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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旋印电解加工的多窗口回转体工

具电极制备方法，属于电解加工技术领域。本发

明主要针对航空发动机机匣旋印电解加工过程

中的工具电极加工制造，包括以下过程：步骤1、

3D打印光敏树脂基体；步骤2、基体外表面导电化

处理；步骤3、机械去除窗口外表面凸出台阶顶部

的导电涂层；步骤4、基体外表面电化学沉积金属

导电层；步骤5、车削金属导电层外表面。采用本

发明的方法制备工具电极，可以实现旋印电解加

工用复杂结构工具电极的快速制备，以及回转体

工具电极窗口内部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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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旋印电解加工的多窗口回转体工具电极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过

程：

步骤1、根据所设计的工具电极三维模型，利用光固化3D打印技术制造出具有镂空窗口

（2）的光敏树脂材料基体（1），在窗口外表面凸出台阶（3）；

步骤2、光敏树脂材料基体（1）外表面制备导电涂层（4），实现导电化处理；其中镂空窗

口（2）内侧壁不可避免的也会粘覆导电涂层（4）；

步骤3、通过机械抛磨方式去除镂空窗口（2）处凸出的台阶（3）顶部的导电涂层（4），从

而将镂空窗口（2）侧壁所粘覆的导电涂层（4）与凸出的台阶（3）外表面导电涂层（4）进行隔

绝；

步骤4、在光敏树脂材料基体（1）外表面及台阶（3）外壁电化学沉积金属导电层（5）；

步骤5、采用车削方式对电化学沉积后的光敏树脂材料基体（1）表面及台阶处电化学沉

积的金属导电层（5）进行加工，去除部分金属导电层（5）和部分台阶（3），从而获得具有较好

圆度和表面粗糙度的工具电极；

上述步骤1中镂空窗口（2）处凸出的台阶（3）的高度超过步骤4中的所沉积金属导电层

（5）厚度，防止在电沉积的过程中台阶（3）外侧沉积的金属导电层（5）进入台阶（3）内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旋印电解加工的多窗口回转体工具电极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

上述步骤2中导电涂层（4）通过涂覆导电胶或化学镀方式制备，导电涂层（4）保证与3D

打印光敏树脂材料基体（1）和后续电化学沉积金属导电层（5）结合强度较大，保证金属导电

层（5）不易脱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旋印电解加工的多窗口回转体工具电极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

上述步骤4中电化学沉积金属导电层（5）为铜或镍材料，金属导电层（5）厚度必须承载

流过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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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旋印电解加工的多窗口回转体工具电极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用于旋印电解加工的多窗口回转体工具电极制备方法，属于电解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旋印电解加工是一种利用电化学阳极溶解原理加工具有复杂结构回转体零件的

方法，采用具有镂空窗口的回转体作为工具电极，将工件作为阳极，加工时，工件与工具电

极以相同的角速度相对旋转，同时工具电极以一定的速度沿工件阳极的径向做进给运动，

在电解作用下，阳极工件表面材料不断被溶解，在工具电极表面窗口结构的滚套作用下一

次加工出具有复杂凹凸结构的零件（申请号201410547093.X 申请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

明人朱荻朱增伟王宏睿王登勇）。旋印电解加工对于具有复杂凹凸结构的回转体零件加工

具有独特优势，尤其适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薄壁机匣零件。然而，为满足机匣表面复杂凸台

结构的加工需求，在工具电极表面设计的窗口有时不仅数量多，而且形状较为复杂，导致工

具电极的制备十分困难。例如，在某类机匣表面有大量阵列扰流柱结构，扰流柱一般为直径

2‑5mm，高度1‑5mm的圆柱形结构，扰流柱数量高达数千个，采用旋印电解加工能够实现阵列

扰流柱机匣结构的一次成型。然而，加工该类机匣需要在回转体工具电极表面加工出数量

多达数千个的镂空窗口结构，且为了加工出圆柱形扰流柱，所设计的窗口结构形状为“类椭

圆形”的不规则图案，该工具电极采用常规切削加工工艺难以完成；此外，为了避免凸台在

加工过程中的二次腐蚀，工具电极镂空窗口侧壁需要进行绝缘处理，目前通常采用的陶瓷

绝缘或电泳绝缘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在旋印电解加工过程中绝缘涂层容易

脱落，导致加工过程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对于具有阵列扰流柱结构机匣零件，其工具电极

