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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企业专利申请排行统计 

 国内企业专利申请类型统计 

 2015 年 6 月专利清单 

 国内企业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YKK 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结构改良的塑钢轨道拉链 CN201510137345.6 

 一种拉链抛光机  CN201420815144.8 

 新型拉链        CN201520014663.9 

 拉链穿头机      CN201510069307.1  

 一种拉链加工设备 CN201520048800.0 

 一种全封闭水气密封拉链  CN201510066053.8

拉链链条的空隙部加工装置 CN201480002405.7 

拉链的制造方法及制造装置 CN201280076036.7 

拉链头组合机器的排出装置 CN201280072153.6 

拉链链条和拉链的制造方法 CN201410783879.1 

零件供给器及拉链的制造方法  CN201280076376.X  

止挡件、拉链、装饰拉链  CN201410803208.7 

 第十五届深圳服交会举行 

 智能化制造将以消费者为核心 

 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要以知识产权作支撑 

 防热辐射阻燃面料获国家专利 

 河南省“中小微企业专利信息服务行”活动

 上半年顺德新增省著名商标 1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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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专利申请排行统计 国内企业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6 月份在国内拉链领域，专利公开总量为 76 件；其中，

伟星（8 件）、吉田（8 件），骏坚（3 件），浔兴（3 件），

其余申请人公开专利均为 1-2 件。 

6 月份国内企业在拉链领域，公开的专利主要涉及拉

链产品（38 件），制造设备（25 件）， 拉链及其部

件为（13 件）。 

国内企业专利申请类型统计 YKK 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6 月份在拉链领域，专利公开最多的类型是实用新型（47
件），其次发明（15 件），外观设计为（14 件）。 

6 月份 YKK 在拉链领域，共公开 14 件专利，公开的

专利主要涉及装置与方法（8 件），拉链产品（3 件），

部件（2 件），其他（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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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类型 文献号 名称 申请（专利权）人 

1 发明 CN201480002405.7 拉链链条的空隙部加工装置 YKK 株式会社 

2 发明 CN201280076036.7 
拉链的制造方法以及拉链的制造

装置 
YKK 株式会社 

3 发明 CN201380052867.5 
拉链用注射成型链牙及具备该拉

链用注射成型链牙的拉链 
YKK 株式会社 

4 发明 CN201480002486.0 止挡构件成形装置 YKK 株式会社 

5 发明 CN201280075277.X 
支承冲模、铆接判断方法以及纽

扣安装构件 
YKK 株式会社 

6 发明 CN201280072153.6 
拉链头组合机器的完成品排出装

置 
YKK 株式会社 

7 发明 CN201410783879.1 拉链链条和拉链的制造方法 YKK 株式会社 

8 发明 CN201280076376.X 零件供给器以及拉链的制造方法 YKK 株式会社 

9 发明 CN201380051303.X 
增强膜粘着装置及具有可分离式

嵌插件的拉链 
YKK 株式会社 

10 发明 CN201280075968.X 钩面搭扣、纸尿裤以及固定方法 YKK 株式会社 

11 发明 CN201410803208.7 止挡件、拉链、装饰拉链 YKK 株式会社 

12 发明 CN201410784800.7 闪镀铜镀敷液 
YKK 株式会社;日本化学产业株式会

社 

13 外观设计 CN201530021247.7 拉链用牙链（具有角形部件） YKK 株式会社 

14 外观设计 CN201430538628.8 滑动拉链用拉头 YKK 株式会社 

15 实用新型 CN201420804231.3 一种拉链缝合机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6 实用新型 CN201420869021.2 一种双插拔拉链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7 实用新型 CN201420853431.8 一种尼龙拉链成型机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8 实用新型 CN201520048800.0 一种拉链加工设备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9 实用新型 CN201420856543.9 一种拉链带的定寸机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 实用新型 CN201420868928.7 一种带有珠链的拉链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1 实用新型 CN201420870595.1 一种多层多边拉链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2 实用新型 CN201420872136.7 一种拉链生产机及布带感应装置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3 外观设计 CN201530040801.6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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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类型 文献号 名称 申请（专利权）人 

24 外观设计 CN201530040800.1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25 外观设计 CN201530040716.X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26 外观设计 CN201530040664.6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27 外观设计 CN201530040660.8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28 外观设计 CN201530040659.5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29 外观设计 CN201530040654.2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30 外观设计 CN201530040717.4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31 发明 CN201510137345.6 一种结构改良的塑钢轨道拉链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实用新型 CN201420749290.5 一种拉链成型模具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实用新型 CN201420749222.9 一种尼龙拉链成型机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发明 CN201510069307.1 拉链穿头机 瑞安市精峰机械有限公司 

