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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科工局、知识产权局：我国已累计发布国

防科技工业知识产权转化信息逾 1800 项 

➢ 工信部：要以加快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为重

点 强化知识产权等专业化服务 

➢ CN201721670431.4 一种可快速更换拉片的拉头 

➢ CN201721790729.9 结构改良的自锁拉头 

➢ CN201721790696.8 具有防盗功能的拉头 

➢ CN201721687518.2 拉链及其拉链头 

➢ CN201721557059.6 一种拉头及其织带拉片 

➢ CN201721674294.1 一种防爆拉链 

➢ CN201721754135.2 一种无跳点的冲压拉头 

➢ 国内企业专利申请排行统计 

➢ 国内企业专利申请类型统计 

➢ 2018 年 7 月专利清单 

➢ 国内企业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 国内企业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CN201710028356.X 拉头排列装置及其操作方法 

➢CN201480035376.4 拉链链牙成形用线材的冲压成形装置 

➢CN201280072980.5 拉链用成型部件及具备该拉链用成型部

件的拉链 

➢CN201580084267.6 拉链牙链带及拉链 

➢CN201580084254.9 具有止码的拉链 

➢ 前 6 月规上纺织业增加值增长 1.1% 

➢ 截至去年底，广东省有效发明专利量达 20.85 万

件，是 2008 年的 10.8 倍，年均增长 30.3%，远超

国家 2020 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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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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份在国内拉链领域，专利公开总量为 120

件；其中 YKK（29 件），大昌拉链（11 件），晋江拉链

（9 件），华意拉链（ 8 件），安丰五金（ 7 件），其余

均为 5 件及以下。 

2018 年 7 月份在国内拉链领域，公开的专利涉及

设备与方法（33 件），拉头（25），整体与应用（24

件），止码件（15 件），拉片（13 件），布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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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份在国内拉链领域，专利公开最多的类型

是发明（33 件），其次是实用新型（50 件），最后是外观

设计（37 件）。 

2018 年 7 月份在国内拉链领域，授权专利 97 件，

公开专利 9 件，处于实审中的专利 14 件。 

19

11

9

8

7

6

5

4

4

3

3

YKK株式会社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意拉链有限公司

安徽安丰五金压铸有限公司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温州宏业精机有限公司

上海吉田拉链有限公司

上海浔兴拉链制造有限公司

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33, 27%

拉头, 25, 21%
整体或应用, 

24, 20%

止码件, 15, 12%

拉片, 13, 11%

布带, 7, 6%

拉链部件, 3, 3%

发明, 33, 

27%

实用新型, 

50, 42%

外观设计, 

37, 31%

授权, 97, 

81%

实质审查, 

14, 12%

公开,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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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专利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1 CN108236164A  2017 拉链带及拉链牙链带 YKK 株式会社 布带 

