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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陈朝阳

专利代理人——擅长机械、电学领域

2003年起从事专利代理工作，擅长专利申请与挖掘2003年起从事专利代理工作，擅长专利申请与挖掘

无效诉讼、专利布局与分析、知识产权项目申请

等，先后完成近千件专利申请，具有丰富的执

领域

擅长专利申请与挖掘、专利侵权与擅长专利申请与挖掘、专利侵权与

知识产权项目申请、政策研究与咨询

丰富的执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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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科研成果发论文还是申请专利0101

鱼？

熊掌？

可以兼得！



先申请专利，

需要注意

0202

再发论文。



发明与实用新型的区别0303

专利类型

比较
发明

审查制度 实质审查制

审批流程 较长

费 用 较高

保护强度 强

保护期限 20

发明 实用新型

实质审查制 初步审查

较长 较短

较高 较低

强 弱

20年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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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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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流 程



专利申请

受理受理受理

初审初审初审

公布公布公布

不受理不受理不受理 退回退回退回

驳回驳回 复审委员会复审委员会驳回 复审委员会

2.12.1 发 明 审 查 程 序

实审实审实审

授权授权授权

无效程序无效程序无效程序

实审请求实审请求实审请求

公布公布公布

驳回驳回驳回

退回退回退回

北京高级
人民法院
北京高级
人民法院
北京高级
人民法院复审委员会复审委员会复审委员会

北京知
识产权
法院



专利申请

受理 不受理 退回

初审 驳回 复审委

2.22.2 实用新型审查程序

初审 驳回 复审委
员会

授权

无效程序

北京知 北京高北京知
识产权
法院

北京高
级人民
法院



驳回决定

提复审请求

前置审查

服从

撤销

合格
不受理

不合格
不服

复审程序流程图2.32.3

撤销
合议审理

终止程序

不服
发回重审 复审决定

维持

维持

复审决定

服从

终止申请程序

受理

交纳复审费

合格

复审程序流程图

到法院起诉
不服

交纳复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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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撰 写 质 量



高质量专利的前提-专利检索3.13.1

• 评价专利申请获得授权的可能性

• 帮助专利代理师更好的起草专利文件• 帮助专利代理师更好的起草专利文件

• 申请前的初步专利检索将完善申请方案

专利检索

评价专利申请获得授权的可能性

帮助专利代理师更好的起草专利文件帮助专利代理师更好的起草专利文件

申请前的初步专利检索将完善申请方案



技术交底的重要性3.23.2

专利技术交底书是发明人或申请人将自已即将申请专利
的发明创造内容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专利代理机构的参考文件

交底书是发明人与专利代理人之间的桥梁交底书是发明人与专利代理人之间的桥梁
交底书是撰写说明书的基础，
基础上，代理人再修改为说明书

技术交底书是发明人或申请人将自已即将申请专利
的发明创造内容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专利代理机构的参考文件

书是发明人与专利代理人之间的桥梁书是发明人与专利代理人之间的桥梁
，在发明人撰写的技术交底书的

代理人再修改为说明书。



技术交底的重要性3.23.2

• 方案理解要透彻

• 发明点要把握准确

• 要梳理好逻辑

• 掌握好应用场景

• 描述用语要仔细琢磨描述用语要仔细琢磨



技术交底的内容3.33.3

摘要附图

必需是说明书附图中的图之一

只能用黒色，不能有文字

必需是说明书附图中的图之一。

不能有文字、不能有背影。



技术交底书的内容技术交底书的内容

技术方案

简要地描述你的方案的核心要点
些细节）。些细节）。

说明哪些结构或步骤是必不可少的
结构或步骤是可选的。

说明一些结构或步骤的替代方案

简要地描述你的方案的核心要点（略去一

说明哪些结构或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哪些

说明一些结构或步骤的替代方案。



技术交底书的内容技术交底书的内容3.33.3

技术效果

对总体方案具有创造性起支撑作用
步”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用性的判据之一

通过说明技术特征，来阐述这些特征组成的技术
方案能够带来具体的效果。

也可结合现有技术方案的缺陷，
获得的效果。

对总体方案具有创造性起支撑作用，是判断 “进
也是实用性的判据之一。

来阐述这些特征组成的技术

，阐述本发明对应



技术交底书的内容技术交底书的内容3.33.3

具体实施方式
详细写明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

举例说明，有附图的对照附图说明。

对于产品，应当描述产品的机械构成对于产品，应当描述产品的机械构成
化学成分，说明组成产品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动作的产品，只描述其构成不能使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理解和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时
明其动作过程或者操作步骤。

对于方法的发明，应当写明其步骤，
参数或者参数范围表示的工艺条件。

写明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必要时，
。

应当描述产品的机械构成、电路构成或者应当描述产品的机械构成、电路构成或者
说明组成产品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只描述其构成不能使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理解和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时，还应当说