35 实用新型 CN201520094457.3 
拉链穿头机的拉链头插片保护机

构 
瑞安市精峰机械有限公司 

36 实用新型 CN201520032204.3 
夹头分开前码未到位则自动停机

的拉链前码夹码机构 
瑞安市精峰机械有限公司 

37 实用新型 CN201520037223.5 一种光感变色拉链 中山市骏坚服装拉链有限公司 

38 实用新型 CN201520037232.4 一种密封防水拉链 中山市骏坚服装拉链有限公司 

39 实用新型 CN201520037231.X 一种具有持久香味的拉链 中山市骏坚服装拉链有限公司 

40 发明 CN201310638602.5 
一种带热封条拉链的风琴袋制作

方法 
惠州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41 发明 CN201310638585.5 一种风琴拉链袋的制作方法 惠州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42 实用新型 CN201520032454.7 双层防爆开拉链 深圳市宝丽拉链有限公司 

43 实用新型 CN201520033066.0 防爆开拉链及其链条 深圳市宝丽拉链有限公司 

44 实用新型 CN201420845279.9 一种拉头及拉链 深圳市德士达拉链模具有限公司 

45 实用新型 CN201420850470.2 一种环保拉头及拉链 深圳市德士达拉链模具有限公司 

46 实用新型 CN201420770459.5 一种拉链 温州和合拉链有限公司 

47 实用新型 CN201420771193.6 一种防水拉链 温州和合拉链有限公司 

48 外观设计 CN201530008919.0 拉链头（2） 郭子皓 

49 外观设计 CN201430467283.1 拉链防盗器（2） 郭子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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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类型 文献号 名称 申请（专利权）人 

50 发明 CN201510012757.7 一种拉链浮动送料装置 安徽凯恩特科技有限公司 

51 发明 CN201310629205.1 易撕拉链及其包装袋 大连竹菱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52 发明 CN201310668752.0 存储鞋袋的拉链鞋 湖北文理学院 

53 发明 CN201510133498.3 一种防水拉链外套 惠安东风服装有限公司 

54 发明 CN201310614393.0 
一种利用镭射技术加工金属塑胶

尼龙拉链的方法 
梅州荣赐拉链制品有限公司 

55 发明 CN201310697490.0 带存储鞋袋的拉链鞋 王小龙 

56 发明 CN201510145724.X 
一种拉链抛光机的抱紧机构及应

用该机构的拉链抛光机 
魏昌明 

57 发明 CN201510121818.3 一种全自动折拉链窗装置 吴开杰 

58 发明 CN201510169711.6 一种防水拉链 新疆际华七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

59 发明 CN201510066053.8 一种全封闭水气密封拉链 张旻曜 

60 发明 CN201510147209.5 一种金属拉链表面处理工艺 浙江创发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61 实用新型 CN201420815144.8 一种拉链抛光机 驰马拉链(安徽)有限公司 

62 实用新型 CN201520098287.6 一种拉链 福建省创越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63 实用新型 CN201520014663.9 新型拉链 开易(广东)服装配件有限公司 

64 实用新型 CN201420869599.8 一种拉链纸袋 曹明锦 

65 实用新型 CN201520025926.6 一种反推式防盗拉链头 陈凯 

66 实用新型 CN201420771183.2 一种具有双拉链的拉杆箱 陈小平 

67 实用新型 CN201520018707.5 侧拉链提手风琴袋 广东骊虹包装有限公司 

68 实用新型 CN201520043029.8 拉链穿头机 黄少平 

69 实用新型 CN201420757231.2 一种电压无缝拉链 李森 

70 实用新型 CN201420399708.4 保安拉链 李小英 

71 实用新型 CN201420822204.9 
一种带有展示功能和防伪功能的

拉链式包装盒 
艾捷舒尔物德包装(昆山)有限公司

72 实用新型 CN201520137541.9 一种拉链式耳机 李泽玉 

73 实用新型 CN201420767244.8 
一种用于拉链头的输送和上挂装

置 
临海市万宏机电配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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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类型 文献号 名称 申请（专利权）人 