2 CN108244773A  2016 

判断拉链牙链带结合状态是

否良好的方法及拉链加工装

置 

YKK 株式会社 设备及方法 

3 CN108348049A  2015 拉链牙链带及拉链 YKK 株式会社 布带 

4 CN105077860B  2015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YKK 株式会社 拉片 

5 CN108348047A  2015 
拉链链牙带及其制造方法、

以及拉链 
YKK 株式会社 布带 

6 CN207574636U  2017 
一种半圆形闭尾拉链及配合

其使用的拉头 
黄国亮 整体或应用 

7 CN207574637U  2017 
一种半圆形开尾拉链及配合

其使用的拉头 
黄国亮 整体或应用 

8 CN207604579U  2017 一种具有双层链牙的拉链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

技有限公司 
整体或应用 

9 CN207574640U  2017 
用于拉链的拉片、拉链、服

装和收纳件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

司 
拉片 

10 CN207613302U  2017 一种可快速更换拉片的拉头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

技有限公司 
拉头 

11 CN105592743B  2013 拉链用拉头以及拉链 YKK 株式会社 拉头 

12 CN207590166U  2017 
一种具有拉片限位的冲压拉

头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

技有限公司 
拉头 

13 CN207604581U  2017 一种拉头及其织带拉片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拉片 

14 CN207653699U  2017 
一种勿尾半圆拉链牙下止结

构 

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

限公司 
止码件 

15 CN105324052B  2014 
拉链链牙成形用线材的冲压

成形装置 
YKK 株式会社 设备及方法 

16 CN105495879B  2016 
一种将拉链带进行切带、穿

头、打上止的一体机 

深圳市冠众科技有限

公司 
设备及方法 

17 CN207613304U  2017 
一种模架和一种拉链带贴胶

片机构 

瑞安市精峰机械有限

公司 
设备及方法 

18 CN207613303U  2017 拉头及其拉链组件 尼克 拉头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A856DE22E2633CA6CB2B8DA72F74B370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1E5A327938C7B654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C6426E0E797E942664E484365053AA8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88FE6DA861E384DC65C6591BED47F9AD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C6426E0E797E9427B3CD777E9E5122E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BC6FA873546E0D02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5E79479BEF3E67B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E71821A30C420D1ACF36E92543E13801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BECBA0EA452E429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60AD3C8A1F39DB14BE1B5A3C92BD192F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C6D44E09B5C2CB0968C183C6B33A69B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45A541D747C2645EF735C551CB7CCAC6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E71821A30C420D1A8D09018A231B2A7B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FF128A25FE9ECB8EE4397145BE07088F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ED9929A058812C412558B355A43208B4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AFEA4BFB38411C977ACF5619DB6272AA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60AD3C8A1F39DB1432FD8C534F378343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60AD3C8A1F39DB14D07C7F4D9234C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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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专利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19 CN207604580U  2017 童装拉链及其拉头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拉头 

20 CN207561458U  2017 拉链用拉头 YKK 株式会社 拉头 

21 CN207666119U  2017 
大型齿与小型齿的防暴及防

水的双层链带 

芊茂(浙江)拉链有限公

司 
布带 

22 CN108338458A  2017 
拉链头修整装置及具有其的

拉链头修整设备 

苏州吉田精密模具机

械有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23 CN207574641U  2017 
一种链带分链装置的错位感

应保护机构 

温州宏业精机有限公

司 
设备及方法 

24 CN105901844B  2016 
反穿式母子尼龙拉链及其缝

制方法 

芊茂(浙江)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25 CN104270985B  2012 
拉链用成型部件及具备该拉

链用成型部件的拉链 
YKK 株式会社 拉链部件 

26 CN108244757A  2017 拉链扣带 
河南欣智象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拉链部件 

27 CN207653701U  2017 具有易脱上止的拉链 
开易(广东)服装配件有

限公司 
止码件 

28 CN105476193B  2016 一种颗粒链牙加工装置 
江苏盛业拉链科技有

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29 CN207604582U  2017 拉链及其拉链头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拉头 

30 CN207574642U  2017 一种链带分链装置 
温州宏业精机有限公

司 
设备及方法 

31 CN108244772A  2016 
标记机构、拉链链条的处理

装置及加工方法 
YKK 株式会社 设备及方法 

32 CN207626693U  2017 一种拉链切断穿头机 
广州市锦弘拉链机械

有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33 CN108244771A  2018 
一种阻燃性双层防水印花拉

链 

安徽安丰五金压铸有

限公司 
整体或应用 

34 CN108244776A  2017 
一种多色尼龙防水拉链制造

方法 

安徽安丰五金压铸有

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35 CN108244774A  2016 

薄膜分割器、拉链链条的制

造装置和方法及薄膜分割方

法 

YKK 株式会社 设备及方法 

36 CN207574638U  2017 一种美观的拉链 
垦青(浙江)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37 CN207626696U  2017 一种双拉头旋转承载装置 
广州市锦弘拉链机械

有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38 CN108294414A  2017 拉头排列装置及其操作方法 YKK 株式会社 设备及方法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E71821A30C420D1A917F8B473FEC8B84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1325CDFAE77083F1C7FAFC0C43BD80D8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2700F162789DB32759EA9697276A043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9045A9ABB2190F67BE138E92FC2C388B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B60FFF2E15B5D3A2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7B9590EE7581A8A096DEE841B4C638E0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AF80A037B232939DB90000BACC86DE31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CA07D2622ED9D4DF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FF128A25FE9ECB8E58846648F9D44DF8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69654507F7D0BECBCCE91DC3D6B16C1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E71821A30C420D1A5D5B49B89654FFD6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A991F92CE2922080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49ACACF5C6908231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EBD5FAC56FF465C70FCCECF800735F49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3E297EAE1D645E8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0F1F432A2261556E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E99C612E231A0678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A739923C87CF9082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EBD5FAC56FF465C7DA31D5ABBF857AA0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0E05F0435F153FF5DDA64D9B67DA8D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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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专利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39 CN108308799A  2018 
一种带日式圈拉头的自动定

位装置 

泉州市展鸿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40 CN207604583U  2017 一种无跳点的冲压拉头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