，包括可以用不同的
。



技术交底书的内容技术交底书的内容3.33.3

具体实施方式

至少应具体描述一个最佳实施方式

为了支持更大的保护范围，为了支持更大的保护范围，
施方式

重点描述与现有技术的不同点
明区别于现有技术的必要技术特征和各附加技术
特征，以及各技术特征之间的关系及其功能和作
用

应具体描述一个最佳实施方式

，最好给出多个实，最好给出多个实

描述与现有技术的不同点，必须详细说
明区别于现有技术的必要技术特征和各附加技术

以及各技术特征之间的关系及其功能和作



技术交底的内容3.33.3

说明书常见问题

• 公开不充分；

给出的实例不足；• 给出的实例不足；

• 缺少技术效果；

• 对附图缺少恰当的文字说明附图缺少恰当的文字说明，对标记没有一一提及。



技术交底的内容3.33.3

说明书附图

黑白，不允许有彩色；不允许有文字

楚，在说明书“附图说明”部分记载清楚楚，在说明书“附图说明”部分记载清楚

常见问题：附图标记混乱

不允许有文字，要标号清

部分记载清楚。部分记载清楚。

附图标记混乱。



技术交底的内容3.33.3

撰写技巧：

• 权利要求书保护范围从大到小

• 说明书中充分论述技术效果
明。

要求书保护范围从大到小。

中充分论述技术效果，最好有数据证



只要有区别特征，就可以形成

授权重要技能——沟通3.43.4

只要有区别特征，就可以形成

是否具有创造性，是在代理人和审查员
的相互拉扯中得出的

就可以形成专利。就可以形成专利。

是在代理人和审查员
的相互拉扯中得出的。



应注意的要点应注意的要点3.53.5

不要遗漏细节，专利能否授权有时
就取决于一些不起眼的就取决于一些不起眼的

遗漏细节，专利能否授权有时
的小改进上。的小改进上。



应应 注注 意意 的的 要要 点点

完整描述技术方案

描述技术方案时最后应当实现发明目的

不能只说明各部件连接关系或只在附图上标注各部件
还要说明各部件的作用，以及各部件工作时的运转情况

3.53.5

还要说明各部件的作用，以及各部件工作时的运转情况

对于一些电子产品，信息流才是实现发明目的关键
说明各部件连接关系不能对技术方案进行完整描述
要说明信息流的传递、处理情况证据11

描述技术方案时最后应当实现发明目的。

不能只说明各部件连接关系或只在附图上标注各部件，
以及各部件工作时的运转情况。以及各部件工作时的运转情况。

信息流才是实现发明目的关键，仅
说明各部件连接关系不能对技术方案进行完整描述，还

处理情况



应应 注注 意意 的的 要要 点点

描述要清楚

不得含糊不清或者模棱两可。

用规范、领域内约定俗成的词

3.53.5

用规范、领域内约定俗成的词
般不使用在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基本含义的词汇来表示
其本意之外的其它含义，以免造成误解和语义混乱

新兴技术的术语要给出解释。证据11

。

领域内约定俗成的词，含义解释清楚无误；一领域内约定俗成的词，含义解释清楚无误；一
般不使用在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基本含义的词汇来表示

以免造成误解和语义混乱。

。



应应 注注 意意 的的 要要 点点

附图的注意事项：

图要清晰，要能明确体现技术特征

3.53.5

流程图、框图要将文字写在框中
不要有文字；图上不要有辅助线

附图要使用黑白图片，不要有任何颜色

提供的附图要方便进行修改，
CAD等软件画出的文件。不要用截图

证据11

要能明确体现技术特征。

框图要将文字写在框中；结构图使用数字编号进行标记
图上不要有辅助线。

不要有任何颜色，尽量不用灰度图。

，例如用Word绘图工具画图或提供
不要用截图。



应应 注注 意意 的的 要要 点点

电子及计算机类专利的问题

专利第法25条规定智利规则不能申请专利

3.53.5

计算机的计算规则、数学变换方法不能申请专利

如果向其中加入了技术特征

信息流的传递关系等内容，
证据11

电子及计算机类专利的问题：

条规定智利规则不能申请专利

数学变换方法不能申请专利。但是

如果向其中加入了技术特征，例如解决具体问题的步骤、

，即可规避专利法第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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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专利申请的避免

4

非正常专利申请的避免



非正常申请的依据非正常申请的依据4.14.1



非正常申请的依据非正常申请的依据4.14.1



非正常申请的依据非正常申请的依据4.14.1



非正常申请的依据非正常申请的依据4.14.1

国家知识产权局令
第七十五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修改〈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
的决定》已经局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国家知识产权局令
第七十五号

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
现予公布，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申长雨
2017年2月28日



非正常申请的依据非正常申请的依据4.14.1



4.14.1



非正常申请的依据非正常申请的依据4.14.1

75号令

专利法是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核发利益
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
济社会发展。济社会发展。