74 实用新型 CN201520055520.2 一种变色拉链 绵阳安智圣达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75 实用新型 CN201520067372.6 一种拉链袋打开装置 瑞安市智科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76 实用新型 CN201420642422.4 一种带有拉链的场致发光线 上海科润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77 实用新型 CN201420868840.5 一种组合式拉链窗帘 上海市闸北区中小学科技指导站 

78 实用新型 CN201420871553.X 隐形拉链机及其翻带装置 深圳市蓝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79 实用新型 CN201420856001.1 小格拉链机隔热装置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80 实用新型 CN201420833554.5 
一种带有防盗双层拉链和电子标

签锁的专用装款袋 
天津市盘石纳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 实用新型 CN201520048897.5 拉链式开袖童装 温艺森 

82 实用新型 CN201520097160.2 金属拉链冲齿机的选齿定位机构 温州宏业精机有限公司 

83 实用新型 CN201420728433.4 
随车吊用液控拉链式自动翻转支

腿机构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84 实用新型 CN201520002094.6 一种新型机械手音波拉链切断机 严红喜 

85 实用新型 CN201420806776.8 一种半拉链式女靴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

研究所 

86 实用新型 CN201420723464.0 一种带拉链式钟表的钥匙包 周爱芝 

87 外观设计 CN201430551858.8 拉链头（H型） 无锡红豆居家服饰有限公司 

88 外观设计 CN201430308943.1 拉链拉杆箱（JY-8296） 浙江锦源箱包有限公司 

89 外观设计 CN201530024847.9 拉链线（动感牙拉链线） 蔡祥轩 

90 外观设计 CN201430545857.2 羊毛衫（高领拉链） 南通盛泰制衣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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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1 

名称：拉链链条的空隙部加工装置 

申请号：CN201480002405.7 

申请日：2014-11-13 

公告日：2015-06-03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58(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拉链链条的空隙部加工装置，可在加压成形链齿切断端部的

同时，将芯线加压成形为直线状。本发明的空隙部加工装置(10)包括：一对侧颚

夹(70)，朝向挡块(40)按压拉链链条(C)的空隙部(S)中一对芯线(R)的外侧面；

超声波焊头(80)，设置于一对侧颚夹(70)的上方；以及砧座(90)，设置于一对侧

颚夹(70)的下方，且超声波焊头(80)具有加压面(81)，所述加压面(81)分别对空

隙部(S)的上游端及下游端中的一对链齿排(EL)的链齿切断端部(Et)、以及一对

芯线(R)进行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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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2 

名称：拉链的制造方法以及拉链的制造装置 

申请号：CN201280076036.7 

申请日：2012-09-28 

公告日：2015-06-03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42(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遍及拉链链齿的表面、角部、以及侧面的一部分而转印

热转印膜的颜色或者花纹，从而可提高拉链的外观性的拉链的制造方法以及拉链

的制造装置。本发明的拉链的制造装置包括：拉链搬送装置(20)，搬送拉链(11)；

膜供给装置(30)，供给热转印膜(17)；链齿分离部(40)，将啮合状态的一对拉链

链齿排(13)分离；转印部(50)，将热转印膜(17)的颜色或者花纹转印至分离状态

的一对拉链链齿排(13)的多个拉链链齿(14)；以及链齿啮合部(60)，将转印后的

分离状态的一对拉链链齿排(13)再次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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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3 

名称：拉链头组合机器的完成品排出装置 

申请号：CN201280072153.6 

申请日：2012-10-03 

公告日：2015-06-17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B23P19/00(2006.01)I 

摘要： 

一种完成品排出装置，可藉由一个排出装置，来对利用拉链头组合机器组合

而成的完成品区分良品与次品而加以排出。上述装置是设置成：利用完成品送入

机构(40)而将转台(10)的收纳凹部(10a)内的完成品送入至完成品排出路径(30)

的完成品接纳部(30a)，并将该完成品排出路径(30)设为当完成品为良品时使完

成品接纳部(30a)与良品排出部(30b)连通，当完成品为次品时使完成品接纳部

(30a)与次品排出部(30c)连通，从而可区分良品与次品而加以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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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4 

名称：拉链链条和拉链的制造方法 

申请号：CN201410783879.1 

申请日：2014-12-16 

公告日：2015-06-17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60(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提供能够任意地选择拉链的链齿的颜色、制造效率较高、且能够抑制

成本的拉链链条和拉链的制造方法。该拉链链条的制造方法包括：卷绕工序，将

构成链齿(16)的树脂制的单丝(40)排列卷绕在染色用经轴(30)上；染色工序，利

用经轴染色机对卷绕有单丝(40)的染色用经轴(30)进行染色。该制造方法包括链

齿成形工序，在该工序中，将被染色了的单丝(40)自染色用经轴(30)拆下并成形

为螺旋状，形成链齿(16)。该拉链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工序：缝合工序，将链齿