技有限公司 
拉头 

41 CN207574645U  2017 一种上拉头机的打保险装置 
温州宏业精机有限公

司 
设备及方法 

42 CN207639761U  2017 具有防盗功能的拉头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

技有限公司 
拉头 

43 CN108244775A  2016 拉头供给装置 YKK 株式会社 设备及方法 

44 CN207639762U  2017 结构改良的自锁拉头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

技有限公司 
拉头 

45 CN207653698U  2017 一种铜帽盖半圆拉头 
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

限公司 
拉头 

46 CN207574644U  2017 一种全自动上拉头机 
温州宏业精机有限公

司 
设备及方法 

47 CN207574646U  2017 一种上拉头机 
温州宏业精机有限公

司 
设备及方法 

48 CN207626694U  2017 一种双拉链头组装装置 
广州市锦弘拉链机械

有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49 CN207639759U  2017 一种黄铜拉链 
浙江华意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50 CN207639757U  2017 一种防夹拉链 
浙江华意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51 CN108348048A  2015 具有止码的拉链 YKK 株式会社 止码件 

52 CN108308798A  2017 拉链头组合结构及其弹性件 
中传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 
拉链部件 

53 CN207561460U  2017 
一种能够束线的分离型拉链

头 

上海浔兴拉链制造有

限公司 
拉头 

54 CN207639765U  2017 一种防水树脂拉链 
浙江华意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55 CN207639763U  2017 一种具有防盗自锁功能拉链 
浙江华意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56 CN207639758U  2017 一种阻燃树脂拉链 
浙江华意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57 CN104223608B  2014 拉链的一部分的制造方法 YKK 株式会社 设备及方法 

58 CN105283095B  2014 拉链的打开件安装装置 YKK 株式会社 设备及方法 

59 CN207574643U  2017 压拉链布缺口校正机构 
东莞市凯歌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644DE39F5045784AED0667A58E4733DA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E71821A30C420D1A3FE021E4F9E71CE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290D2404F959F97E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2BB2BEBB427FF53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CEFD5ECD6C5A26EB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C6EE52F3CF0C6C10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FF128A25FE9ECB8ED30CA230EB84507C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ECEDBDF664D1A000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D8AECDD5214C186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EBD5FAC56FF465C71ACD8887D48C035E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979561D00D2747A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2E56101250D8934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C6426E0E797E942E8C7D812963FD5DA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644DE39F5045784A8E53360C332806C2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1325CDFAE77083F108CDA103EFBCF4A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75C0C25D88A8CC21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F70F2F6AA6480D8B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2A32F36761E6D46E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D3A1DB0967D74D3B83B20DFEA5A304A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6AAD12ECBC5D658E6BEB3CB716CAF00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E1C6F105130CB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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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专利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60 CN108320455A  2017 一种求救拉链及其实现方法 
泉州市雍和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整体或应用 

61 CN108244779A  2018 
一种塑料高防水拉链加工装

置 

安徽安丰五金压铸有

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62 CN108250655A  2017 一种 SBS 拉链头 
安徽安丰五金压铸有

限公司 
拉头 

63 CN207613301U  2017 拉链 尼克 整体或应用 

64 CN207639760U  2017 一种快速开启拉链 
浙江华意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65 CN108244780A  2018 一种双层尼龙拉链生产设备 
安徽安丰五金压铸有

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66 CN207653700U  2017 一种半圆牙拉链上止组件 
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

限公司 
止码件 

67 CN207561459U  2017 一种可控制布缝的拉链头 
上海浔兴拉链制造有

限公司 
拉头 

68 CN207639766U  2017 一种紫外线变色拉链及服饰 
晋江福兴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69 CN207639764U  2017 一种防渗水拉链 
浙江华意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70 CN207604578U  2017 一种防爆拉链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

技有限公司 
整体或应用 

71 CN207666120U  2017 
一种在拉链端部粘贴透明胶

布的装置 
何嫔 设备及方法 

72 CN108244777A  2017 一种 SBS 拉链的制作方法 
安徽安丰五金压铸有

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73 CN108272179A  2018 
密封拉链尾端强制闭合与自

锁结构 

湖北华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设备及方法 

74 CN108272180A  2018 
一种拉链头装配装置及装配

方法 

晋江福兴拉链有限公

司 
设备及方法 

75 CN207561462U  2017 一种自锁拉链头 
上海浔兴拉链制造有

限公司 
拉头 

76 CN207639756U  2017 一种防静电树脂拉链 
浙江华意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77 CN105025748B  2013 拉链排出装置 YKK 株式会社 设备及方法 

