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KK的价值创造史
“以更优的价格更快的速度提供更好的产品，并更具可持续性”

YKK的历史，也是为了向客户提供更优越的产品而进行技术革新的历史。

为了不断面向客户和社会创造新的价值，YKK今后也将继续发起挑战。

通过商品和技术提供价值

在全球发展

1959-
创业~确立一体化生产体制

1934-

1934

创业
在日本桥蛎壳町创业（照片中央） 
加工销售金属拉链

1952
尼龙拉链

1983
水密气密拉链

（现PROSEAL®）

1966
金属拉链
YZiP®

20世纪60年代

树脂的回收再利用
20世纪80年代

利用公司内部线头碎
丝制作再生丝

1958
拉链齿隐形的金属拉链
CONCEAL®

1961
Delrin拉链

（现VISLON®）

2000
逐一研磨抛光拉链齿的
EXCELLA®

1994
使用了再生PET原料的
NATULON®

2009
金属色注塑成型拉链
METALUXE®

1950

从手工业到机械化
从美国进口了4台拉链链条机

1952

构建从材料到制造设备、
产品的一体化生产体制
成立原工机技术总部的前身

“模具工作课”

1959

进军海外
向印度出口拉链制造设备
在新西兰设立首个海外基地

1992

向成长型市场发起挑战
进入中国发展的正式基地

1953

YKK专利第1号
开发间歇链制造装置

1946

采用“YKK”作为商标

1994

制定《YKK集团环境宪章》

1964

实现高速化
开始制造YKK-CM6机型

（认定为机械遗产※1）

1974

在海外开始实行一体化生产
体制
拉链首家海外一体化生产工厂

1939

YKK实用新型第1号
拉链用前割金属零部件

YKK U.S.A.公司 梅肯工厂

上海吉田拉链有限公司

刻有YKK字样的拉链

※记载业务开展/开发/开始销售、商标注册或获奖年份等信息

“善之巡环”与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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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新的价值创造 在新体制下朝着“One YKK”迈进

2001-

2009
金属色注塑成型拉链
METALUXE®

2016
在染色工序中几乎不使用水的
染色技术 ECO-DYE™

2019
无布带拉链
羽弦®

2018
提高操作性，
为孩子们的安全与安心作出贡献
QuickFree®

2020
使用海洋塑料垃圾原料制作的
NATULON®OceanSourced®

2019
不使用以往常用的电镀药品，
用于黄铜材料的新电镀技术
AcroPlating®

2019
使用植物性聚酯纤维制作的
GreenRise®

2020
利用磁铁的
磁力闭合的
VISLON®附磁力开具

2011

国际水平的质量保证体系
注册日本首家防火墙实验室※2

2015

一体化生产思想的不断进化
全球首家“有窗户的精密机械工厂”
竣工

2016

在技术大本营黑部， 
为新的价值创造完善基础
技术累积及交流、培养开发人财的
基地

2017

以打造无人工厂为目标
设备数字化、智能化

2020

制定“YKK可持续愿景2050”

2021

重组YKK的组织体制与 
海外地区经营体制

2017

展开新的合作
跨越企业界限，开始实施联合开发

2019

设立YKK越南公司河南工厂

2014

拉链荣获2014年“波特奖”

原工机技术总部 分析解析中心 与JUKI株式会社的联合开发拉链专用机械零部件工厂 运用了最新系统的新工厂

YKK研发中心 开设先进机器人FA（工厂自动化）中心 以实现2050年气候中立为目标

※1  对日本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并具有历史意义，且被认定应该作为文化遗产传承至下一代的机械设备类，以及其相关设
施和文件。由日本机械学会认定。

※2  作为能够保证产品中铅含量分析值的实验室，日本首次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成功注册。

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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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中描绘构思” 
创始人语录

“商品力和提案能力”是“为实现可持续社会而生的创造力”的关键所在，其非常重视正如创始人所言的“想象”和

“构思”。我们以这一思想为基础，朝着新的价值创造展开战略。

商品力和提案能力

在脑海中描绘构思，可以将事物扩展成各种各样的思考。工作方面，

销售拉链的话，拉链被送到服装公司后会被缝制在什么样的衣服上，

又会被如何使用，使用拉链的客人会有怎样的体验，像这样的一步

步在脑海中描绘出来，既加深了产品的知识，同时能更好地掌握商

品学（营销学）。生产商品，再将其销售，日复一日。会有意想不到

的发现，甚至会浮现出新点子，这些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而每天

也会因此变得新鲜且富有意义。

摘自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出版书籍 
《摘自YKK创始人𠮷𠮷田忠雄及其经营哲学“善之巡环”》

这是一款从前所未有的新构思与努力钻研中诞生

的拉链。通过去除拉链布带，能够制作成更轻

量且质感柔软的衣服，还能提高拉链开合

动作的操作性。

 羽弦®

“善之巡环”与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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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战略，朝着进一步的价值创造迈进

新的价值创造

加强组织体制，目标直指“One YKK”