(16)缝在链带(12)上；以及将利用各工序形成的拉链链条(22)切断成预定长度而

形成拉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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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5 

名称：零件供给器以及拉链的制造方法 

申请号：CN201280076376.X 

申请日：2012-11-14 

公告日：2015-06-24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 A44B19/42(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零件供给器，能够高速地将颜色不同的拉链链牙排列成规定

的颜色图案并搬送至链牙安装机，另外能够削减装置的制造成本。具备收纳拉链

链牙(E)的链牙供给源(31、32)和将从链牙供给源(31、32)供给的拉链链牙(E)

沿一定方向排列并搬送的搬送路径(22)，还具备：颜色识别机构(24)，其设置于

搬送路径(22)并对拉链链牙(E)的颜色进行识别；和排出机构(25)，其设置在搬

送路径(22)的与颜色识别机构(24)相比的下游侧，并基于颜色识别机构(24)的信

息将与规定的颜色图案不同的颜色的拉链链牙(E)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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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6  

名称：止挡件、拉链、装饰拉链 

申请号：CN201410803208.7 

申请日：2014-12-19 

公告日：2015-06-24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36(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提供止挡件、拉链、装饰拉链。目的在于能够将包含外形为圆形的凸

构件和凹构件的止挡件容易地安装于一对链带的左右相对的侧缘部。该止挡件在

沿着一对链带的相对的侧缘部固定的成对的链齿列的延伸方向上将所述一对链

带相连结，该止挡件具备从一对链带的厚度方向的两侧夹住该一对链带的圆形的

凸构件和圆形的凹构件。凸构件包括圆盘形状的凸基部和自凸基部以同心状突出

的插入凸部。凹构件包括圆盘形状的凹基部和以与凹基部呈同心状的方式形成在

该凹基部上的收容凹部。在凸基部和凹基部中的至少一个相对面上具备突部组，

突部组在相对面的圆周方向的整周范围内间隔预定角度地配置有以与所述各链

带至少相接触的方式突出的多个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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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1 

名称：一种结构改良的塑钢轨道拉链 

申请号：CN201510137345.6 

申请日：2015-03-27 

公告日：2015-06-17 

专利权人：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24(2006.01)I 

摘要： 

一种结构改良的塑钢轨道拉链，包括拉链布带及拉链齿，拉链齿包括一锁紧

部以及一连接于所述锁紧部的啮合部，锁紧部的前部设置有用于与所述拉链布带

咬合配合的固定槽，锁紧部的后部设置有一与朝所述啮合部相反方向延伸的凸起，

当一对所述拉链布带上的拉链齿相互啮合时，每条拉链布带上所述凸起与每条拉

链布带之间间隔有一用于供一拉链头装配并且滑动的轨道。本发明还包括一种用

于组配上述拉链的拉链齿和拉链头。在本发明中，拉链头可以直接抱住拉链齿，

因而拉链头与拉链齿之间便未预留能够被衣服边、皮肤、毛发等外物进入的空间，

因而基本可以杜绝出现将缝布拉进拉链头的情况，可以减少出现不必要的人身伤

害，而且极大地增加其使用上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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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2 

名称：一种拉链抛光机 

申请号：CN201420815144.8 

申请日：2014-12-18 

公告日：2015-06-10 

专利权人：驰马拉链(安徽)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分类号：B24B29/02(2006.01)I 

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拉链抛光机，包括机架、进带装置、抛光装置、压平

装置、出带装置和传动装置，进带装置、抛光装置、压平装置和出带装置顺序连

接，抛光装置上方设有防尘罩，抛光装置下方设有收集装置，传动装置连接进带

装置、抛光装置和出带装置；抛光装置安装于机架内，包括若干抛光轮组，抛光

轮组包括交错安装的粗抛光轮组和精抛光轮组，粗抛光轮组和精抛光轮均包括主

抛光轮以及与主抛光轮成对设置的次抛光轮，主抛光轮折行安装于机架内，次抛

光轮位于主抛光轮一侧，次抛光轮连接有偏心轮。本实用新型采用抛光轮组合设

计以及粗抛光与精抛光结合，对拉链表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抛光，提高拉链表面

光洁度，一次加工成型，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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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3 