78 CN207561461U  2017 一种可拆卸拉链头 
上海浔兴拉链制造有

限公司 
拉头 

79 CN207626692U  2017 一种带有密码锁的拉链 
绍兴市富泰龙服饰有

限公司 
整体或应用 

80 CN207639767U  2017 一种拉链防脱线连接结构 
河北德蚨容纺织服饰

制造有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3BDB56E8FC8C2B6A35BBEABE529B3604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6F3037E892CE569B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339305D62FA576FE44EA13E876077080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60AD3C8A1F39DB143C02CEE63E8F1A51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288F540222CF21EB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E288109CC71A98FB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FF128A25FE9ECB8E0351388082F06663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1325CDFAE77083F127224BF38E962E1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30CDC3C11AA4D46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0206CFE733B0822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E71821A30C420D1ACC55D8674CCF2B4E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2700F162789DB3273F6852D42D35B45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4E3B78EDF349CAFF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56AAB6BBD4FE8C4B45CCA4AC9423142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56AAB6BBD4FE8C4EC4AA7C88639CF60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1325CDFAE77083F1A38073FC6F7CB9E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2DB9E2B6B01829A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0BE937128525C36F22DF9EA5D6934A52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1325CDFAE77083F10BDF04910539F859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EBD5FAC56FF465C7B93DE8E05E3F25F1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3DAEB57C253C1A96A6E1696F629B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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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专利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81 CN108244778A  2018 
一种用于大规模拉链生产的

除齿定寸机 

安徽安丰五金压铸有

限公司 
设备及方法 

82 CN207574639U  2017 一种新型拉链头 余玥 拉头 

83 CN207561457U 2017 一种拉链锁扣机构 陈佳赓 设备及方法 

84 CN304749397S 2018 拉链牙链带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

司 
布带 

85 CN304728561S 2018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上海吉田拉链有限公

司 
拉片 

86 CN304728562S 2018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上海吉田拉链有限公

司 
拉片 

87 CN304728565S 2018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

司 
拉片 

88 CN304728566S 2018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上海吉田拉链有限公

司 
拉片 

89 CN304728564S 2018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上海吉田拉链有限公

司 
拉片 

90 CN304728567S 2018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

司 
拉片 

91 CN304728569S 2018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大连吉田拉链有限公

司 
拉片 

92 CN304728568S 2018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

司 
拉片 

93 CN304728563S 2018 拉链用拉头的拉片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

司 
拉片 

94 CN304728560S 2018 拉链用拉头 

上海吉田拉链有限公

司 | 大连吉田拉链有

限公司 

拉头 

95 CN304713361S 2018 滑动拉链用拉头 YKK 株式会社 拉头 

96 CN304713362S 2017 滑动拉链用拉链齿带 YKK 株式会社 布带 

97 CN304728559S 2018 滑动拉链用拉链齿带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

技有限公司 
布带 

98 CN304726263S 2018 拉片 红袋鼠饮料有限公司 拉片 

99 CN304749388S 2017 拉头（镶钻） 
清远市通用皮具配件

有限公司 
拉头 

100 CN304725209S 2017 3D 立体拉头 吴雍 拉头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A925869D727E8B5454EC840B5D6D761DA77ECF0380B41E3D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93CB24E290A3951FC4C15324AE7550CF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4BD4AD09BF024FE21325CDFAE77083F12D486851C74A1D34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06E83EE0FF9D0195FA3D5FD9BDFFAA63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AF088CC019CC65A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70DA12BD58AE710B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9C2C3D4164CF0889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2ADC41FF2B33210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215EB484ED447E29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CB4D97C6CEEDF1B1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EE421D3E3FE4162E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9041A0E22CA4AD7C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3F029B2421BB3AF0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640D3243C41B429E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00AFCF585F389CB5117841A53F604EFB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00AFCF585F389CB5E1B33D73934B059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FAB76FB790DB02C470281E3F07D0907F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14AF3F0019BAAEC78B798F4522771C06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06E83EE0FF9D01955EDF2B10515096D1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59569189F520E073632CACFB6FC88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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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号 申请年 专利名称 申请人 技术分支 

101 CN304749396S 2018 拉链头（保龄球元素） 山东师范大学 拉头 

102 CN304739617S 2018 拉链下止（铜 K 型后码）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103 CN304734300S 2018 炫彩拉链头 
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