非正常申请行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号令的宗旨

专利法是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核发利益，鼓励发明创造，
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进步和经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非正常申请的后果非正常申请的后果4.24.2

2019年7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形之一的，由负责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一）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专利代理机构经营异常名录届满
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
（二）被决定停止受理商标代理业务的

（三）因商标侵权行为5年内受到
利行为5年内受到2次行政通报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关于知识产权有下列情

由负责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专利代理机构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

被决定停止受理商标代理业务的。

年内受到2次行政处罚的；因非正常申请专
次行政通报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



非正常申请的后果非正常申请的后果4.24.2



非正常申请的后果非正常申请的后果4.24.2



非正常申请的后果非正常申请的后果4.24.2

不予减缴专利费用；已经减缴的
节严重的，自本年度起五年内不予减缴专利费用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以及
，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数量统计中扣除非正常申请专利的
数量；

已经减缴的，要求补缴已经减缴的费用；情
自本年度起五年内不予减缴专利费用；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以及《中国知识产权报》上予以通报
；；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数量统计中扣除非正常申请专利的



非正常申请的后果非正常申请的后果4.24.2

各级知识产权局不予资助或者奖励
者部分追还；情节严重的，自本年度起五年内不予资助或者奖励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对从事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专利代理机
构以及专利代理人采取行业自律措施构以及专利代理人采取行业自律措施
据《专利代理惩戒规则（暂行）》

通过非正常申请专利的行为骗取资助和奖励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各级知识产权局不予资助或者奖励；已经资助或者奖励的，全部或
自本年度起五年内不予资助或者奖励；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对从事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专利代理机
构以及专利代理人采取行业自律措施，必要时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根构以及专利代理人采取行业自律措施，必要时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根

》的规定给予相应惩戒；

通过非正常申请专利的行为骗取资助和奖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非正常申请的形式非正常申请的形式4.34.3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内容明显相同的专利申请

 重复提交完全相同的申请

 实质相同申请，仅作简单变化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内容明显相同的专利申请

重复提交完全相同的申请

仅作简单变化



非正常申请的形式非正常申请的形式4.34.3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明显抄袭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
计的专利申请

完全抄袭他人现有设计完全抄袭他人现有设计

替换式抄袭

拼凑式抄袭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明显抄袭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



非正常申请的形式非正常申请的形式4.34.3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不同材料
等简单替换或者拼凑的专利申请

 不同材料简单替换或者拼凑 不同材料简单替换或者拼凑

 同组分、配比简单替换或者拼凑

 不同部件简单替换或者拼凑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实验数据或者技术效果明显

编造的专利申请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不同材料、组分、配比、部件
等简单替换或者拼凑的专利申请

不同材料简单替换或者拼凑不同材料简单替换或者拼凑

配比简单替换或者拼凑

不同部件简单替换或者拼凑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实验数据或者技术效果明显



非正常申请的形式非正常申请的形式4.34.3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利用计算机技术随机生成产品
形状、图案或色彩的专利申请

帮助他人提交或者专利代理机构代理提交本条第一项至第
五项所述类型的专利申请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利用计算机技术随机生成产品
图案或色彩的专利申请

帮助他人提交或者专利代理机构代理提交本条第一项至第



非正常申请的认定非正常申请的认定4.44.4

认定流程

非正常申请监控小组

认定流程

非正常申请监控小组



5

非正常专利申请与专利布局

5

申请与专利布局



专利布局的概念专利布局的概念55

专利布局：

专利布局是指企业综合产业、
进行有机结合，涵盖了企业利害相关的时间
和产品等维度，构建严密高效的专利保护网和产品等维度，构建严密高效的专利保护网
企业有利格局的专利组合。

、市场和法律等因素，对专利
涵盖了企业利害相关的时间、地域、技术
构建严密高效的专利保护网，最终形成对构建严密高效的专利保护网，最终形成对



专利布局的形式专利布局的形式55

1、路障式专利布局—针对回避设计

2、城墙式专利布局—同一主题多种方案

3、丛林式专利布局—基础专利与外围专利3、丛林式专利布局—基础专利与外围专利

4、地毯式专利布局—充分的专利挖掘

针对回避设计

同一主题多种方案

基础专利与外围专利基础专利与外围专利

充分的专利挖掘



专利布局的形式专利布局的形式55

专利布局不是说专利越多就越严密
的是质量的把握，对于技术研发方向的研判
否则，可能是一大堆专利否则，可能是一大堆专利
垃圾专利之类

专利布局不是说专利越多就越严密，更重要
对于技术研发方向的研判。

可能是一大堆专利，然而大部分属于可能是一大堆专利，然而大部分属于



案说专利布局与非正常申请案说专利布局与非正常申请55

同一申请人提交的大量相似系列申请
布局还是异常申请的判断

案说专利布局与非正常申请案说专利布局与非正常申请

同一申请人提交的大量相似系列申请，是专利
布局还是异常申请的判断



感谢聆听感谢聆听感谢聆听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