底端伸出，并安装有挡环4，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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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孔 的直径大于销子的直径、小于间隙调节螺钉2杆身的直径。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调节支架固定于上模架，螺钉支架固定于活动模，间隙调节螺钉

与调  节支架螺纹配合，再通过挡环和销钉与螺钉支架活动配合(间隙调节螺钉可与调节支

架产生  相对转动，而不产生相对位移)，当间隙调节螺钉旋转时，通过螺纹扭矩带动螺钉支

架和活动  模上下移动，通过光栅尺的读数判断位移量。本发明中：活动模可依靠间隙调节

螺钉调节与  下模架的间隙大小，及调节中间流道的高度值，调节时参照光栅尺，中间流道

的高度值根据  模具浮雕的高度值调节，中间流道的高度值至少比模具浮雕的高度值大，当

流道高度调节结  束后，由锁紧螺钉将活动模与上模架固定好，防止活动模移动，上模架与

下模架之间有定位  销固定彼此的位置，再由固定螺栓锁死；特殊的流场形状设计，由图3可

见，上模架和活动  模形成的流场形状是进口大，逐渐沿着抛物线形状收敛，中间是较窄的

长方形的流道，整个  流道左右对称，即与长方形流场出口处相连的依然是抛物线，浮雕形

模具的加工间隙处于长  方形流道的中间位置，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能提高加工间隙中电解

液的流速，其流场模拟如图  4所示，当入口速度设置为10m/s时，加工间隙所处的位置，流速

可达33.2m/s，可见使用此  装置可明显提高加工间隙中的电解液流速。本发明结构简单，成

本低，便于降低设备费用， 以获得更高电解液流速，满足电解加工对流速的要求；同时便于

实现小间隙加工。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  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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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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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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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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