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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企业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国内企业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国内企业专利申请排行统计 

 国内企业专利申请类型统计 

 2016 年 9 月专利清单 

 CN201610445822.X 一种双尾止拉链机 

 CN201630295588.8 拉链牙（圆） 

 CN201620189630.2 一种双层保护拉链[ZH]  

 CN201620100890.8 链带式打磨生产线 

 CN201610288481.X 一种银白色金属拉链及其

制作方法 

 CN201610345149.2 一种拉链锁扣 

CN201480075449.2 拉链链牙的制造方法、其制

造装置以及制造物 

CN201480075447.3 拉链的打开件及拉链 

CN201610518456.6 具备铜合金制链牙列的拉

链长链以及拉链 

CN201620143777.8 拉链用拉头和拉链[ZH] 

CN201620143587.6 链带 

CN201480075028.X 拉链牙链带 

 首届中国互联网纺织服装双创大赛苏州站

圆满落幕 

 国务院批复我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方案，赋予广东新使命¬——加快建设创新

驱动发展先行省 

 

 佛山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 2017 年度省知

识产权工作专项资金项目库项目申报工作的

通知 

 2016 中国专利信息年会即将开幕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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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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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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运婷

郑景文

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限公司

李晓敏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刚恒统

珠海富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拉链条

42%

装置和设备

21%

应用

17%

拉头

12%

链牙

6%
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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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在国内拉链领域，专利公开总量为 96 件；其中

郑运婷，（14 件），郑景文（7 件），联想拉链(6 件)，李

晓敏（5 件），汛兴拉链（4 件），其余为 1-3 件。 

9 月份在国内拉链领域，公开的专利涉及拉链条

（40 件），装置和设备（20 件），应用（16 件），拉

头（12 件）,链牙 (6 件)，止码（2 件）。 

国内企业专利申请类型统计 国内企业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发明, 23, 24%

实用新型, 64, 

67%

外观设计, 9, 

9%

 
 

 

 

公开, 23, 

24%

授权, 73, 

76%

 

9 月份在国内拉链领域，专利公开最多的类型是发明

（23 件），其次是实用新型（64 件），第三是外观设计（9

件）。 

9 月份在国内拉链领域，公开 23 件专利，授权专利

7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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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1 CN201480075449.2 2014 
拉链链牙的制造方法、其制造装

置以及制造物[ZH] 
YKK 株式会社 链牙 

2 CN201480075447.3 2014 拉链的打开件及拉链[ZH] YKK 株式会社 拉头 

3 CN201610518456.6 2016 
具备铜合金制链牙列的拉链长

链以及拉链[ZH] 
YKK 株式会社 链牙 

4 CN201480075028.X 2014 拉链牙链带[ZH] YKK 株式会社 链牙 

5 CN201620143777.8 2016 拉链用拉头和拉链[ZH] YKK 株式会社 拉头 

6 CN201620143587.6 2016 链带[ZH] YKK 株式会社 拉链条 

7 CN201530278153.8 2015 拉链用链[ZH] YKK 株式会社 拉链条 

8 CN201620188820.2 2016 一种双层错开上防插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9 CN201620189753.6 2016 一种双层上下防插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10 CN201620189630.2 2016 一种双层保护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11 CN201620189377.0 2016 一种双层正对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12 CN201620189081.9 2016 一种双层上防插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13 CN201620188957.8 2016 一种双层封闭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14 CN201620188810.9 2016 一种双卷单层防插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15 CN201620188759.1 2016 一种双层正对上防插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16 CN201620188756.8 2016 一种双卷双层防插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17 CN201620188602.9 2016 一种双层错开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18 CN201620189474.X 2016 一种双层正对下防插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19 CN201620188864.5 2016 一种双层下防插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20 CN201620188699.3 2016 一种单层保护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21 CN201620189311.1 2016 一种双层错开下防插拉链[ZH] 郑运婷 拉链条 

22 CN201620189439.8 2016 一种防盗拉链[ZH] 郑景文 拉链条 

23 CN201620188618.X 2016 一种双层拉链[ZH] 郑景文 拉链条 

24 CN201620188443.2 2016 一种防盗双层拉链[ZH] 郑景文 拉链条 

25 CN201620189438.3 2016 一种安全拉链[ZH] 郑景文 拉链条 

26 CN201620189314.5 2016 一种双层防插拉链[ZH] 郑景文 拉链条 

27 CN201620189155.9 2016 一种防插拉链[ZH] 郑景文 拉链条 



 

