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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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在国内拉链领域，专利公开总量为 71 件；其中，

宏业（7 件），浔兴和福兴（5 件），伟星和蓝瑟（3 件）

其余申请人公开专利均为 1-2 件。 

10 月份国内企业在拉链领域，公开的专利主要涉及设

拉链产品（44 件），设备及方法（21 件），拉链产品

为（15 件）。 

国内企业专利申请类型统计 YKK 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10 月份在拉链领域，专利公开最多的类型是实用新型（49

件），其次发明（14 件）,外观设计(8 件)。 

10 月份 YKK 在拉链领域，共公开 13 件专利，公开的专

利主要涉及拉链（4 件），链牙、链条和拉头（2 件），

拉片、链条、织机及外观设计（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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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类型 名称 申请号 申请（专利权）人 

1 发明 反开式拉链的制造方法及制造装置 CN201480005462.0 YKK 株式会社 

2 发明 联接元件、拉链链带及拉链 CN201480007559.5 YKK 株式会社 

3 发明 滑块的拉片安装装置 CN201380072602.1 YKK 株式会社 

4 发明 拉链部件、拉链及拉链部件的制造方法 CN201380073229.1 YKK 株式会社 

5 发明 连续牙链测距装置 CN201480009110.2 YKK 株式会社 

6 发明 拉链 CN201510247256.7 YKK 株式会社 

7 发明 用于隐形拉链的拉头 CN201510455414.8 YKK 株式会社 

8 发明 无拉链带的牙链带及带拉链的物品 CN201380074679.2 YKK 株式会社 

9 发明 织机用综片、综框构件以及织机 CN201380073972.7 YKK 株式会社 

10 实用新型 拉链 CN201520266991.8 YKK 株式会社 

11 实用新型 部件输送装置和部件输送系统 CN201520324469.0 YKK 株式会社 

12 外观设计 滑动拉链用拉头 CN201530216654.3 YKK 株式会社 

13 外观设计 滑动拉链用拉头 CN201530216610.0 YKK 株式会社 

14 实用新型 拉链 CN201520398739.2 杭州宏顺拉链有限公司 

15 实用新型 拉链 CN201520395404.5 杭州宏顺拉链有限公司 

16 实用新型 拉链头 CN201520398740.5 杭州宏顺拉链有限公司 

17 实用新型 一种拉链 CN201520397230.6 杭州宏顺拉链有限公司 

18 实用新型 一种拉链 CN201520399331.7 杭州宏顺拉链有限公司 

19 实用新型 隐形拉链 CN201520398760.2 杭州宏顺拉链有限公司 

20 实用新型 一种可拆装式拉链头 CN201520398730.1 杭州宏顺拉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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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类型 名称 申请号 申请（专利权）人 

21 实用新型 一种方便更换的拉链 CN201520394742.7 杭州宏顺拉链有限公司 

22 实用新型 反光带贴带机的加固组件 CN201520363001.2 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限公司 

23 实用新型 反光带贴带机的装料组件 CN201520363283.6 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限公司 

24 实用新型 反光带贴带机的模具组件 CN201520365249.2 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限公司 

25 发明 
一种棉花同源异型-亮氨酸拉链蛋白

HDbZIP-1 及其编码基因与应用 
CN201380069812.5 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 

26 发明 
一种棉花同源异型-亮氨酸拉链蛋白

HDbZIP-2 及其编码基因与应用 
CN201380074527.2 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 

27 实用新型 
具有点触笔代币手机座功能的多用途

钥匙扣 
CN201520281191.3 

广东省中山食品进出口有限

公司 

28 实用新型 
具有点触笔开瓶器手机座功能的钥匙

扣 
CN201520277433.1 

广东省中山食品进出口有限

公司 

29 实用新型 具有开瓶器功能的钥匙扣 CN201520432953.5 黄伟明 

30 实用新型 便于装卸匙圈的钥匙扣 CN201520432954.X 黄伟明 

31 实用新型 
一种多功能象鼻头组装机的拉片输送

装置 
CN201520389826.1 

泉州市鲤城区展鸿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 

32 实用新型 一种多功能象鼻头组装机的铆合装置 CN201520389834.6 
泉州市鲤城区展鸿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 