技有限公司 
拉头 

104 CN304707951S 2018 拉链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整体或应用 

105 CN304734297S 2018 
拉链下止（铜 X 型后码齿轮

形状）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106 CN304719821S 2018 拉链（四边梅花型） 
浙江鑫伟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107 CN304713356S 2017 彩色带筋拉链（金属配色） 
江苏驰马拉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整体或应用 

108 CN304739620S 2018 
拉链下止（铜 X 型后码槽内

带齿）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109 CN304739622S 2018 拉链上止（铜 U 型前码）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110 CN304734299S 2018 拉链上下止(铜桥形码)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111 CN304734303S 2018 拉链头（塑胶自动 D201） 刘林 拉头 

112 CN304734302S 2018 拉链头（象鼻火车 D56） 刘林 拉头 

113 CN304734298S 2018 
拉链隐形活动下止（铜活动

码直脚）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114 CN304739621S 2018 拉链下止（铜工字后码）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115 CN304719822S 2018 拉链（台阶型） 
浙江鑫伟拉链有限公

司 
整体或应用 

116 CN304713358S 2018 拉链（双金属双色双面） 卢林松 整体或应用 

117 CN304739615S 2018 
拉链下止（铜后码半圆弧

形）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118 CN304739619S 2018 拉链下止（铜 X 型后码）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119 CN304739616S 2018 拉链上止（铜工字前码）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120 CN304739618S 2018 拉链上下止（铜蝴蝶码）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

司 
止码件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06E83EE0FF9D019535C047D0287BA57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83D8577A48674478FD2F86A0E17514BD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60ECD6F6A16B9F5B9CD9C11B40C691F5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1E713389BF0B1714D092A2F4C454944F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60ECD6F6A16B9F5BF5F8C8F0DB2D02DD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6A51CCFF40EE8B0710BE9BF79573EF42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00AFCF585F389CB5C484EBF5480D73A4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83D8577A48674478D955D7E8E968222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83D8577A48674478A9F2E7642A53ED63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60ECD6F6A16B9F5B3797577EBF6721B8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60ECD6F6A16B9F5B5207E9F2F23DE611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60ECD6F6A16B9F5B6CEE810B5DD969D1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60ECD6F6A16B9F5B28AB4F8BCCF89AD9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83D8577A486744789FAED4469400114A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6A51CCFF40EE8B0786BD6E2375B4BDCB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00AFCF585F389CB5C6D09ECE825EEB93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83D8577A4867447876AF373604FD86B7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83D8577A48674478CA44FD029DD3B220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83D8577A48674478C56B8133DB8EAB52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5618FE0FBFF530083D8577A486744788C4CD21971E075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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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1 

名称：拉头排列装置及其操作方法 

申请号：CN201710028356.X 

申请日：2017 年 01 月 12 日 

公告日：2018 年 07 月 20 日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法律状态：公开 

IPC：A44B19/42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拉头排列装置及其操作方法，接收多个拉头并按照规定姿势

排列。拉头排列装置包括：影像感测器、机械手臂、零件贮存单元、控制单元。

影像感测器识别多个拉头的位置、姿势。机械手臂根据影像感测器的识别结果，

将多个拉头进行搬送。零件贮存单元位于机械手臂的搬送路径的一端侧的位置，

贮放由机械手臂所搬送的已呈规定姿势的多个拉头。控制单元包括控制器，控制

影像感测器的识别动作、机械手臂的搬送动作、零件贮存单元的贮放动作。因此，

可以自动化地将拉头按照规定的姿势排列并贮放到零件贮存单元中，不需用人工

来分类并排列拉头，可节省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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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2 

名称：拉链链牙成形用线材的冲压成形装置 

申请号：CN201480035376.4 

申请日：2014 年 03 月 17 日 

公开日：2018 年 07 月 20 日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法律状态：授权 

IPC：A44B19/42 B29D5/04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拉链链牙成形用线材的冲压成形装置，包括：彼此咬合的驱

动齿轮(41)及从动齿轮(42)；及一对冲压成形辊(31、32)，在外周面具有扁平剖面

部分成形部(51、52)，与各齿轮(41、42)同轴且一体旋转。在驱动齿轮(41)形成圆

孔部(34a)，并在冲压成形辊(31)形成长孔部(33)，偏心销(35)的第 1 轴(35a)插入

至圆孔部(34a)，偏心销(35)的第 2 轴(35b)插入至长孔部(33)，通过使偏心销(35)