3 
 

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28 CN201620189031.0 2016 一种防插开拉链[ZH] 郑景文 拉链条 

29 CN201610445822.X 2016 一种双尾止拉链机[ZH] 
理想（广东）拉链实

业有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30 CN201620324063.7 2016 一种弹片拉头[ZH] 
理想（广东）拉链实

业有限公司 
拉头 

31 CN201620324073.0 2016 一种弹片拉头[ZH] 
理想（广东）拉链实

业有限公司 
拉头 

32 CN201620324058.6 2016 一种新型弹片拉头[ZH] 
理想（广东）拉链实

业有限公司 
拉头 

33 CN201630295588.8 2016 拉链牙（圆）[ZH] 
理想（广东）拉链实

业有限公司 
链牙 

34 CN201630100792.X 2016 拉链头（弹簧）[ZH] 
理想（广东）拉链实

业有限公司 
拉头 

35 CN201520929439.2 2015 
一种拉链链齿可导电的防盗背

包[ZH] 
李晓敏 应用 

36 CN201520929399.1 2015 
一种拉链链齿镶嵌多个导电材

料的防盗背包[ZH] 
李晓敏 应用 

37 CN201520929657.6 2015 
拉链链齿前端与拉链头可导电

的指纹识别防盗包具[ZH] 
李晓敏 应用 

38 CN201520929538.0 2015 
拉链链齿与拉链头可导电的指

纹识别防盗包具[ZH] 
李晓敏 应用 

39 CN201520929374.1 2015 
一种拉链链齿镶嵌导电材料的

防盗背包[ZH] 
李晓敏 应用 

40 CN201610504465.X 2016 拉头拆解装置[ZH]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41 CN201610375737.0 2016 一种尼龙拉链的背拉拉头[ZH]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拉头 

42 CN201610375490.2 2016 一种斜牙塑钢拉链[ZH]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链牙 

43 CN201610506318.6 2016 拉链定位装置[ZH]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44 CN201620251273.8 2016 一种防辐射拉链[ZH] 

安徽宇航派蒙防辐

射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拉链条 

45 CN201630290314.X 2016 拉链（水晶叻架）[ZH] 
珠海富邦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拉链条 

46 CN201630290312.0 2016 拉链（金属镀膜）[ZH] 
珠海富邦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拉链条 

47 CN201620344480.8 2016 防水气密双拉拉链头[ZH] 刚恒统 拉头 

48 CN201620344479.5 2016 防水气密单拉拉链头[ZH] 刚恒统 拉头 

49 CN201610210694.0 2010 形状记忆拉条[ZH] 波音公司 拉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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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50 CN201610498130.1 2016 
一种能够使得撕开边缘平整的

拉链型纸箱及其制造方法[ZH] 
常江 应用 

51 CN201610552174.8 2016 一种双开口拉链切断装置[ZH] 
常熟市给力拉链设

备有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52 CN201620205290.8 2016 一种新型拉链结构[ZH] 
常熟市铠煌特种绗

绣有限公司 
拉链条 

53 CN201620002153.4 2016 
一种后下方有拉链开口的睡袋

[ZH] 
戴学民 应用 

54 CN201610426812.1 2016 自动装拉链头装置[ZH] 
东莞市建日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 
拉头 

55 CN201620199363.7 2016 一种智能拉链锁[ZH] 
东莞市景瑜实业有

限公司 
拉链条 

56 CN201530358597.2 2015 拉链耳机（2）[ZH] 范林 应用 

57 CN201520949391.1 2015 拉链上止机[ZH] 
佛山市煜丰机械有

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58 CN201610540495.6 2016 
全自动折叠拉链机及其操作方

法[ZH] 

广东利事丰机器人

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装置和设备 

59 CN201620329428.5 2016 具有隐藏式拉链的背包[ZH] 
广州奥王达皮具有

限公司 
应用 

60 CN201530553926.9 2015 拉链[ZH] 桂云 拉链条 

61 CN201620434644.6 2016 一种拉链式蛇皮软管[ZH] 郝星辉 拉链条 

62 CN201521119485.2 2015 一种双层拉链行李箱[ZH] 
嘉兴涵宇箱包有限

公司 
应用 

63 CN201610393834.2 2016 一种拉链头组装机[ZH] 
嘉兴盛隆拉链制造

有限公司 
拉链条 

64 CN201620058448.3 2016 一种颗粒链牙加工装置[ZH] 
江苏盛业拉链制造

有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65 CN201610322697.3 2016 带有拉链的镂空短袖[ZH] 
江阴市繁荣色织有

