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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令

第五十五号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二十

二条的规定，对２００６年５月 ２４日公布、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日起

施行的审查指南进行修订。现将修订后的专利审查指南予以

公布，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起施行。

局　长

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前　言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国务院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以下简称专利局）受理、审批专利申请，专利局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名义作出各项

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专利复审委员会，负责复审及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并作

出决定。

为了客观、公正、准确、及时地依法处理有关专利的申请和请求，国家知识产

权局依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制定本专利审查指南 （以下简称本指南）。

本指南是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具体化，因此是专利局和专利复审委员会依法行政

的依据和标准，也是有关当事人在上述各个阶段应当遵守的规章。

本指南是在２００６年版的基础上，根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７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和２０１０年１月９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实际

工作需要修订而成，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部门规章公布。



使 用 说 明

１本指南包括前言、使用说明、略语表、目录、正文、索引、修订说明和附录。

２本指南正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 （初步审查）、第二部分 （实质审查）、

第三部分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审查）、第四部分 （复审与无效请求的审查）

和第五部分 （专利申请及事务处理）。第一、二、四部分按专利申请的审批流程顺序

排列，第三部分为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审查的具体规定，第五部分为适用各程

序的通用规则。

３本指南各个部分中分章，章以下设节，节分四个等级，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

排列以确定其位置。例如，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 （新颖性）中，２１２２（使用公

开）是第四级节，它属于第三级节 ２１２（公开方式），２１２节属于第二级节 ２１

（现有技术），２１节属于第一级节２（新颖性的概念）。

４本指南的目录包括总目录和分目录。总目录列出第一至第五部分中各章的名

称及其对应的页码；分目录列出该部分各章、节 （共四个等级节）的名称及其对应

的页码。读者可以根据需要查找的内容，在总目录中找到该内容属于第几部分第几

章，再到相应的分目录中找到其具体位置。

５本指南除使用总页码外还使用了分页码，以便读者查阅。总页码位于页面底

端外侧，对全书进行连续编页；分页码位于页面底端中央，对指南正文的五个部分

分别编页并采用 “（×－×）”的格式，例如 “（２－１４７）”表示本指南正文第二部分

第１４７页。

６本指南正文包括文字描述及法律、法规条款标引两栏，前者位于每页的右侧，

后者位于每页的左侧。法律、法规条款标引使用缩略语 （参见略语表）。读者阅读指

南右栏的内容时，可以对照左栏相应位置上标出的法律、法规条款中规定的内容，

以帮助理解。



略　语　表

本表列出本指南正文中每页左侧标出的法律、法规条款的缩略实例。

法２６

法３８及３９

法２、５及２５

法３１．１

法２２．２及．３

法２５．１（１）

细则１

细则４５

细则９５及９６

细则２１－２３

细则４４．１

细则２３．１及．２

细则４２．２及４３

细则２１．３及２３．２

细则３３（３）

细则１７．１（４）

条约２５

条约细则５１

条约细则１３之二３（ａ）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

专利法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

专利法第二条、第五条和第二十五条

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条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五条和第九十六条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三条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三）项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

专利合作条约第２５条

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５１条

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１３条之二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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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３８（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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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１ 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 ３８（１－２８）
!!!!!!!!!!!!!!

６７１２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３８（１－２８）
!!!!!!!!!!!!!!

６７１３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缴纳期限 ３８（１－２８）
!!!!!!!!!!

６７１４ 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的人 ３９（１－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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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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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审查 ４５（１－３５）
!!!!!!!!

７４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的审查 ４６（１－３６）
!!!!!!!!!!

７５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审查 ４６（１－３６）
!!!!!!!

７６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审查 ４６（１－３６）
!!!!!!!!!!

７７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审查 ４７（１－３７）
!!!!!!!

７８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审查 ４７（１－３７）
!!!!!!!

８ 依职权修改 ４８（１－３８）
!!!!!!!!!!!!!!!!!!

第二章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４９（１－３９）
!!!!!!!!!!

１ 引　言 ４９（１－３９）
!!!!!!!!!!!!!!!!!!!!

２ 审查原则 ４９（１－３９）
!!!!!!!!!!!!!!!!!!!

３ 审查程序 ５０（１－４０）
!!!!!!!!!!!!!!!!!!!

３１ 授予专利权通知 ５０（１－４０）
!!!!!!!!!!!!!!!!

３２ 申请文件的补正 ５１（１－４１）
!!!!!!!!!!!!!!!!

３３ 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５１（１－４１）
!!!!!!!!!!!!!

３４ 通知书的答复 ５１（１－４１）
!!!!!!!!!!!!!!!!!

３５ 申请的驳回 ５２（１－４２）
!!!!!!!!!!!!!!!!!!

３５１ 驳回条件 ５２（１－４２）
!!!!!!!!!!!!!!!!!!!