名称：新型拉链 

申请号：CN201520014663.9 

申请日：2015-01-09 

公告日：2015-06-10 

专利权人：开易(广东)服装配件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分类号：A44B19/36(2006.01)I 

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拉链，包括左、右拉链带、止脱组件和能够锁扣链

齿的拉头；止脱组件包括分别设置在左、右拉链带的链齿末端的左止件和右止件，

拉头包括相对设置的上盖板、下盖板及连接于上盖板、下盖板之间并位于拉头前

部的中间连接柱，在中间连接柱的两边具有能够让链齿通过的左入口和右入口；

右止件在整体上大致呈 L型包括直臂部和横臂部，横臂部的顶端面具有与右入口

的顶端面一致的外形轮廓；当右止件插入到拉头中时，横臂部被阻止在右入口内

并且横臂部的顶端面与右入口的顶端面平齐。这样，横臂部的顶端面与右入口的

顶端面之间并不会形成明显的凹陷区钩刮衣物织物，而且，人手触摸到所述横臂

部的顶端面与右入口的顶端面之间也不会有明显的刮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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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4 

名称：拉链穿头机 

申请号：CN201510069307.1 

申请日：2015-02-11 

公告日：2015-06-03 

专利权人：瑞安市精峰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62(2006.01)I 

摘要： 

拉链穿头机，其机架上设有拉链带牵引机构、拉头输送机构以及穿头机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穿头机构包括固定座、拉头定位输送装置、拉链带分带装置以

及托带装置，能够单独使用，该拉链穿头机可以将拉链带的尾部先进入穿头机构

中，拉链带的尾部（下止部分）先出来，因此可以直接将拉链带的尾部引入上前

码设备进行上前码，做到拉链穿头机与上前码设备的直接联机作业，提高生产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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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5 

名称：一种拉链加工设备 

申请号：CN201520048800.0 

申请日：2015-01-23 

公告日：2015-06-10 

专利权人：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分类号：A44B19/42(2006.01)I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拉链加工设备，包括缝合设备和传送轮，所述缝合设

备与所述传送轮之间还设有夹具，所述夹具内部设有供所述蕾丝花边和布带穿过

的两个长方体状通孔，所述通孔具有与所述蕾丝花边和所述布带的尺寸相对应的

预设厚度和预设宽度。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拉链加工设备增加了所述夹具，所述

夹具的通孔厚度和宽度与所述蕾丝花边和所述布带的尺寸相对应，当所述蕾丝花

边和所述布带同时穿过所述夹具时，所述蕾丝花边会在所述通孔的限制下，保持

平整，避免所述蕾丝花边打卷、翻折以及左右晃动，该设备能够将所述蕾丝花边

直接与所述链齿缝合，完成蕾丝花边拉链的制作，在保证拉链美观的同时，能够

有效的提高蕾丝花边拉链的制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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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6 

名称：一种全封闭水气密封拉链 

申请号：CN201510066053.8 

申请日：2015-02-09 

公告日：2015-06-10 

专利权人：张旻曜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32(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涉及拉链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全封闭水气密封拉链，包括具有防

水性能的拉链布和若干个链牙，其特征在于：所述拉链布的侧边贴设于若干个链

牙的内侧，链牙的内侧包括上接触部、中间链牙部和下接触部，中间链牙部的前

侧开设有前咬合槽，中间链牙部的后侧开设有后咬合槽，中间链牙部的端部分别

向前咬合槽、后咬合槽的方向延伸设置有前咬合牙、后咬合牙；拉链拉合时，其

中一个链牙的前咬合牙容置于相对一侧前方的一个链牙的后咬合槽内并与该链

牙的后咬合牙咬合，其中一个链牙的后咬合牙容置于相对一侧后方的一个链牙的

前咬合槽内并与该链牙的前咬合牙咬合。本发明的优点：实现对拉链布侧边的完

全密封压合，进而实现全封闭防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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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五届深圳服交会举行（来源：品牌服装网，2015 年 07 月 13 日） 

7 月 9 日，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

幕，6大展馆，3000 多个展位，吸引国内外一千多个品牌参展。本届展会，从“科

技引领时尚”出发，将科技、艺术、设计、创意、文化等元素集结，迸发出新的

活力。助力企业了解市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也让人看到了科技在服装行业的

运用，展现深圳乃至全中国的服装力量。以多元的创意和丰富的内涵为现场观众

带来一场品牌文化的饕餮盛宴。 

 