在圆孔部(34a)内旋转，而对一对冲压成形辊(31、32)的圆周方向的相位进行调整。

由此能够容易调整一对冲压成形辊间的圆周方向偏移或轴间距离，可形成咬合性

能优异的咬合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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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3 

名称：拉链用成型部件及具备该拉链用成型部件的拉链 

申请号：CN201280072980.5 

申请日：2012 年 09 月 06 日 

公开日：2018 年 07 月 17 日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法律状态：授权 

IPC：A44B19/34 

摘要： 

提供一种在维持高强度、高刚性的同时，颜色重现性优异的拉链用成型部

件。拉链用成型部件将下述聚酰胺树脂组合物作为材料，所述聚酰胺树脂组合

物含有：熔点为 210℃以上且低于 310℃的聚酰胺树脂；0.5 质量％以上且低于

5 质量％的莫氏硬度为 4 以下、折射率为 2 以上的颜料；和增强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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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4 

名称：拉链牙链带及拉链 

申请号：CN201580084267.6 

申请日：2015 年 12 月 15 日 

公开日：2018 年 07 月 31 日 

专利权人：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法律状态：公开 

IPC：A44B19/36 

摘要： 

本发明的拉链止码(300)具备在止码(300)的上表面(301)及下表面(302)上彼

此向相反方向突出的上部及下部隆起部(330、340)。上部及下部隆起部(330、340)

设置在靠近止码(300)的第 2 端部(352)的部位，该第 2 端部(352)是止码(300)的与

拉链链牙(20)相邻的第 1 端部(351)的相反侧的端部。上部及下部隆起部(330、340)

分别在跨越基部(310)及突出部(320)的范围内以横截芯绳(14)的方式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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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5 

名称：具有止码的拉链 

申请号：CN201580084254.9 

申请日：2015 年 12 月 15 日 

公开日：2018 年 07 月 31 日 

申请人： YKK 株式会社 

申请类型：发明 

法律状态：公开 

IPC：A44B19/42 A44B19/12 B29D5/06 

摘要： 

本发明止码公开了一种具有止码的拉链止码(500)包括：主体部(510)，其包

括在第 1 及第 2 芯绳(115、125)之间连结的上部及下部平板部(520、530)；上部

及下部隆起部(540、550)，其设置在上部平板部(520)的上表面(521)及下部平板部

(530)的下表面(531)，且彼此向相反方向隆起；和阻挡面(560)，其与第 1 及第 2

拉链链牙(210、220)相对配置，并阻挡拉头(400)的移动。阻挡面(560)具有相应于

上部及下部隆起部(540、550)而增加的上下宽度(W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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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1 

名称：一种可快速更换拉片的拉头 

申请号：CN201721670431.4 

申请日：2017 年 12 月 05 日 

公开日：2018 年 07 月 17 日 

申请人：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法律状态：授权 

IPC：A44B19/26 

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快速更换拉片的拉头，该拉头包括上船板和拉鼻，所

述拉鼻包括与所述上船板封闭连接的封闭端和与所述上船板形成开放口的开放

端，所述拉头还包括封闭件，所述上船板开设容置槽，该容置槽的上表面设有调

节开口，所述封闭件置于容置槽内并且通过所述调节开口向外延伸抵接所述开放

端。本新型通过封闭件打开或者关闭开放口，从而实现拉片的更换。另外，在上

船板内开设用于放置封闭件的容置槽，如此，封闭件不会增大拉头的体积，因此，

本新型整体结构紧凑合理，且拉片更换简单易操作，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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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2 

名称：结构改良的自锁拉头 

申请号：CN201721790729.9 

申请日：2017 年 12 月 20 日 

公开日：2018 年 07 月 24 日 

申请人：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法律状态：授权 

IPC：A44B19/26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结构改良的自锁拉头，包括拉头本体，拉头本体由下

翼板、导柱和上翼板一体连接组成，上翼板的顶部前端设有第一卡槽，顶部后端

设有第二卡槽，顶部中间设有容纳凹槽和自锁通孔；拉头本体的顶部设有连接盖

和拉片，连接盖的前端底部设有第一卡扣，后端底部设有第二卡扣，连接盖的后

部设有开口槽，开口槽的前端底部设有两个安装块；拉片包括一体连接的捏持部

和连接部，连接部的前端设有两个连接轴，且在连接部的前端底部设有自锁爪；

连接盖与上翼板固定连接，拉片的连接轴与连接盖的安装块可转动连接，拉片的

自锁爪向下穿过上翼板的自锁通孔。本实用新型结构简易，拉头自锁性能稳定可

靠，大大提高了拉头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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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3 