窗口不仅尺寸较小且数量庞大，导致其侧壁绝缘工艺十分繁琐，且绝缘层容易脱落，影响旋

印电解加工的稳定性和加工精度。

[0003] 3D打印是一种快速成型技术，是根据零件的形状，每次制作一个具有一定微小厚

度和特定形状的截面，然后逐层堆叠起来，从而得到所需要的零件。它可以自动、直接、快

速、精确地将设计思想转变为具有一定功能的原型或直接制造零件，从而为零件原型制作、

新设计思想的校验等方面提供了一种高效低成本的手段。同时，相较于传统加工，3D打印在

复杂结构的制造等方面更具有优势。其中立体光固化成型（SLA）技术是在紫外微光束的逐

点扫描作用下，液态光敏树脂发生光聚合反应，固化形成零件的一个薄层，通过逐层叠加，

最终获得三维实体模型。立体光固化成型（SLA）技术以其固化速度快、毫米级别的加工精度

和加工速度快的优点而被广泛应用。相对于其他3D打印技术，采用立体光固化成型（SLA）技

术制作面向熔模精密铸造中具有中空结构的复杂结构时，无需支撑结构，可以降低后续去

除支撑层造成的零件变形以及提升表面质量。

[0004] 电化学沉积技术是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利用金属离子在阴极表面发生还原反应

而沉积的原理来精确复制某些复杂或特殊形状工件的特种加工方法，其基体材料一般采用

金属材料或经过导电化处理的非金属材料，在其表面沉积一层致密均匀的金属。对于采用

立体光固化成型（SLA）技术打印的非金属基体，对其表面进行导电化处理使其具有导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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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其表面进行电化学沉积，沉积一定厚度金属后取出，然后对电沉积后的表面进行处

理，得到满足性能要求的工件。

[0005] 为实现旋印电解加工中具有复杂结构工具电极的高效精确制备，将结合3D打印和

电化学沉积技术，提出一种新的工具电极制造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能够解决机匣旋印电解加工工具电极的制造和窗口结构的内

部绝缘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3D打印+电沉积组合方式制备旋印电解加工用多窗口回转体

工具电极方法，有助于实现复杂结构工具电极的快速制备，以及实现难加工结构和微小结

构的制造及窗口内部绝缘。

[0007] 用于旋印电解加工的多窗口回转体工具电极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几个

过程：

[0008] 步骤1、根据所设计的工具电极三维模型，利用光固化3D打印技术制造出具有镂空

窗口的光敏树脂材料基体，在窗口外表面凸出台阶；

[0009] 步骤2、基体外表面制备导电涂层，实现导电化处理；其中窗口内侧壁不可避免的

也会粘覆导电涂层；

[0010] 步骤3、通过机械抛磨方式去除窗口处凸出的台阶顶部的导电涂层，从而将窗口侧

壁所粘覆的导电涂层与凸出的台阶外表面导电涂层进行隔绝；

[0011] 步骤4、在基体外表面及台阶外壁电化学沉积金属导电层；

[0012] 步骤5、采用车削方式对电化学沉积后的基体表面及台阶处电化学沉积的金属导

电层进行加工，去除部分金属导电层和部分台阶，从而获得具有较好圆度和表面粗糙度的

工具电极。

[0013] 所述步骤1中镂空窗口处凸出的台阶的高度超过所沉积金属导电层厚度,防止在

电沉积的过程中凸台外侧沉积的金属导电层进入凸台内壁。

[0014] 所述步骤2中导电涂层通过涂覆导电胶或化学镀方式制备，导电涂层保证与3D打

印光敏树脂基体和后续电化学沉积金属导电层结合强度较大，保证金属导电层不易脱落。

[0015] 所述步骤4中电化学沉积金属导电层为铜或镍材料，金属导电层厚度必须承载流

过电流。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7] （1）针对旋印电解加工工具电极窗口侧壁绝缘问题，提出了一种用于旋印电解加