限公司 
应用 

66 CN201620229180.5 2016 拉链及箱包[ZH] 
联想（北京）有限公

司 
应用 

67 CN201610345149.2 2016 一种拉链锁扣[ZH] 刘宇敦 止码 

68 CN201620098576.0 2016 一种新型拉链[ZH] 骆俊洪 拉链条 

69 CN201620143540.X 2016 
一种用于挤出拉条提高冷却效

率的牵引装置[ZH] 

宁波科普特新材料

有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70 CN201620317056.4 2016 一种拼接式拉链模板[ZH]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

公司 
装置和设备 

71 CN201620395256.1 2016 
一种用于拉链切断机的压紧装

置[ZH] 

平湖市辰旭箱包旅

游用品有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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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72 CN201620117072.9 2016 
一种配置双端开口拉链的箱包

结构[ZH] 

芊茂（浙江）拉链有

限公司 
应用 

73 CN201620293945.1 2016 
一种拉链头组装机的拉片输送

装置[ZH] 

泉州市旭麟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74 CN201620334891.9 2016 
一种带有防静电拉链的防护服

[ZH] 

陕西翼龙服装有限

公司 
应用 

75 CN201521073761.6 2015 
系统集成型拉链缺陷检测设备

[ZH] 
汕头大学 装置和设备 

76 CN201630044861.X 2016 拉片（手环版）[ZH] 
上海润米科技有限

公司 
应用 

77 CN201610334838.3 2016 一种拉链拉头[ZH] 
上海泽普拉链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拉头 

78 CN201620271702.8 2016 拉链头[ZH]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拉头 

79 CN201610288481.X 2016 
一种银白色金属拉链及其制作

方法[ZH] 

深圳市联星服装辅

料有限公司 
链牙 

80 CN201620322117.6 2016 防盗拉链[ZH] 孙玉 拉链条 

81 CN201610408010.8 2016 
拉链型软包装袋包装机开拉链

装置[ZH] 
唐唤清 装置和设备 

82 CN201620340684.4 2016 
一种焦炉废气拉条检测装置及

其控制电路[ZH]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装置和设备 

83 CN201620299247.2 2016 
一种与带拉链领子模板相配合

的缝纫机[ZH] 

天津市大中服装有

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84 CN201610125082.1 2016 

提供防止昆虫或颗粒穿过拉链

密封件的屏障的包括拉链密封

件和拉链的拉链装置[ZH] 

托尔特利亚制造工

业公司 
拉链条 

85 CN201620397293.6 2016 一种防尴尬纽扣拉链[ZH] 王漠阳 拉链条 

86 CN201520840290.0 2015 
一种拉链物理性能检测装置

[ZH] 

温州方圆仪器有限

公司 
装置和设备 

87 CN201620268991.6 2016 
一种拉链机的并链出带装置

[ZH] 

温州宏业精机有限

公司 
装置和设备 

88 CN201620340108.X 2016 
一种带独立弹起功能的汽车发

动机罩盖双拉锁[ZH] 

烟台三环锁业集团

有限公司 
应用 

89 CN201620358390.4 2016 
一种梳棉机给棉罗拉链轮传动

装置[ZH] 
盐城市贵清电气厂 装置和设备 

90 CN201610149885.0 2016 
一种拉锁式墙体部品及制作该

部品时使用的一种拉锁键[ZH] 
姚景祥 拉链条 

91 CN201630046958.4 2016 拉链上止[ZH]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止码 

92 CN201480062377.8 2014 
柔韧性高且拉链啮合性良好的

合成树脂拉链[ZH] 
郑池雍 拉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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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93 CN201620378223.6 2016 
一种用于螺栓拉伸器拉头总成

的拆装装置[ZH]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研究所有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94 CN201620032184.4 2016 一种反光拉链[ZH] 
中山市骏坚服装拉

链有限公司 
拉链条 

95 CN201620100890.8 2016 链带式打磨生产线[ZH] 
中意联动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 
装置和设备 

96 CN201620347535.0 2016 
一种新型软体开口密封拉链结

构[ZH] 

珠海市优氧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 
拉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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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1 

名称：拉链链牙的制造方法、其制造装置以及制造物[ZH] 

申请号：CN201480075449.2 

申请日：2014.06.03 

公告日：2016.09.28  

专利权人： 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主分类号：A44B19/42(2006.01)I 