33 外观设计 耳机（全拉链式） CN201530135659.3 深圳市金马通讯有限公司 

34 外观设计 耳机（手机拉链式） CN201530135795.2 深圳市金马通讯有限公司 

35 发明 一种压铸拉链头的表面处理工艺 CN201510389975.2 浙江杰凯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36 发明 
一种机械手音波拉链切断机及切断方

法 
CN201410153975.8 义乌市华灵拉链有限公司 

37 发明 新型拉链式灌管 CN201410138515.8 
天津市绿视野节能工程设备

有限公司 

38 发明 拉链收卷机及收卷方法 CN201510297883.1 浙江鑫鸿拉链有限公司; 

39 发明 拉链封口式文件夹 CN201410155646.7 庞彦毅 

40 发明 带有拉链的抗紫外线短袖 CN201510356914.6 江阴市互联染整有限公司 

41 发明 具有互锁的拉链拉片的行李 CN201510157682.1 新秀丽 IP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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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类型 名称 申请号 申请（专利权）人 

42 发明 拉链式运送车及其制作方法 CN201510444354.X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43 发明 一种设有验钞功能的拉链耳机 CN201410170821.X 管会林 

44 发明 
一种箱包智能拉链锁及该锁的控制方

法 
CN201510476220.6 东莞市景瑜实业有限公司 

45 发明 
一种治疗糖尿病足三黄复方中药散网

格形缝合固定拉链袜 
CN201510344847.6 

韩城市秦龙花椒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46 发明 一种防老人走失钥匙链 CN201410138843.8 王若菂 

47 发明 安全扣 CN201510445857.9 联扬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48 发明 登山温度计 CN201510338202.1 刘飞 

49 实用新型 拉链头 CN201520399483.7 许建荣 

50 实用新型 自封式拉链 CN201520400286.2 厦门华置进出口有限公司 

51 实用新型 万能拉链头 CN201520220887.5 雷蒙德·爱德华·肯特 

52 实用新型 一种防盗拉链 CN201520436603.6 深圳市立盟特科技有限公司 

53 实用新型 拉链及其应用 CN201520284330.8 游且扬 

54 实用新型 拉链存放 U 型槽 CN201520244188.4 罗继权 

55 实用新型 一种新型拉链防盗装置 CN201520307517.5 颜汝森 

56 实用新型 一种拉链牙齿植齿机 CN201520356109.9 吴弘纳 

57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拉链啮合的冲压拉头 CN201520361783.6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8 实用新型 一种智能拉链及其加工设备 CN201520471400.0 刘金龙 

59 实用新型 
一种带凹口方块和细长插销的分离式

拉链 
CN201520333103.X 达伦·纳恩 

60 实用新型 保护型滑块拉链 CN201520273895.6 竹菱(大连)实业有限公司 

61 实用新型 一种拉链袋用拉链热合系统 CN201520301772.9 永新股份(黄山)包装有限公司 

62 实用新型 一种拉链式耳机线 CN201520421472.4 黄其江 

63 实用新型 一种伤口缝合拉链 CN201520290751.1 
山东星之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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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类型 名称 申请号 申请（专利权）人 

64 实用新型 一种拉链式可折叠蚊帐 CN201520391481.3 贺沈新 

65 实用新型 拉链链带拉伸定位装置 CN201520391086.5 深圳市华圣达拉链有限公司 

66 实用新型 
一种拉链抛光机的抱紧机构及应用该

机构的拉链抛光机 
CN201520185774.6 魏昌明 

67 实用新型 一种全自动折拉链窗装置 CN201520157606.6 吴开杰 

68 实用新型 一种拉链式带卡孔的行李箱透明箱套 CN201520387855.4 许已王 

69 实用新型 一种拉链箱包的防盗报警装置 CN201520329689.2 姚舜 

70 实用新型 一种易穿脱拉链式医用弹力袜 CN201520377880.4 张莉 

71 实用新型 一种新型汽车安全带锁扣装置 CN201520454325.7 仲自强 

72 实用新型 一种皮带头 CN201520416548.4 倪秀林 

73 实用新型 一种凸轮式卡紧皮带扣 CN201520360339.2 周金弟 

74 实用新型 腰带尾部固定装置 CN201520004721.X 燕山大学 

75 实用新型 滑动式扣具 CN201520269363.5 台湾扣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76 实用新型 可追踪定位钥匙链 CN201520461007.3 东华大学 