３５２ 驳回决定正文 ５２（１－４２）
!!!!!!!!!!!!!!!!!

５



３６ 前置审查和复审后的处理 ５３（１－４３）
!!!!!!!!!!!!

４ 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５３（１－４３）
!!!!!!!!!!!

４１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５３（１－４３）
!!!!!!!!!!!!!!!

４２ 要求优先权 ５３（１－４３）
!!!!!!!!!!!!!!!!!!

４３ 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５３（１－４３）
!!!!!!!!!!!!!!

４４ 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５４（１－４４）
!!!!!!!!!!!!!!!

４５ 著录项目变更 ５４（１－４４）
!!!!!!!!!!!!!!!!!

５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和第二十五条的审查 ５４（１－４４）
!!!!!!

６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审查 ５４（１－４４）
!!!!!!!!!

６１ 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品 ５４（１－４４）
!!!!!!!!!!!!

６２ 产品的形状和／或构造 ５５（１－４５）
!!!!!!!!!!!!!!

６２１ 产品的形状 ５５（１－４５）
!!!!!!!!!!!!!!!!!!

６２２ 产品的构造 ５６（１－４６）
!!!!!!!!!!!!!!!!!!

６３ 技术方案 ５６（１－４６）
!!!!!!!!!!!!!!!!!!!

７ 申请文件的审查 ５７（１－４７）
!!!!!!!!!!!!!!!!

７１ 请 求 书 ５７（１－４７）
!!!!!!!!!!!!!!!!!!!

７２ 说 明 书 ５７（１－４７）
!!!!!!!!!!!!!!!!!!!

７３ 说明书附图 ５８（１－４８）
!!!!!!!!!!!!!!!!!!

７４ 权利要求书 ５９（１－４９）
!!!!!!!!!!!!!!!!!!

７５ 说明书摘要 ６１（１－５１）
!!!!!!!!!!!!!!!!!!

７６ 申请文件出版条件的格式审查 ６１（１－５１）
!!!!!!!!!!

８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审查 ６１（１－５１）
!!!!!!!!!!

８１ 申请人主动修改 ６２（１－５２）
!!!!!!!!!!!!!!!!

８２ 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６２（１－５２）
!!!!!!!!!

８３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６３（１－５３）
!!!!!!!!!!!!!!!

９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审查 ６３（１－５３）
!!!!!!!

１０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的审查 ６４（１－５４）
!!!!!!

１１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审查 ６４（１－５４）
!!!!!!!

１２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的审查 ６４（１－５４）
!!!!!!!

１３ 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６４（１－５４）
!!!!!!!!!!!!

１４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审查 ６４（１－５４）
!!!!!!!!

１５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审查 ６５（１－５５）
!!!!!!!!!

１５１ 审查依据文本的确认 ６５（１－５５）
!!!!!!!!!!!!!!

１５１１ 申请人的请求 ６５（１－５５）
!!!!!!!!!!!!!!!!!

１５１２ 审查依据的文本 ６５（１－５５）
!!!!!!!!!!!!!!!!

１５１３ 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的法律效力 ６６（１－５６）
!!!!!!!

６



１５２ 审查要求 ６６（１－５６）
!!!!!!!!!!!!!!!!!!!

１５２１ 申请文件的审查 ６６（１－５６）
!!!!!!!!!!!!!!!!

１５２２ 单一性的审查 ６７（１－５７）
!!!!!!!!!!!!!!!!!

１５２３ 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 ６８（１－５８）
!!!!!!!!!!!!!

１５２４ 改正译文错误 ６８（１－５８）
!!!!!!!!!!!!!!!!!

第三章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６９（１－５９）
!!!!!!!!!!

１ 引　言 ６９（１－５９）
!!!!!!!!!!!!!!!!!!!!

２ 审查原则 ６９（１－５９）
!!!!!!!!!!!!!!!!!!!

３ 审查程序 ７０（１－６０）
!!!!!!!!!!!!!!!!!!!

３１ 授予专利权通知 ７０（１－６０）
!!!!!!!!!!!!!!!!

３２ 申请文件的补正 ７０（１－６０）
!!!!!!!!!!!!!!!!

３３ 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７１（１－６１）
!!!!!!!!!!!!!

３４ 通知书的答复 ７１（１－６１）
!!!!!!!!!!!!!!!!!

３５ 申请的驳回 ７２（１－６２）
!!!!!!!!!!!!!!!!!!

３６ 前置审查与复审后的处理 ７２（１－６２）
!!!!!!!!!!!!

４ 申请文件的审查 ７３（１－６３）
!!!!!!!!!!!!!!!!

４１ 请求书 ７３（１－６３）
!!!!!!!!!!!!!!!!!!!!

４１１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 ７３（１－６３）
!!!!!!!!!!!!

４１２ 设 计 人 ７３（１－６３）
!!!!!!!!!!!!!!!!!!!