我们正通过基于第6次中期事业方针的组织重组，在全球范围内

加强将营业与开发融为一体的商品开发。由于需要根据客户对商品的

要求以及配合因国家/地区而异的规格等来进行应对，营业与开发携

手形成One Team，定期提出商品企划的创意想法，或者由开发成

员会同参加与客户的洽谈等，以期正确把握并迅速实现客户的要求。

推进助力实现客户要求的数字化

为了应对客户方面的数字化发展，我们在2021年4月新设了数

字业务企划室。目前正致力完善旨在迅速提供YKK商品数据的公司

内部基础，加强为客户提供数据等服务，同时着力提高公司内部流程

的效率，并运用数字数据设计新业务流程。通过与客户展开信息合作，

在掌握所需数量、决定筹备量等业务方面也实现了数字应对等，不断

响应“适时、适材、适量”的要求。

推广可持续材料

在《YKK可 持 续 愿 景2050》中，YKK提 出 了“ 到2030年 将

发斯宁产品的纤维材料改为使用100%可持续原材料（可循环利用

材料、天然材料等）”的目标。其中，关于使用再生PET原料制作的

回收再利用拉链 NATULON®，我们提出的2024年度目标是要

推广至50%以上。此外，针对再生材料比率高于 NATULON®的

NATULON Plus®，将通过扩大其销量，力求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及化石资源的使用。

联合开发无布带的新拉链 羽弦®
JUKI株式会社与YKK运用两家公司所拥有的技术和知识推进联

合开发，在2019年开发了无布带拉链以及可将链齿直接缝制在布料

上的专用缝纫机。通过拉链与布料的一体感扩大了设计的可能性，此

外，通过去除布带，也为最终产品的轻量化作出了贡献。另外，还通

过减少缝制工序提高效率，力求对纺织行业作出贡献。

芯绳和缝纫线也使用了再生材料
NATULON Plus®

无布带拉链 羽弦®

※Global Marketing Group （数值截至2022年3月底）

相关资本

财务

制造

知识

自然

社会及关系

人力

YKK质量与 
品牌力

注册“YKK”商标 

177个国家/地区

GMG※等 
“One YKK” 

的综合实力

开发基地  

39/ 

人员 944名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4,730件

网上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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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
商品企划

商品开发 生产技术 制造

机械和模具制造设备和生产线开发材料开发 / 加工技术

销售 服务

分析与解析

品质与环境

YKK实现了从材料到生产设备、产品皆由公司自主开发和生产的“一体化生产”。从金属、纤维、树脂等材料开发等的

关键技术，到环保型回收再利用技术，甚至是物流、销售及制造系统的构建，我们确立起完整的流程，可以在世界各

地稳定供应客户所需的优质商品。

YKK创始人认为 ：“想要提高拉链的品质，必须从原料开始进行一体化生产”。具体实现了该想法的“一体化生产”，

正是YKK经营的根本所在，也是竞争力的基础。我们正朝着新的产品制造的理想状态砥砺前行，不断进化。

技术能力和制造能力

 YKK的一体化生产

“打造无人工厂”
创始人语录

打造让所有人都感到幸福的理想工厂。𠮷田忠雄拥有这样的梦想。

“员工来到公司只要按下启动按钮，随着机器运作的声响，整间

工厂便开始自动化生产。员工可以自由地学习、研究和进行开发。

这些都做过以后还感到无聊，也可以去打棒球，还可以在公园里

悠闲地度过一天。年轻人可以尽情地谈恋爱，恋爱了养育子女了，

还可以让子女进公司工作…”通过所有员工不懈地发明、下功夫

和改善，实现工厂自动化生产。如果机器能自动地生产出低成本

的优质产品，那么员工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有创造性的工作上。

在战后，机械化还不是很普遍的日本，𠮷田忠雄就描绘出了无人

工厂这样的终极梦想。

摘自“𠮷田忠雄技术思想展” 

“善之巡环”与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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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战略，朝着进一步的价值创造迈进

新的价值创造

不断进化的“一体化生产”体制

为了应对更多的客户要求，我们一边通过加强“一体化生产”体

制的功能寻求提高效率，一边重新完善供应体制，把解决客户的课题

纳入视野。具体来说，我们将在考虑到全球各地不同生产条件的基础

上构建供应基地，并逐步推进最佳生产线的开发。

构建不停歇的无人生产线

我们以“适时、适材、适量”的供应为目标，不断推进生产线方

面的自动化和数字化。将搬运和检查等作业替换成由机器人或AI操

作，构建起能够让人进行更具创造性的工作的生产体制。

彻底加强核心商品的成本竞争力

这是在第6次中期事业方针中提出的“追求彻底的成本竞争力”

