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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anti-bursting zipper comprises a zipper left part, a zipper right part and a double-tooth zipper head (1). The zipper
left part comprises left lower teeth (2), a left cloth tape (3) and left upper teeth (4). The left lower teeth (2) and the left right teeth (4)
are respectively fixed on edges of a lower side and an upper side of the left cloth tape (3). The zipper right part comprises right upper
teeth (5), a right cloth tape (6) and right lower teeth (7). The right upper teeth (5) and the right lower teeth (7) are respectively fixed
on edges of an upper side and a lower side of the right cloth tape (6). The left lower teeth (2) match the right lower teeth (7), the left
upper teeth (4) match the right upper teeth (5), and the double-tooth zipper head (1) matches a combination of the left lower teeth
(2), the right lower teeth (7), the left upper teeth (4) and the right upper teeth (5). Because the anti-bursting zipper of the present in
vention uses a layout structure that utilizes double layers of zipper teeth simultaneously, strength and durability of the zipper are im
proved.

(57) 摘要：一种防爆开拉链，包括：拉链左袢、拉链右袢和双齿拉链头 （1 ) ，所述拉链左袢由左下层牙齿
( 2 ) 、左侧布带 （3 ) 和左上层牙齿 （4 ) 组成，所述的左下层牙齿 （2 ) 和左上层牙齿 （4 ) 分别固定在左侧
布带 （3 ) 的上下两侧的边沿上，所述的拉链右袢由右上层牙齿 （5 ) 、右侧布带 （6 ) 和右下层牙齿 （7 ) 组
成，所述的右上层牙齿 （5 ) 和右下层牙齿 （7 ) 分别固定在右侧布带 （6 ) 的上下两侧的边沿上，左下层牙齿
( 2 ) 和右下层牙齿 （7 ) 相配合，左上层牙齿 （4 ) 和右上层牙齿 （5 ) 相配合，双齿拉链头 （1) 与左下层牙
齿 （2 ) 、右下层牙齿 （7 ) 、左上层牙齿 （4 ) 以及右上层牙齿 （5 ) 的组合相配合。本发明的防爆开拉链由于
同时采用两层拉链牙齿的布局结构，增加了拉链的强度和耐用性。



一种防爆开拉链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拉链 。

背景技术

箱包在我们 日常生活 中用于装载衣物 、行李和其它生活用 品，尤其在旅

行方面起 了很大作用，而箱包拉链 的闭合作用至关重要 。箱包的拉链反复开合

频率较高，使得拉链容 易磨损撕裂，特别在搬运 中对拉链 的强度要求较高，拉

链 的破损及爆开会导致箱包 内财物 的遗落或失窃。现有 的拉链容易损坏撕裂 、

搬运 中易爆开且不耐用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是为解决现有 的拉链容易损坏撕裂 、搬运 中易爆开且不耐

用 的问题 ，进而提供一种防爆开拉链 。

本发 明包括 ：拉链左袢 、拉链右袢和双齿拉链头 ，所述拉链左袢 由左下

层牙齿 、左侧布带和左上层牙齿组成 ，所述 的左下层牙齿和左上层牙齿分别

固定在左侧布带的上下两侧 的边沿上 ，所述 的拉链右袢 由右上层牙齿 、右侧

布带和右下层牙齿组成 ，所述 的右上层牙齿和右下层牙齿分别 固定在右侧布

带 的上下两侧 的边沿上 ，左下层牙齿与右下层牙齿相配合 ，左上层牙齿与右

上层牙齿相配合 ，双齿拉链头与左下层牙齿 、右下层牙齿 、左上层牙齿 以及

右上层牙齿的组合相配合 。

本发 明的使用性能与传统拉链无异 ，但与传统拉链相 比，却达到 了双倍

于传统拉链 的撕裂强度 ，并且延长 了拉链产 品的使用寿命 ，也是传统拉链产

品的一次创新 。由于 同时采用两层拉链牙齿 的布局结构 ，增加 了拉链 的强度

和耐用性 。



附图说明

图 1 是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方式提供 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侧视 图），

图 2 是拉链 的主视 图，

图 3 是拉链 的剖面 图，

图 4 是拉链头的侧视 图，

图 5 是拉链头的剖面 图。

具体实施方式

本发 明较佳的实施方式见 图 1~图 5，本实施方式包括 ：拉链左袢 、拉链

右袢和双齿拉链头 1，所述拉链左袢 由左下层牙齿 2、左侧布带 3 和左上层牙

齿 4 组成 ，所述 的左下层牙齿 2 和左上层牙齿 4 分别固定在左侧布带 3 的上

下两侧 的边沿上 ，所述 的拉链右袢 由右上层牙齿 5、右侧布带 6 和右下层牙齿

7 组成 ，所述 的右上层牙齿 5 和右下层牙齿 7 分别固定在右侧布带 6 的上下两

侧 的边沿上，左下层牙齿 2 与右下层牙齿 7 相配合 ，左上层牙齿 4 与右上层

牙齿 5 相配合 ，双齿拉链头 1 与左下层牙齿 2、右下层牙齿 7、左上层牙齿 4

以及右上层牙齿 5 的组合相配合 。

所述 的双齿拉链头 1 包括拉柱 1-1 、底板 1-2 、盖板 1-3 和鼻梁 1-4 ，所述

的底板 1-2 固定在拉柱 1-1 的底端，所述 的盖板 1-3 固定在拉柱 1-1 的顶端，

所述 的鼻梁 1-4 固定在盖板 1-3 的上面 。所诉鼻梁用于固定拉片。

本发 明由于上下两排牙齿共 同受力 ，在使用 中减轻 了牙齿 的拉力 ，降低 了拉

链 的疲劳程度 ，拉链 即使高频率 的反复开合，拉链也不容易磨损撕裂，特别在

搬运 中拉链 的强度 明显地显现 出来，极大的降低 了拉链 的破损及爆开的机会 ，

避免了箱包 内财物 的遗落或失窃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防爆开拉链 ，包括 ：拉链左袢 、拉链右袢和双齿拉链头 （1) ，其

特征在于，所述拉链左袢 由左下层牙齿 （2)、左侧布带 （3) 和左上层牙齿 （4)

组成，所述 的左下层牙齿 （2) 和左上层牙齿 （4) 分别固定在左侧布带 （3)

的上下两侧 的边沿上，所述 的拉链右袢 由右上层牙齿 （5) 、右侧布带 （6) 和

右下层牙齿 （7 ) 组成，所述 的右上层牙齿 （5 ) 和右下层牙齿 （7) 分别固定

在右侧布带 （6) 的上下两侧 的边沿上，左下层牙齿 （2) 与右下层牙齿 （7)

相配合 ，左上层牙齿 （4) 与右上层牙齿 （5 ) 相配合 ，双齿拉链头 （1) 与左

下层牙齿 （2 ) 、右下层牙齿 （7 ) 、左上层牙齿 （4) 以及右上层牙齿 （5) 的

组合相配合 ；所述 的双齿拉链头 （1) 包括拉柱 （1-1 ) 、底板 （1-2) 、盖板 （1-3 )

和鼻梁 （1-4) ，所述 的底板 （1-2) 固定在拉柱 （1-1 ) 的底端，所述 的盖板 （1-3 )

固定在拉柱 （1-1 ) 的顶端，所述 的鼻梁 （1-4) 固定在盖板 （1-3 ) 的上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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