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160 North Staebler Rd., Suite D., Ann Arbor, MI 48103  USA
电话: 734-222-4847   传真: 734-222-4863

网站: www.aaedmcorp.com       电子邮箱: sales@aaedmcorp.com

先进的电火花技术
微孔和快孔电火花加工的原型零件和生产机床

安娜堡电火花
ISO 9001 : 2001 认证

燃料喷射器的微孔加工
完美的 5微米孔加工几何精度
柴油和汽油高压孔口, 升降板及阻尼板
航天用电火花加工
驱动叶片和导向叶片
喷嘴导向部分
燃烧班轮
医疗和纺织

液压阀, 气动阀线轴

用于如下几个方面的电火花机床: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核心成员在1970年代开始在 Raycon 公司开始他们的电火花事业. 1992 年加入 Ann Arbor Machine 公司, 
并终于在2009年成立 AA EDM 公司. 我们更快, 更准确的使用EDM加工微孔, 同时简化操作, 更换和维护. 
公司创始人憧憬一个可以为客户的最具挑战性的制造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的公司.  我们与我们的客
户建立关系, 提供客户支持服务和备件.

数百万的喷油器
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客户建立了数以百计的机床来帮助他们制造的世界上最好的喷油器.  从非常简单的 
手工装载/卸载到全自动的机械手装载机床.  我们的机器在很多行业的实际生产环境中24小时不间断的
工作.

我们的部分客户： 

机床仓库

HI-TEK

有优质的微
孔才有更好
的喷油器

先进的电火花技术

www.aaedmcorp.com

航空组件医疗仪器线轴阀

柴油燃料喷油器

线轴阀



AA EDM 公司设计, 制造和维护电火花钻孔机来满足大批量生产的特殊需要. 我们的工程师
和技术人员在EDM设计, 应用, 自动化和生产方面都具有多年的经验. 如果您拥有一台高效
的电火花机床, 很可能它就是我们的一位员工制造的.

AA EDM 的脉冲电源一个以多处理器, 数字信号处理和一个独特的, 高度直观的操作界面等
为特色的复杂的设计. 机器采用模块化结构, 具有分布式架构和光纤网络, 以达到更好的可
靠性和易维护性. 结果便是在一台多功能, 可靠, 操作方便, 寿命长的机器上快速而精确的生
产出零部件. AA EDM 机床可以在许多材料上钻孔, 包括铝, 硬质合金, 镍合金, 钢和不锈钢. 
介质可以为油或水. 孔就成圆形或者非圆形, K因子（反向锥度）孔, 深或浅入口角度, 小的
或大的深径比—无毛刺, 无表面变形, 最小的微裂纹和残余应力. 机器可以整合自动流速测
试, 自适应控制, 激光打标和视觉系统. 我们的产品面向广泛的工业领域, 从航空航天, 汽车
到发电, 医疗和材料.

专利: 7,019,247; 6,734,384; 5,951,883; 5,908,563

柴油喷射器加工机 柴油喷射器加工机 孔板/升降板加工机 快孔加工机 气体喷射机 微型弯曲机 120 安培快孔机

电火花机床:
1.  先进的脉冲电源技术

2. 底部电介质冲洗

3.  电极导轨设计和材料

4.  卓越的应用专长

四个要素的协同作用:

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导轨

夹具

主轴电机

夹头

丝杠

线轴或柱状电极

滑轨

快孔加工头部的解析图 微孔加工头的解析图

电话: 734-222-4847  •  网站: www.aaedmcorp.com  •  电子邮箱: sales@aaedmcorp.com 电话: 734-222-4847  •  网站: www.aaedmcorp.com  •  电子邮箱: sales@aaedmcorp.com

专用电路板 反向锥孔

AA EDM 的获专利的反向锥度加工机的特性在于我们先进的微
孔电火花脉冲电源与专用锥度加工软件. 它的反向锥头小,  
重量轻, 坚固耐用, 易于安装, 易于使用.  
它提供了优越的办法提高多样性和生产力.  
您将一夜之间更有效率地, 制造出更好的部件

2 轴弯曲

典型喷油微孔的技术特征:

•  直径 100 ~ 400 µm
• 公差 ±1.3 µm
•  孔深 1 ~ 2 mm

特点:

• 最多5个K因子可用于编程 !
•  K因子可以随着深度而改变, 

这样可以获得均一的锥度
• 运动轨道的速度可以随着深度而改变
• 双轴孔成型能力 - 不只是圆截面锥孔 !
•  多种模式, 从圆锥形, 半锥形孔到异型孔
• 孔可以在一边直, 在另一边呈反向锥形
• 零件可以同时具有直孔和K因子孔 !

(2) 伺服电机

喷油器性能改善, 燃油更经济, 排放更低, 喷油器寿命更高.