中的一环，目前，我们正在推进彻底降低核心商品成本的工作。今后

将要求配合各地区的情况，企划和开发规格各异的多样化设备，对此，

营业、制造、技术正形成一体化，齐心合力开展工作。

实现智能工厂

我们正通过运用数字技术等，在拉链专用机械中活用AI、机器人、

传感等，推进尽可能无人介入的不停歇、无人化运转。目前，我们引

进了这些新技术，在古御堂工厂一边推进构建不停歇的无人生产线，

一边进行验证。今后，我们将运用IoT连接工厂整体设备，通过与库

存数据及客户需求预测的数据协作，力求建成实现供应链合理化的智

能工厂。

开发新技术，为降低环境负荷作出贡献

我们开发出新电镀技术 AcroPlating®，该技术不使用以往常

用的电镀药品，能够大幅去除氰、铬、硒等有害物质。生命周期评

估调查得出的结果显示，应用该技术后，制造工序中的温室效应气

体排放、耗水量、耗电量均有大幅减少。由于氰、铬、硒也会对人体

和生物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通过大幅去除这些有害物质的

AcroPlating®，也实现了制造工序作业环境的改善。

YKK黑部事业所　古御堂工厂

新电镀技术 AcroPlating®

（数值截至2022年3月底）

相关资本

财务

制造

知识

自然

社会及关系

人力

一体化生产思想

2022年度
数字投资

22亿日元
（设备投资）

产学合作的 
合作伙伴关系

2021～2024年度
发斯宁投资总额

1,245亿日元

接收海外研修生
总人次 

2,100人 
以上

强大稳固的 
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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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K在全球范围开展业务，在这里工作的多样化人财，无论年龄、性别、国籍

等，各自都发挥着自身的力量。多样化员工的力量是公司的财富，犹如瑰宝。

我们通过将富有多样性的人财集结起来，有机协调地发挥作用，从而切实加

强事业竞争力，追求实现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72个国家/地区开展事业的YKK当中，具有多样化背景和个性的人财正大显身手，这正是YKK价值创造的源泉

所在。YKK创始人曾论述的“森林经营”思想，今后也将代代相传。

多样人财

“森林比大树更强大”
创始人语录

YKK集团如同一片森林。是由全体员工一起携手培育起来的森林。

它必须均匀地享受着太阳的恩惠，共同经历风雨的洗礼。当然在这

座森林里，既有经过历练年轮繁复的大树，也有年轻稚嫩的小树。

既有高大的树木，也有矮小的树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其各自个性，

发挥各自擅长的能力干好工作，不是在什么人的支配下，而是一起

共同前进。全体员工既是劳动者，同时也是经营者。不管公司有多大，

我希望公司永远不会失去这充满活力的森林精神，成为一个谁都可

以畅所欲言的公司。

摘自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出版书籍 
《YKK创始人𠮷𠮷田忠雄及其经营哲学“善之巡环”》

“善之巡环”与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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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战略，朝着进一步的价值创造迈进

新的价值创造

理念的理解和渗透

拥有多种想法和价值观的员工，作为一种共识，都非常重视

YKK精神及经营理念 ；长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开展加深其理解和

渗透的活动（详情参照P43）。我认为拥有这一共识，对于在拥有多

种想法和价值观的员工之间共享目标及实践战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侧面。

制度改革

我们尊重新的工作方式和多样化人财的价值观，并致力于推动

各种制度改革。在日本，我们废除了退休年龄，设置了职业支援室，

并启动了员工可以自愿参加的“公司内部公开征集制度”等，开始采

取各种措施，旨在让员工进一步感受到成就感和吸引力，同时帮助员

工实现职业规划。

强化全球性人财，目标直指“One YKK”

培养和强化全球各国/各地区的本地员工，培养和录用肩负未来

经营管理重任的储备干部等企业接班人计划等，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能

够让多样化人财在全球大显身手的环境。

推进多样人财大显身手

在日本，我们还引入了新人事制度（废除退休制度），只要员工

能够胜任公司要求承担的岗位职责，就可以不受年龄限制继续工作，

从而进一步扩大员工大展拳脚的空间和可能性。此外，为了推进建

设多样性和包容性，我们设置了“多样人财活跃推进委员会”。为了

实现每一位员工都能自主思考自己的人生并付诸行动的“森林集团”，

以及为了实现不受年龄、性别、国籍等限制，以岗位职责为中心的真

正“公平”的人事制度，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实施制度改革以及采取新

机制和措施等。

在全球和本地大显身手的员工

YKK尊重多样化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并积极运用员工的技能

等，同时，对于活跃在全球范围的员工以及扎根于各国各地区大显身

手的员工等，YKK准备了能够让全体员工大展拳脚的舞台。正是这

种有效利用“多样人财”的组织文化，助力打造起YKK的优势。

（数值截至2022年3月底）

YKK越南公司

YKK孟加拉国公司

相关资本

财务

制造

知识

自然

社会及关系

人力

“善之巡环”的 
渗透和实践

多样人财 
活跃推进委员会

各项职业支援

首次进军海外 

1959年
（印度、新西兰）

废除退休制度 
（日本）

72个国家/地区、

27,000名 
多样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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