77 实用新型 纽扣 CN201520234254.X 于如龙 

78 实用新型 一种新结构压块式腰带扣 CN201520323395.9 
际华三五二二装具饰品有限

公司 

79 实用新型 一种电吉他腰带 CN201520447527.9 罗福仲 

80 实用新型 贴胶冲孔方块插销一体机 CN201520452768.2 
温州市金龙拉链机械有限公

司 

81 外观设计 灯（拉链） CN201530156860.X 浙江树人大学 

82 外观设计 拉链牙 CN201530052703.4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83 外观设计 闭尾式拉链布带 CN201530147740.3 开易(广东)服装配件有限公司 

84 外观设计 拉链头芯片支架 CN201530156216.2 郭子皓 

85 外观设计 拉链背包（C 字型） CN201430561855.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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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1 

名称：反开式拉链的制造方法及制造装置 

申请号：CN201480005462.0 

申请日：2014-03-25 

公告日：2015-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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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为自动地制造具有第一拉链拉头、第二拉链拉头、上挡具、及可分离件的

反开式拉链的制造方法。通过搬送拉链链条(1)，而在拉链链条(1)上形成第一空

隙(6)、第二空隙(7)，然后通过搬送拉链链条(1)而在第一空隙(6)及第二空隙(7)

上将上挡具(13)、可分离件(16)射出成形并安装，在拉链链条(1)的第一空隙(6)

与第二空隙(7)之间安装第一拉链拉头(11)、第二拉链拉头(12)，并进一步通过

搬送拉链链条(1)而将拉链链条(1)在第一空隙(6)及第二空隙(7)处切断，由此安

装上挡具(13)与可分离件(16)，从而形成具有第一拉链拉头(11)与第二拉链拉头

(12)的反开式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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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2 

名称：联接元件、拉链链带及拉链 

申请号：CN201480007559.5 

申请日：2014-02-05 

公告日：2015-10-07 

专利权人：YKK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06(2006.01)I;A44B19/40(2006.01)I 

摘要： 

提供一种用于拉链(SF)的联接元件(1)。连接端部(2)、锚定端部(3)和中间部分

(4)沿纵向轴线(L-L)配置，使得当联接元件(1)附接至纱带(T)时，连接端部(2)

背离纱带(T)，锚定端部(3)夹紧纱带(T)。在连接端部(2)中，前部分(2f)经调适

成与对置联接元件(1)的前部分并列，以使得与之形成密集配置，且后部分(2r)

与对置联接元件(1)的后部分以可释放方式啮合。在锚定端部(3)中，前部分(3f)

和后部分(3r)形成支脚部件(3g)，支脚部件(3g)远离中间部分(4)而延伸，同时

在其间限定沟槽(5)，且支脚部件(3g)经调适成夹持至纱带(T)上。在沟槽(5)中，

在横过纵向轴线(L-L)的方向上对置的一对凹陷(5b)邻近中间部分(4)而设置于

支脚部件(3g)的内部近侧部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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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3 

名称：用于隐形拉链的拉头 

申请号：CN201510455414.8 

申请日：2009-08-27 

公告日：2015-10-28 

专利权人：YKK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26(2006.01)I 

摘要： 

提供一种用于隐形拉链的拉头，即使在拉头被应用于座椅的座椅套并且当拉链被

闭锁时大的横向拉力被施加到拉头时，也能够实现拉头的顺畅滑动操作。用于隐

形拉链(10)的拉头(20)包括：拉头主体(21)，其具有至少下翼板(23)、左右侧壁

部(24a，24b)和左右第一凸缘(25a，25b)；以及与拉头主体(21)接合的拉头上板

构件(22)，其具有至少朝向至少左右侧壁部(24a，24b)突出的第二凸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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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4 

名称：滑块的拉片安装装置 

申请号：CN201380072602.1 

申请日：2013-12-16 

公告日：2015-10-14 

专利权人：YKK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42(2006.01)I;A44B19/26(2006.01)I 