工的多窗口回转体工具电极制备方法。相较于陶瓷热喷涂绝缘和电泳绝缘等方式难以用于

尺寸较小的窗口侧壁绝缘，采用该方法能够实现工具电极的任何尺寸和形状窗口结构的侧

壁绝缘，解决小型窗口结构的难以绝缘问题和绝缘层易脱落问题。

[0018] （2）利用3D打印技术可以打印出任何形状的零件的优点，可以打印出任意复杂形

状和结构的基体，相较于传统加工中一些结构和形状难以加工的情况，通过该方法，可以加

工出任意形状的工具电极。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类椭圆形”阴极窗口轮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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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2是3D打印光敏树脂基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基体窗口放大示意图；

[0022] 图4是基体窗口二维剖面示意图；

[0023] 图5是基体表面导电化处理后二维剖面示意图；

[0024] 图6是机械去除台阶顶部导电涂层二维剖面示意图；

[0025] 图7是基体外表面电沉积铜层二维剖面示意图；

[0026] 图8是车削外表面并溶解导电涂层二维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标号名称：1、基体，2、窗口，3、台阶，4、导电涂层，5、金属导电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图1是“类椭圆形”阴极窗口轮廓示意图。要加工机匣结构为表面具有阵列扰流柱

结构的机匣，扰流柱结构为直径2‑5mm，高度1‑5mm的圆柱形结构，因此，对应的工具阴极窗

口需根据目标凸台设计成“类椭圆形”窗口结构，可以在旋印电解加工时加工出符合要求的

圆柱形扰流柱。

[0029] 具体加工步骤如下：

[0030] 步骤1、根据图1“类椭圆形”阴极窗口模型以及所设计的工具阴极三维模型，利用

光固化3D打印技术制造出具有“类椭圆形”结构的镂空窗口2的光敏树脂材料基体1，并在窗

口2处凸出一定高度的台阶3，高度一般为3‑8mm；

[0031] 图2是3D打印光敏树脂基体结构示意图。基体1表面分布有阵列“类椭圆形”窗口2

结构，窗口处具有一定凸出高度的台阶3；

[0032] 图3是基体窗口放大示意图；图4是基体窗口二维剖面示意图。如图3、图4所示，窗

口2内部是镂空的，窗口2处所凸台的台阶3高度一般为3‑8mm，且台阶2厚度一般为0.5‑1mm；

[0033] 步骤2采用涂覆导电涂层工艺将基体1外表面和窗口2及台阶3表面进行导电化处

理，基体表面导电化处理后二维剖面示意图如图5所示；

[0034] 所涂覆导电涂层4通常为涂覆导电胶或通过化学镀方式制备，导电涂层4应保证与

3D打印光敏树脂基体和后续电化学沉积金属导电层5结合强度较大，保证金属导电层5不易

脱落;

[0035] 步骤3、机械去除窗口2处凸出的台阶3顶部的导电涂层4。在导电化过程中，窗口2

侧壁不可避免也会粘覆导电涂层4，为此在导电化处理后通过机械抛磨方式去除窗口2处凸

出的台阶3顶部的导电涂层4，从而将窗口2侧壁导电涂层4与台阶3处的导电涂层4进行隔

绝，避免窗口2侧壁也会发生电沉积现象，机械去除台阶顶部导电涂层二维剖面示意图如图

6所示；

[0036] 步骤4、基体1外表面电化学沉积金属导电层5。在基体1外表面及台阶3外壁电沉积

一定厚度的金属导电层5，所沉积金属导电层5为铜层，沉积过程过程中要保证所沉积铜层

均匀致密。基体外表面电沉积铜层二维剖面示意图如图7；

[0037] 铜层厚度必须满足流过电流大小，需根据电流截面面积计算出所需铜层厚度，所

沉积厚度需大于计算所得理论铜层厚度1mm以上，一般沉积铜层厚度为3‑5mm；

[0038] 步骤5、车削金属导电层5外表面并溶解窗口2侧壁处残留的导电涂层4。采用车削

方式对电化学沉积后的基体1表面及台阶3处电化学沉积的铜层进行加工，去除一定厚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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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层和部分台阶3，从而获得具有较好圆度和表面粗糙度的工具电极，并通过有机溶剂将窗

口侧壁处残留的导电涂层4溶解去除；车削外表面并溶解导电涂层二维剖面结构示意图如

图8所示。所车削厚度需满足车削后剩余铜层厚度大于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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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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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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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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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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