名称：具有防盗功能的拉头 

申请号：CN201721790696.8 

申请日：2017 年 12 月 20 日 

公告日：2018 年 07 月 24 日 

申请人：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法律状态：授权 

IPC：A44B19/26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拉头，包括拉头本体和拉片，拉头本

体的顶部设有安装部，拉片的一端设有安装孔，安装孔套设于安装部使得拉片与

拉头本体活动连接，拉片的另一端设有可打开式的防盗挂扣，所述防盗挂扣由开

口挂钩和弹性限位体组成；所述开口挂钩与拉片一体制成，开口挂钩设有用于安

装弹性限位体的开口部，开口部的根部位置设有用于固定安装弹性限位体的连接

板，连接板的中部设有定位孔；所述弹性限位体一体注塑成型于开口挂钩的开口

部，弹性限位体包括一体连接的连接部和弹性部，连接部与连接板固定连接，弹

性部的自由端与开口挂钩的开口端互相密封匹配活动连接。本实用新型结构简易，

使用方便快捷，同时具有良好的防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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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4 

名称：拉链及其拉链头 

申请号：CN201721687518.2 

申请日：2017 年 12 月 07 日 

公开日：2018 年 07 月 13 日 

申请人：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法律状态：授权 

IPC：A44B19/26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拉链头，包括拉头和拉片，拉头包括底座、固定设于

底座的顶面上的帽盖、马勾、用于压紧马勾的弹片，马勾与弹片均设于帽盖中，

帽盖插入拉片的内孔中，拉片上的横杠插入于帽盖中，横杠上位于内孔中的侧面

上设有用于与马勾配合以限制拉片沿横杠的延伸方向移动的限位凸起，两个限位

凸起分别设于马勾的两侧。在使用时，由于马勾对限位凸起的限制，可以减少拉

片沿横杠的延伸方向的移动，进而减少拉片与底座之间的撞击损伤，减少横杠掉

漆情况的发生，提高客户使用的满意度，限位凸起的设置可以保证在拉链头组装

时拉头不易滑动，组装更加便捷。本实用新型还公开了一种包括上述拉链头的拉

链，能够减少拉片受损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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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5 

名称：一种拉头及其织带拉片 

申请号：CN201721557059.6 

申请日：2017 年 11 月 20 日 

公告日：2018 年 0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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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状态：授权 

IPC：A44B19/26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织带拉片，包括拉片主体、织带以及用于连接所述

拉片主体和所述织带的连接件，所述连接件上远离所述拉片主体的一侧设有供

所述织带放入的凹槽，所述凹槽的两侧内壁上设有交错排列用于将所述织带压

紧的若干齿牙。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织带拉片，通过将所述连接件的凹槽两侧

内壁上设置交错排列的若干齿牙，可以在所述连接件压合的过程中，将所述织

带牢固的压紧在所述凹槽的内部，使得所述织带与所述连接件形成严密结合，

在拉动所述织带的过程中，所述织带不容易脱落，使用效果好，并且，避免了

现有技术中的注塑部分，使得拉片的组装简单，制作效率高。本实用新型还公

开了一种包括上述织带拉片的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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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6 

名称：一种防爆拉链 

申请号：CN201721674294.1 

申请日：2017 年 12 月 05 日 

公开日：2018 年 07 月 13 日 

申请人：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法律状态：授权 

IPC：A44B19/24 

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防爆拉链，包括第一布带和第二布带，该第一布带的长

度方向排列有若干个第一链牙，该第二布带的长度方向排列有若干个第二链牙，

其中，所述第一链牙设有圆环体，所述第二链牙设有圆柱，所述圆柱贯穿所述圆

环体，本新型改变传统链牙的结构和连接方式，设置有第一链牙和第二链牙，并

且通过第二链牙的圆柱贯穿第一链牙的圆环体实现拉链拉合，如此，圆柱可在圆

环体内实现 180°旋转，使得拉链拉合后第一链牙和第二链牙能根据开口的弧度

旋转，从而有效防止爆牙。另外，圆环体和圆柱相套设后，在宽度方向上不易分

离，物理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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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7 

名称：一种无跳点的冲压拉头 

申请号：CN201721754135.2 

申请日：2017 年 12 月 15 日 

公告日：2018 年 07 月 13 日 

专利权人：福建晋江浔兴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类型：实用新型 

法律状态：授权 

IPC：A44B19/26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是一种无跳点的冲压拉头，包括冲压成型的拉头本体，弹