摘要： 

本发明的滑块的拉片安装装置中，在进行间歇旋转的转台(12)上旋转自如地安装

拉片保持部(20)，所述拉片保持部(20)使连结部(8)的开口部(9)朝向上方来保持

拉片(6)，通过所述拉片保持部(20)进行旋转，拉片(6)的表背一侧的面(6a)表背

反转，且设置着：拉片供给部(30)，对所述拉片保持构件(20)供给拉片(6)；拉

片表背感知部(40)，对拉片(6)的表背进行感知；拉片反转部(50)，使所述拉片

保持部(20)相对于转台(12)进行旋转；滑块组装部(60)，将夹持器(4)的安装孔

(5)钩在拉片(6)的连结部(8)的开口部(9)上，并组装滑块(1)；以及压紧部(70)，

对拉片(6)的连结部(8)进行压紧加工而使开口部(9)闭合，并且，使转台(12)进

行旋转而可使拉片(6)高速地移动，由此可使在滑块(1)上安装拉片(6)的作业高

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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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5 

名称：连续牙链测距装置 

申请号：CN201480009110.2 

申请日：2014-01-10 

公告日：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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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提供一种连续牙链测距装置，对连续牙链赋予固定的张力而可使测距精度

稳定化。连续牙链测距装置(20)包括：测距部(30)，对连续牙链(C1)的传送长度

进行测距；张力赋予部(40)，对连续牙链(C1)赋予张力；以及张力检测部(50)，

对赋予到连续牙链(C1)的张力进行检测。张力赋予部(40)根据由张力检测部(50)

检测到的张力，将赋予到连续牙链(C1)的张力控制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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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6 

名称：拉链 

申请号：CN201510247256.7 

申请日：2009-01-13 

公告日：2015-10-28 

专利权人：YKK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24(2006.01)I;A44B19/06(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拉链，拉链(1)的各拉链链牙(10、10′、30、40)具有配置在所

述拉链带(2)的第一面侧的链牙上半部(11、31、41)和配置在该拉链带(2)的第二

面侧的链牙下半部(21)。另外，所述链牙上半部(11、31、41)具有第一带挟持部

(12、32、42)和从该第一带挟持部(12、32、42)延伸设置的前端细窄形状的第一

头部(13、13′、33、43)。而且，所述链牙上半部(11、31、41)具有渐缩部(14、

34、44)，该渐缩部至少使所述第一带挟持部(12、32、42)中的带长度方向上的

前方侧面和后方侧面间的尺寸向上方逐渐减小。通过这样的本发明的拉链(1)，

能够使各拉链链牙(10、10′、30、40)轻量地形成，且能够使该拉链链牙(10、

10′、30、40)具有金属制的拉链链牙般的外观。 



 

9 
 

 

 

序号：1 

名称：一种压铸拉链头的表面处理工艺 

申请号：CN201510389975.2 

申请日：2015-07-01 

公告日：2015-10-21 

专利权人：浙江杰凯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42(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压铸拉链头的表面处理工艺。它解决了现有装置中生产出来的

拉头和拉片的表面会有披锋、毛刺、水纹、水口等表面不良，且现在没有对其表

面进行处理的工艺等技术问题。本压铸拉链头的表面处理工艺，压铸拉链头包括

通过压铸一次成型的拉头和拉片，拉头和拉片组装在一起后形成拉链头，该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A、零件水磨：B、取件：C、烘干：D、组装。本发明具有可提升

产品的表面质量、产品质量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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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2 

名称：一种机械手音波拉链切断机及切断方法 

申请号：CN201410153975.8 

申请日：2014-04-11 

公告日：2015-10-14 

专利权人：义乌市华灵拉链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42(2006.01)I;D06H7/22(2006.01)I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机械手音波拉链切断机，包括机架，以及安装于机架上的送带

装置、切带装置、机械手拉带装置和出带装置，本发明用一套送带装置、机械手

拉带装置和出带装置完美的模拟了人工操作，实现了拉链切断机真正意义上的无

人值守，以上三大装置配合紧密，独立工作，相互不干扰，稳定性强，为有效帮

助拉链切断机切断后拉链长短齐整、拉链不乱、花边不斜作出保障。本发明再采

用现有技术比较成熟的音波切断机来作为主要工作部件，使得本机适用于各种拉

链切断，包括花式拉头，最主要实现了拉链切断不变形，拉链长短齐整、拉链不

乱、花边不斜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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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3 