摘要： 

     一种拉链，能够容易视觉辨认拉头的拉攀与止动件连结的情况，具有：一

对拉链牙链带(2、2)，其包括沿前后延伸的一对带(3、3)、沿着一对带的相对的

侧缘部固定的一对链牙列(4、4)、和固定于一对带前端部的止动件(5)；和拉头(6)，

其包括沿着一对链牙列移动且向前方的移动范围由止动件决定的拉头主体(7)、

从拉头主体的左右侧面突出的一对支承轴(8、8)、和能够以一对支承轴为中心旋

转的拉攀(9)，拉攀具有支承在一对支承轴上且能够相对于止动件连结及解除连

结的コ字状的框体(91)，止动件具有为长方体状且左右侧面及前表面这三个面由

连结状态下的框体包围的止动件主体(51)、和从止动件主体的上述三个面中的至

少一面突出且限制框体旋转的为弹性体的突起(53)，突起在俯视情况下形成在由

上述三个面中该突起突出的面所形成的边的全长的一部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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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2 

名称：拉链的打开件及拉链 

申请号：CN201480075447.3 

申请日：2014.03.27 

公告日：2016.09.28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主分类号： A44B19/38(2006.01) 

摘要： 

提供一种打开件，在通过向左右方向的外力来使关闭状态的拉链成为打开状

态时，尽可能地防止插座体的破损且提高插座体与插管的分离性。在通过向左右

方向施加外力来使沿前后方向延伸的一对拉链牙链带(12、12)从关闭状态成为打

开状态的拉链(11)的打开件(1)中，具有：插管(2)，其在一方的拉链牙链带的后部

沿前后延伸；和插座(3)，其设在另一方的拉链牙链带的后部，且具有插管收纳

部(5b)，其中该插管收纳部(5b)形成有能够供插管插拔的插管孔(5c)，插管收纳部

具有：在作为拉链牙链带的厚度方向的上下方向上相对的上壁(51)及下壁(52)；

从上壁及下壁向缩小彼此间隔的方向突出的一对壁部(55、55)；和在一对壁部的

后方将上壁及下壁接合的底壁。一对壁部从与上壁及下壁的前端相比靠后侧的位

置朝向底壁延伸地形成，为了将插入到插管孔中的插管的最后端位置限制在底壁

与一对壁部的前端之间，而分在插座和插管上地具有会相互发生碰撞的一对限制

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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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3 

名称：具备铜合金制链牙列的拉链长链以及拉链 

申请号：CN201610518456.6  

申请日：2016.07.04 

公告日：2016.09.28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主分类号：A44B19/24(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备色相变化的铜合金制链牙列的拉链长链，能够以低成本

制造且通过与镀敷不同的方法对铜合金制链牙进行着色。拉链长链具备相互卡合

的一对铜合金制链牙(103)的列以及一对拉链带(101)，分别沿该一对拉链带(101)

各自的一侧缘安装有该链牙(103)的列，上述链牙(103)各自的露出面具有氧化亚

铜和氧化铜的含有率不同的氧化覆膜，由此上述链牙(103)各自呈现出的色相在

上述列的长度方向上发生变化。 

 

序号：4 

名称： 拉链用拉头和拉链 

申请号：CN201620143777.8 

申请日：2016.02.25 

公告日：2016.09.14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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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主分类号：A44B19/26(2006.01)I 

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拉链用拉头和拉链，其不仅确保了拉片的简单的安装性，还

实现了拉片的枢轴转动过程中拉片保持稳定的姿态。拉头(100)包括拉头主体部

(120)、设于拉头主体部(120)的拉片安装部(160)、安装于拉片安装部(160)的树脂

制的拉片(200)。拉片(200)包括轴部(210)和从轴部(210)的各端部延伸出来一对棒

部(220)。拉片安装部(160)包含对拉片(200)的轴部(210)做轴支承的一对爪部

(170)。各爪部(170)在拉片(200)的枢轴转动过程中由一对棒部(220)夹持。各爪部

(170)的顶端部在轴部(210)的轴向上的宽度小于各爪部(170)的根部在上述轴向上

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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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5 

名称：链带  

申请号：CN201620143587.6 

申请日：2016.02.25 

公告日：2016.09.14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主分类号：A44B19/24(2006.01)I 