片和拉片，弹片的前、后两端分别向下垂直弯折延伸，分别形成一弹片铆合端和

一弹片自锁爪端，弹片铆合端与支芯体的铆合点相适配地铆合固定连接，弹片自

锁爪端配合活动穿设自锁爪通孔，弹片中部分别开设有两前、后对称设置的开孔，

该开孔位置上的弹片向下弯折，并分别形成一对称设置的限位爪，拉片配合活动

限位装设在两限位爪之间。本实用新型不仅可以更好地与拉头进行铆合固定连接，

而且弹片上的限位爪可以更好地对拉片进行限位，适合于各种拉片，同时，也方

便拉片对自锁爪的控制，结构上更加合理简单，更有利于拉头的生产与安装，提

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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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防科工局、知识产权局：我国已累计发布国防科技工业知识产权转化信

息逾 1800 项（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 年 07 月 25日） 

为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近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了《国防科技工业知

识产权转化目录（第四批）》（下称《目录》），遴选出知识产权转化信息 340

项，其中普通专利 276 项、著作权 61 项、商标 3 项，作为第四批向民用领域推

广转化的推荐目录。据了解，2015 年以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知识产权

局已发布四批目录，累计遴选 312 个项目、1800 余项知识产权转化信息。 

据国防科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领域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把自主创新作为国防科技工作的战略基点，大

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瓶颈短板问题，逐步建成独

立自主、专业齐全、配套完整的科研生产体系，涌现出一大批引领性重大创新成

果，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近年来，以知识产权创造为标志的国

防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十二五”期间国防科技工业全系统的专利申请量达

18.1 万件，为“十一五”的近两倍，2017 年全系统专利申请量超过 5.7 万件。 

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newsId=109635 

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newsId=109635
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newsId=109635
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newsId=109635
http://kuaixun.stcn.com/2018/0613/14312886.shtml
http://kuaixun.stcn.com/2018/0613/14312886.shtml
http://kuaixun.stcn.com/2018/0613/14312886.shtml
http://kuaixun.stcn.com/2018/0613/143128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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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6月规上纺织业增加值增长 1.1%（来源：中国纺织报，2018 年 07 月 18 日） 

本报讯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显示，2018 年 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实际增长 6.0%（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比 5 月

份回落 0.8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36%。

1~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增速较 1~5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

点。 

分三大门类看，6 月份，制造业增长 6.0%，回落 0.6 个百分点。1~6 月，制

造业增长 6.9%。 

分行业看，6 月份，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7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6

月，纺织业下降 0.1%；1~6 月，纺织业增长 1.1%。主要产品产量，6 月，布 48

亿米，同比下降 1.8%；1~6 月，布 267 亿米，同比增长 2%；6 月，化学纤维 471

万吨，同比增长 12.6%；1~6 月，化学纤维 2461 万吨，同比增长 8.4%。 

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ctn1986.com/index.php?c=content&a=show&id=78595 

http://www.ctn1986.com/index.php?c=content&a=show&id=78595
http://www.ctn1986.com/index.php?c=content&a=show&id=78595
http://www.ctn1986.com/index.php?c=content&a=show&id=7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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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信部：要以加快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为重点 强化知识产权等专业化

服务（来源：经济日报，2018 年 07 月 25 日） 

罗民说，一方面要以推动与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主线，扩大增材制造产

业的应用范围与深度，有力促进传统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以加快

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为重点，强化项目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等

专业化服务，为增材制造产业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生态。此外，还要大力推动增

材制造产业集聚，打通产业上下游对接通道，促进产业融通发展，培育增材制造

产业文化。 

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newsId=109636 

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newsId=10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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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截至去年底，广东省有效发明专利量达 20.85 万件，是 2008 年的 10.8

倍，年均增长 30.3%，远超国家 2020 年发展目标（来源：金羊网，2018年 07 月 18 日） 

广东创新创造硕果累累，屡屡在中国专利奖获奖项目数量上位居全国前列，

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专利综合实力指数，持续领跑全国。 

自 2008 年 6 月 5 日国务院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来，广东知识

产权创造质量持续改善。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量达 20.85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18.96 件，是 2008 年的 10.8 倍，年均增长 30.3%，

远超国家 2020 年发展目标，接近创新型国家水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 16

年保持全国第一，年均增长 28.8%。 

更多信息详见： 

http://m.xinhuanet.com/gd/2018-07/18/c_1123140832.htm 

http://m.xinhuanet.com/gd/2018-07/18/c_112314083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