名称：拉链收卷机及收卷方法 

申请号：CN201510297883.1 

申请日：2015-06-03 

公告日：2015-10-14 

专利权人：浙江鑫鸿拉链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B65H54/02(2006.01)I;B65H59/38(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涉及拉链制造领域，目的是提供一种拉链收卷机及收卷方法。一种拉链收

卷机，包括机座，与机座连接的机头；其特征是：所述的机头设有测速装置；拉

链收卷机还包括调速收卷装置，控制器。该拉链收卷机使用时，测速装置与调速

收卷装置配合使拉链在收卷筒处的线速度保持一致，使收卷完成后的拉链卷内外

松紧一致，拉链在后序印染时色度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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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4 

名称：带有拉链的抗紫外线短袖 

申请号：CN201510356914.6 

申请日：2015-06-26 

公告日：2015-10-07 

专利权人：江阴市互联染整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

A41D1/00(2006.01)I;A41D31/02(2006.01)I;A41D27/00(2006.01)I;B32B9/02(2

006.01)I;B32B9/04(2006.01)I;B32B23/02(2006.01)I;B32B23/08(2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有拉链的抗紫外线短袖，包括短袖（1），短袖（1）的面料为

透气面料，所述透气面料包括上层面料、中层面料和下层面料，所述上层面料是

粘胶纤维丝，所述中层面料是醋酯纤维丝，所述下层面料是聚丙烯腈纤维丝，其

特征在于所述短袖（1）底部设有一段拉链（2），所述拉链（2）设于短袖（1）

的侧面或者后面，所述拉链（2）从下向上开启。本发明由于短袖的侧边设有拉

链，穿着时打开拉链，增大了下围，方便套入，然后再闭合拉链，操作简单，使

用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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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5 

名称：拉链式运送车及其制作方法 

申请号：CN201510444354.X 

申请日：2015-07-27 

公告日：2015-10-21 

专利权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B62B3/02(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拉链式运送车及其制作方法，盛物平台由二个平台构成，二个平

台之间通过拉链可分拆连接，一个平台前端设有可锁扣凹槽,并通过可锁扣凹槽

与拉手柄下端的手柄卡槽连接，另一平台后端设有手提把手，手提把手后端上面

设有可锁扣键,可锁扣键前侧面上设有可伸缩卡位凸点；所述盛物平台下面安装

四个滑轮组。二个平台之间还装有一对合页组。本发明可以盛装物品，携带便携、

拆装方便、降低了不必要的劳动力，且操作方法简单，可以轻松的利用此装置运

送蛇皮袋类行李、储气罐等物品，大大提高运送物品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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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6 

名称：一种箱包智能拉链锁及该锁的控制方法 

申请号：CN201510476220.6 

申请日：2015-08-06 

公告日：2015-10-07 

专利权人：东莞市景瑜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E05B65/52(2006.01)I;E05B47/00(2006.01)I;E05B37/20(2006.01)I 

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箱包智能拉链锁，包括锁壳，锁壳的一侧设有用于安装拉链片的

缺口，锁壳内设有至少一组锁舍组件、用于控制锁舍组件打开或关闭的推扭组件

和用于限制推扭组件移动的密码轮组件，锁壳的底部设有用于控制锁舍组件打开

或关闭的电控装置，电控装置由一移动设备控制。本发明采用移动设备远程控制，

自动开锁，在移动设备上的 APP蓝牙终端按下开锁键后，拉链片自动弹起，达到

全自动开锁的目的；自动关锁，在开锁 10s后，蓝牙模块控制电机动作，达到自

动关锁的目的，防止用户忘记上锁；自动关锁后，拉链片仍然可以压入，防止模

块自动关锁后，用户无法把箱包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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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第七届中国崇福皮草博览会开幕（来源：嘉兴在线，2015 年 11 月 19 日） 

昨天上午，以“拥抱互联网，皮草新风尚”为主题的 2015 第七届中国崇福

皮草博览会在“中国皮草名城——崇福”隆重举行。中国皮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聂玉梅，中国皮革协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理事长李伟娟，桐乡市领

导卢跃东、张林洪、池晓明、蒋惠玲、徐鸣阳等出席开幕式或参加了相关活动。 

据悉，本届博览会由中国皮革协会、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桐乡市人民政府

主办，崇福镇人民政府、崇福经济区管委会、崇福皮毛协会、中国•崇福国际皮

草中心、浙江传媒学院承办。 

 