摘要： 

    提供一种拉链用打开件的插座，其考虑到使浇口残痕不容易引人注目。该拉

链用打开件的插座为树脂制，其具有：相对于插棒(3a)的前部平行排列的座棒

(31)；和插座体(32)，其具有供上述插棒(3a)的后部插入的插棒孔(42)，在上述插

座体(32)的左右侧面中的一个侧面上，形成有与上述插棒孔(42)连通的拉链带槽

(41)，该拉链用打开件的插座的特征在于，在上述插座体(32)的上述拉链带槽(41)

的延伸方向后方具有浇口残痕(36c)。 



 

8 
 

序号：6 

名称：拉链牙链带 

申请号：CN201480075028.X  

申请日：2014.02.17 

公告日：2016.09.21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主分类号：A44B19/06(2006.01)I 

摘要： 

    本发明的拉链链牙(20、20a)具有：具有啮合头部(21c)的链牙主体部(21)、以

及从链牙主体部(21)向带表背方向隆起的第一和第二隆起部(22、22a、23、23a)，

第一和第二隆起部(22、22a、23、23a)具有顶面(43)、从链牙主体部(21)立起的周

侧面(44、44a)以及处于顶面(43)与周侧面(44、44a)之间并且倾斜角度与顶面(43)

和周侧面(44、44a)不同的至少一个斜面(45)。由此，拉链链牙(20、20a)在链牙长

度方向上看起来细长，能够呈现接近金属制链牙的外观。另外，在拉头(30)的滑

动操作开始时能够使停止爪部(34a)不容易挂到拉链链牙(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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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1 

名称：一种双尾止拉链机 

申请号：CN201610445822.X  

申请日：2016.06.17 

公告日：2016.09.07 

专利权人： 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主分类号：B29C65/08(2006.01)I 

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双尾止拉链机，包括机台、控制器、以及机台上沿拉链带

的传输方向依次设置的放带装置、超声波熔接单元和拉带装置，放带装置设置于

机台的左侧，用于将拉链带导入超声波熔接单元，拉带装置设置于机台的右边，

用于将拉链带拉出超声波熔接单元，所述超声波熔接单元包括熔接模具、拉链带

限位机构、定位机构、辅助定位机构和超声波焊接机构，所述熔接模具、拉链带

限位机构、定位机构、辅助定位机构和超声波焊接机构分别与第一驱动装置、第

二驱动装置、第三驱动装置、第四驱动装置和第五驱动装置连接，本双尾止拉链

机能够同时将拉链两端的链牙熔接形成阻碍拉链头滑出的双尾止，且定位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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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2 

名称：拉链牙（圆） 

申请号：CN201630295588.8 

申请日：2016.06.30  

公告日：2016.09.28 

专利权人：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外观设计  

分类号：02-07(10) 

摘要： 

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拉链牙（圆）。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本外观

设计产品为用于拉链的咬合部件。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整体形状。4．最

能表明本外观设计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立体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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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3 

名称：一种双层保护拉链 

申请号：CN201620189630.2  

申请日：2016.03.13 

公告日：2016.09.07 

专利权人：郑运婷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主分类号：A44B19/34(2006.01)I 

摘要： 

一种双层保护拉链，包括有链座、上链条、下链条以及钢卷尺，上链条包括

有左上链条、右上链条、链头封口件以及链尾封口件，下链条包括有左下链条以

及右下链条；钢卷尺包括有外壳以及钢卷带，钢卷带位于链座的下方；左上链条

设有左上链扣以及左防插片，右上链条设有右上链扣以及右防插片；使用时，将

一种双层保护拉链设置于行李箱上，一种双层保护拉链设有两层链条以及钢卷

尺，上链条设有左防插片以及右防插片，利用左防插片以及右防插片封住左上链

扣以及右上链扣之间的间隙，利用钢卷尺的钢卷带封住两层链条，当不法分子利

用利器插入链条时，利器被钢卷带挡住，增加不法分子用利器插开拉链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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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4 

名称：链带式打磨生产线 

申请号：CN201620100890.8 

申请日：2016.02.02  

公告日：2016.09.07 

专利权人：中意联动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分类号：B24B27/00(2006.01)I 

摘要： 

一种链带式打磨生产线，包括机械手、打磨磨轮、传送带、传送台、前挡板、

后挡板、限位开关，所述的传送台上设有传送带，传送带与传送电机相连，传送

台旁平行设有至少两台机械手，机械手上设有打磨磨轮，每台机械手执行不同的

加工工序，所述的操作台、传送电机、机械手均与控制柜相连，每个机械手在传

送带上有相对应的加工工位，加工工位两端的传送带下方安装有前挡板、后挡板，

加工工位旁的传送台上设有限位开关。本实用新型优点和有益效果：提高了生产

效率，保证了磨削抛光质量的高度一致性，降低了产品的不合格率；使得工件可

以快速投产；柔性加工能力使得系统更快的从加工一种工件变为加工另一种工

件，对于小批量、多种类工件生产尤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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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5 