更多信息详见：http://news.china-ef.com/20150713/530217_5.html 

 

 

2、智能化制造将以消费者为核心  （来源：经济日报，2015 年 07 月 02 日） 

“智能化制造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的结合点，是中国制造

的主攻方向。”毛伟明指出，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等智能

制造设备以及智能化生产线的推广普及，将加快机械、航空、船舶、汽车、轻工、

纺织、食品、电子等行业的智能化改造，提供巨大的市场机遇。 

数据显示，智能机器人、3D 打印和高端装备制造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中

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认为，推动智能制造的关键点在于提高数字化研发

设计应用比例，把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到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中去，提

升制造过程中的智能控制、推动制造业服务链数字化、网络化、社会化等。 

 

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zl/201507/1852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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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要以知识产权作支撑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局  2015 年 07 月

01 日） 

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要以知识产权作支撑。纺织服

装产业具有劳动力密集、市场化程度高、集群式发展、产业链长、品牌优势明显

等特点。新疆已初步形成了以棉纺和粘胶纤维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具有发展纺织

服装产业的诸多优势和较好基础。要鼓励企业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工艺技术

装备，禁止落后工艺设备入疆。要吸引疆外投资与培育本地企业并举，大力发展

民族服装服饰、穆斯林服装服饰等特色产业，重点吸引东中部地区优势品牌企业、

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入疆发展。着力培育一批创新和带动能力强、品牌优势明显的

龙头企业。 

 

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sipo.gov.cn/mtjj/2015/201507/t20150701_1138376.html 

 

4、防热辐射阻燃面料获国家专利  (来源: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2015 年 06 月 30 日) 

当前，冶炼厂工人如炼铁炼钢厂高温锅炉前的操作工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

帆布服装，以抵御高温锅炉里产生的热辐射。穿着这种衣服笨重又难耐酷热，长

久会给操作工人造成伤害。为此，际华三五四三公司研发了一种防热辐射永久阻

燃服装的针织面料。 

  防热辐射阻燃针织面料的特点是采用双面大圆机织成，采用阻燃的兰精热防

护纤维和防热辐射的镀银纤维，运用针织工艺制作形成双层结构，其特征在于外

层采用防热辐射的镀银纤维，镀银纤维是以锦纶长丝为载体，采用电解方法将银

镀在其表层，达到防热辐射的效果；里层采用阻燃的兰精热防护纤维，其取材于

天然榉木，具有良好的柔软及舒适性，在纺丝原液中经过阻燃介质共混改性后，

达到永久阻燃效果，永久性阻燃方面已通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阻止火种对身体

造成伤害。该面料不但具有永久阻燃防热辐射的功能，还具有优良的耐洗涤性能，

无毒无味无刺激性，透气透湿，手感柔软，穿着舒适。 

 

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ccta.org.cn/pprc/ppxx/yxcp/201506/t20150630_1975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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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南省开展“中小微企业专利信息服务行”系列活动（来源：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2015 年 06 月 26 日） 

通过组织政策宣讲、专利培训与座谈、现场分析指导、开展银企对接等多种

方式，切实深入为全省中小微企业提供专利信息服务，扶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

完善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社会化服务，提高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优化中

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河南省知识产权局今年将在全省半数以上的地市，

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专利信息服务活动。 

与会企业人员表示，通过参加活动，一是更深刻地理解了专利文献信息的合

理运用，对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防范、抵御专利侵权风险的能力，合理规避潜在

威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是掌握了专利文献信息检索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改变了专利文献信息检索工作难做的认识，帮助企业提高专利信息运用的能力。 

 

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zl/201506/1852368.html 

 

6、上半年顺德新增省著名商标 18 件 （来源：南方日报，2015 年 06 月 23 日） 

   今年上半年顺德新增省著名商标 18 件。从顺德区市监局获悉，近期该区举

行商标品牌战略工作会议，下半年将结合“一带一路”、“创新驱动发展”等战

略部署，搭上广州南沙自贸区的便车发挥商标品牌效应。 

顺德区 2014 年共新增驰名商标 2 件，省著名商标 22 件，而 2015 年全区就

新增省著名商标 18 件。截至目前全区共有驰名商标 28 件，广东省著名商标 148

件，集体商标 8件，马德里注册商标 141 件，有效注册商标 53000 多件，居全省

同级区域前列，有些数据甚至超过了大部分地级市，特别是省著名商标，连续 3

年都能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如今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提出了“一带一

路”、“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部署，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 

 

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sb/201506/185216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