已授权专利的电火花反向锥孔加工附件



AA EDM 公司设计, 制造和维护电火花钻孔机来满足大批量生产的特殊需要. 我们的工程师
和技术人员在EDM设计, 应用, 自动化和生产方面都具有多年的经验. 如果您拥有一台高效
的电火花机床, 很可能它就是我们的一位员工制造的.

AA EDM 的脉冲电源一个以多处理器, 数字信号处理和一个独特的, 高度直观的操作界面等
为特色的复杂的设计. 机器采用模块化结构, 具有分布式架构和光纤网络, 以达到更好的可
靠性和易维护性. 结果便是在一台多功能, 可靠, 操作方便, 寿命长的机器上快速而精确的生
产出零部件. AA EDM 机床可以在许多材料上钻孔, 包括铝, 硬质合金, 镍合金, 钢和不锈钢. 
介质可以为油或水. 孔就成圆形或者非圆形, K因子（反向锥度）孔, 深或浅入口角度, 小的
或大的深径比—无毛刺, 无表面变形, 最小的微裂纹和残余应力. 机器可以整合自动流速测
试, 自适应控制, 激光打标和视觉系统. 我们的产品面向广泛的工业领域, 从航空航天, 汽车
到发电, 医疗和材料.

专利: 7,019,247; 6,734,384; 5,951,883; 5,908,563

柴油喷射器加工机 柴油喷射器加工机 孔板/升降板加工机 快孔加工机 气体喷射机 微型弯曲机 120 安培快孔机

电火花机床:
1.  先进的脉冲电源技术

2. 底部电介质冲洗

3.  电极导轨设计和材料

4.  卓越的应用专长

四个要素的协同作用:

4. 卓越的应用专长

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导轨

夹具

主轴电机

夹头

丝杠

线轴或柱状电极

滑轨

快孔加工头部的解析图 微孔加工头的解析图

电话: 734-222-4847  •  网站: www.aaedmcorp.com  •  电子邮箱: sales@aaedmcorp.com 电话: 734-222-4847  •  网站: www.aaedmcorp.com  •  电子邮箱: sales@aaedmcorp.com

专用电路板 反向锥孔

AA EDM 的获专利的反向锥度加工机的特性在于我们先进的微
孔电火花脉冲电源与专用锥度加工软件. 它的反向锥头小,  
重量轻, 坚固耐用, 易于安装, 易于使用.  
它提供了优越的办法提高多样性和生产力.  
您将一夜之间更有效率地, 制造出更好的部件

2 轴弯曲

典型喷油微孔的技术特征:

•  直径 100 ~ 400 µm
• 公差 ±1.3 µm
•  孔深 1 ~ 2 mm

特点:

• 最多5个K因子可用于编程 !
•  K因子可以随着深度而改变, 

这样可以获得均一的锥度
• 运动轨道的速度可以随着深度而改变
• 双轴孔成型能力 - 不只是圆截面锥孔 !
•  多种模式, 从圆锥形, 半锥形孔到异型孔
• 孔可以在一边直, 在另一边呈反向锥形
• 零件可以同时具有直孔和K因子孔 !

(2) 伺服电机

喷油器性能改善, 燃油更经济, 排放更低, 喷油器寿命更高.

已授权专利的电火花反向锥孔加工附件



地址: 7455 Newman Blvd., Ann Arbor, MI  48130  USA
电话: 734-222-4847   传真: 734-580-2065

网站: www.aaedmcorp.com 电子邮箱: sales@aaedmcorp.com

先进的电火花技术
微孔和快孔电火花加工的原型零件和生产机床

安娜堡电火花
ISO 9001 : 2001 认证

燃料喷射器的微孔加工
完美的 5微米孔加工几何精度
柴油和汽油高压孔口, 升降板及阻尼板
航天用电火花加工
驱动叶片和导向叶片
喷嘴导向部分
燃烧班轮
医疗和纺织

液压阀, 气动阀线轴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核心成员在1970年代开始在 Raycon 公司开始他们的电火花事业. 1992 年加入 Ann Arbor Machine 公司, 
并终于在2009年成立 AA EDM 公司. 我们更快, 更准确的使用EDM加工微孔, 同时简化操作, 更换和维护. 
公司创始人憧憬一个可以为客户的最具挑战性的制造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的公司.  我们与我们的客
户建立关系, 提供客户支持服务和备件.

数百万的喷油器
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客户建立了数以百计的机床来帮助他们制造的世界上最好的喷油器.  从非常简单的 
手工装载/卸载到全自动的机械手装载机床.  我们的机器在很多行业的实际生产环境中24小时不间断的
工作.

我们的部分客户： 

机床仓库

HI-TEK

有优质的微
孔才有更好
的喷油器

www.aaedmcorp.com

航空组件医疗仪器线轴阀

柴油燃料喷油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