名称：一种银白色金属拉链及其制作方法 

申请号：CN201610288481.X 

申请日：2016.05.04 

公告日：2016.09.28 

专利权人：深圳市联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A44B19/24(2006.01)I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银白色金属拉链包括有铝合金齿牙及齿牙表面的银白色

的氧化层，所述氧化层为磷酸铝或磷酸二氢铝。按照本发明的银白色金属拉链制

作方法制作的拉链的齿牙表面具有一层磷酸铝或磷酸二氢铝，从而使齿牙耐氧化

耐腐蚀，且具有银白色金属光泽。 

 

序号：6 

名称：一种拉链锁扣 

申请号：CN201610345149.2  

申请日：2016.05.20 

公告日：2016.09.21 

专利权人：刘宇敦 

申请类型：发明 

分类号：E05B65/52(2006.0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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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拉链锁扣，其特征在于：包括主体、卡扣臂和卡扣柱，该卡

扣柱固设于该主体之上，该卡扣臂一端与该主体枢转连接，另一端具有与该卡扣

柱相配合的卡合部，该卡扣臂绕其枢转轴旋转使该卡合部到达或离开与该卡扣柱

配合的位置，以实现拉链锁扣装置的闭合或打开。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箱

\包的拉链头普遍缺少防盗结构，或是防盗结构较为复杂而导致人们使用不便的

现状，结构简单、实用，能有效防止拉链头被轻易打开，而且防盗扣的开合相当

方便，不影响人们对箱包的正常使用。 

 

 

1、首届中国互联网纺织服装双创大赛苏州站圆满落幕（来源：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2016

年 09 月 28 日） 

9 月 19 日下午，“盛泽东纺城杯”2016 首届中国互联网纺织服装创新创业

大赛苏州分赛区筛选晋级赛，在苏州 Boot Camp 创业孵化器成功举办。 

本届创业大赛由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人民政

府、中国东方丝绸市场管理委员会主办，Boot Camp 创业孵化器、盛泽东方纺织

城联合承办。现场邀请到 7位投资人评委嘉宾，他们分别是：杉杉创投副总经理

徐斌、英菲尼迪投资总监张帆、国发创投副总经理徐挺、明善资本项目合伙人邱

文睿、联合投资投资总监孔雷、通江资本投资经理唐安铁、元禾重元投资经理衡

磊。(排序不分先后) 

 

更多信息详见： 

http://news.cntac.org.cn/domestic/gnzx/201609/t20160921_2289597.htm 

http://news.cntac.org.cn/domestic/gnzx/201609/t20160921_22895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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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山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 2017 年度省知识产权工作专项资金项目库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来源：佛山市科技局网，2016 年 09月 01 日） 

各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 2017 年度省知识产权工作专项资金项目

库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粤知规〔2016〕168号）（以下简称“省局通知”）

要求，我局将开展 2017年度省知识产权工作专项资金项目库项目申报工作，请

各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按通知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进行申报并做好推荐工作。 

 

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fskw.gov.cn/tzgg/201609/t20160901_5983908.html 

3、国务院批复我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赋予广东新使命——加快

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来源：南方日报，2016年 09 月 26 日） 

排头兵广东，再次被中央赋予了先行先试的使命。 

继去年 6月，党中央、国务院将我省列入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试点之

后，前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复我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下称“试验

方案”）。 

9 月 22 日，省委书记、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领导小

组组长胡春华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强调要通过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省建设，把创新发展落到实处。 

南方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就试验方案内容亮点作深入

解读。 

更多信息详见：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09/26/content_7584957.htm 

4、2016 中国专利信息年会即将开幕（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2016 年 09 月 18 日） 

9月 19日，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专利信息年

会（PIAC）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会议将围绕“专利运营助推供给侧

改革”主题，就专利领域热点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http://www.fskw.gov.cn/tzgg/201605/t20160516_5603322.html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09/26/content_75849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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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详见： 

http://zscq.eastday.com/zscq/n2511/u1ai16056.html 

 

http://zscq.eastday.com/zscq/n2511/u1ai1605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