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cnjxol.com/xwzx/jxxw/qxxw/tx/content/2015-11/19/conten

t_3500080.htm 

2、对簿公堂五年常熟纺机赢了（来源：中国纺织报，2015 年 11 月 19 日） 

常熟纺机赢了。历时 5 年之久，近日，常熟纺机终于打赢了与斯托布利-法

韦日公司多年纠结的专利知识产权官司。 

常熟纺机、斯托布利-法韦日公司两家企业对簿公堂，缘起于 3 场专利权侵

权风波。第一场侵权官司中所涉及的斯托布利公司专利号为 97126282.9 的发明

专利，其在 2011 年就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为专利无效；但另外两起关于斯

托布利公司专利号为 97123475.2、97123476.0 专利产品的案件，先后经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苏州中院依据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意见，判决常熟纺机侵

权成立并责令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涉案产品。 

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tnc.com.cn/info/c-005002-d-3549824.html 

 

http://www.cnjxol.com/xwzx/jxxw/qxxw/tx/content/2015-11/19/content_3500080.htm
http://www.cnjxol.com/xwzx/jxxw/qxxw/tx/content/2015-11/19/content_3500080.htm
http://www.tnc.com.cn/info/c-005002-d-35498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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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山将设立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来源：南方日报，2015 年 11 月 19 日） 

  从佛山市知识产权局获悉，《佛山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创新驱动发

展行动计划》（下文简称《计划》）已于近日出台，透露了佛山在知识产权领域

的系统性计划。根据该计划，佛山市将把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

制度，计划到 2017 年发明专利年申请量达 10000 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

总产值比重达 40%。未来，佛山还将积极构建知识产权运营交易机制。 

更多信息详见： 

http://fs.southcn.com/content/2015-11/19/content_137220685.htm 

4、新百伦商标权纠纷案二审开庭（来源：中国皮革和制鞋网，2015 年 11 月 18 日） 

美国知名运动品牌 NewBalance 在中国市场遭遇商标侵权诉讼。此前，广州

市中院一审判决认定该品牌在中国的关联公司——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下称新百伦公司）因使用他人已注册商标新百伦，构成侵权。由于一审判决赔

偿金额高达 9800万元，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11月 5日，这起备受关注的商标

权纠纷上诉案在广东省高院公开开庭审理。 

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tnc.com.cn/info/c-001006-d-3549766.html 

 

5、青岛国际缝制展致力于打造缝制设备全产业链展览会（来源：世界服装鞋帽网，2015

年 11 月 13 日） 

中国缝制机械行业盛会，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将于明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在山东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展会由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主办。展会致力于打造“北方专业的缝制设备全产业链展览会”。 

日前，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山东商会、

山东省纺织工业协会、山东省服装行业协会、山东省皮革行业协会、青岛市纺织

服装行业协会、海名国际会展集团等联合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青岛)国际缝制

设备展览会”将于 2016 年 6月 30-7月 2日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召开。 

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sjfzxm.com/news/zhanhui/201511/13/471277.html 

http://fs.southcn.com/content/2015-11/19/content_137220685.htm
http://www.tnc.com.cn/info/c-001006-d-3549766.html
http://www.sjfzxm.com/news/zhanhui/201511/13/4712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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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 118 届广交会受理知识产权投诉案件增加(来源:人民网, 2015 年 11月 06 日) 

11 月 4 日，记者从第 118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闭幕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此届广交会受理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被诉侵权企业和最终认定侵

权企业，比上届均有所增长。其中被投诉企业增长幅度较大，而最终确认涉嫌侵

权的企业并无大的增长。 

相关负责人表示，被投诉企业数量较大幅度的增长，表明在市场竞争激烈、

成交额下降的形势下，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成为更多的企业打击竞争对手的手段。

而最终被认定涉嫌侵权企业数量并没有大的增长，既说明了参展企业知识产权风

险防范意识的提升，也说明知识产权的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sipo.gov.cn/mtjj/2015/201511/t20151106_1199249.html 

 

http://www.sipo.gov.cn/mtjj/2015/201511/t20151106_119924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