４１３ 申 请 人 ７３（１－６３）
!!!!!!!!!!!!!!!!!!!

４１４ 联 系 人 ７４（１－６４）
!!!!!!!!!!!!!!!!!!!

４１５ 代 表 人 ７４（１－６４）
!!!!!!!!!!!!!!!!!!!

４１６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 ７４（１－６４）
!!!!!!!!!!!

４１７ 地　址 ７４（１－６４）
!!!!!!!!!!!!!!!!!!!!

４２ 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７４（１－６４）
!!!!!!!!!!!!!

４２１ 视图名称及其标注 ７４（１－６４）
!!!!!!!!!!!!!!!

４２２ 图片的绘制 ７５（１－６５）
!!!!!!!!!!!!!!!!!!

４２３ 照片的拍摄 ７６（１－６６）
!!!!!!!!!!!!!!!!!!

４２４ 图片或者照片的缺陷 ７６（１－６６）
!!!!!!!!!!!!!!

４３ 简要说明 ７７（１－６７）
!!!!!!!!!!!!!!!!!!!

５ 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７８（１－６８）
!!!!!!!!!!!

５１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７８（１－６８）
!!!!!!!!!!!!!!!

５２ 要求优先权 ７８（１－６８）
!!!!!!!!!!!!!!!!!!

５２１ 在先申请和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 ７９（１－６９）
!!!!!!!!

５２２ 要求优先权声明 ７９（１－６９）
!!!!!!!!!!!!!!!!

７



５２３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７９（１－６９）
!!!!!!!!!!!!!!!

５２４ 在后申请的申请人 ７９（１－６９）
!!!!!!!!!!!!!!!

５２５ 优先权要求的撤回 ７９（１－６９）
!!!!!!!!!!!!!!!

５２６ 优先权要求费 ７９（１－６９）
!!!!!!!!!!!!!!!!!

５２７ 优先权要求的恢复 ７９（１－６９）
!!!!!!!!!!!!!!!

５３ 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８０（１－７０）
!!!!!!!!!!!!!!

５４ 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８０（１－７０）
!!!!!!!!!!!!!!!

５５ 著录项目变更 ８０（１－７０）
!!!!!!!!!!!!!!!!!

６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第（六）项的审查 ８０（１－７０）
!!!!!!!!!!!!!!!!

６１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审查 ８０（１－７０）
!!!!!!!!!

６１１ 违反法律 ８０（１－７０）
!!!!!!!!!!!!!!!!!!!

６１２ 违反社会公德 ８０（１－７０）
!!!!!!!!!!!!!!!!!

６１３ 妨害公共利益 ８１（１－７１）
!!!!!!!!!!!!!!!!!

６２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六）项的审查 ８１（１－７１）
!!

７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审查 ８２（１－７２）
!!!!!!!!!

７１ 外观设计必须以产品为载体 ８２（１－７２）
!!!!!!!!!!!

７２ 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

图案的结合 ８２（１－７２）
!!!!!!!!!!!!!!!!!!

７３ 适于工业应用的富有美感的新设计 ８２（１－７２）
!!!!!!!!

７４ 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 ８３（１－７３）
!!!!!!!!!!

８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审查 ８４（１－７４）
!!!!!!!

９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审查 ８４（１－７４）
!!!!!!!

９１ 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 ８４（１－７４）
!!!!!!!

９１１ 同一产品 ８４（１－７４）
!!!!!!!!!!!!!!!!!!!

９１２ 相似外观设计 ８５（１－７５）
!!!!!!!!!!!!!!!!!

９２ 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 ８５（１－７５）
!!!!!!!!!!!!!!

９２１ 同一类别 ８５（１－７５）
!!!!!!!!!!!!!!!!!!!

９２２ 成套出售或者使用 ８５（１－７５）
!!!!!!!!!!!!!!!

９２３ 各产品的设计构思相同 ８６（１－７６）
!!!!!!!!!!!!!

９２４ 成套产品中不应包含相似外观设计 ８６（１－７６）
!!!!!!!!

９３ 合案申请的外观设计应当分别具备授权条件 ８７（１－７７）
!!!!

９４ 分案申请的审查 ８７（１－７７）
!!!!!!!!!!!!!!!!

９４１ 分案申请的核实 ８７（１－７７）
!!!!!!!!!!!!!!!!

９４２ 分案申请的其他要求 ８７（１－７７）
!!!!!!!!!!!!!!

９４３ 分案申请的期限和费用 ８７（１－７７）
!!!!!!!!!!!!!

８



１０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审查 ８８（１－７８）
!!!!!!!!!!

１０１ 申请人主动修改 ８８（１－７８）
!!!!!!!!!!!!!!!!

１０２ 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８８（１－７８）
!!!!!!!!!

１０３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８９（１－７９）
!!!!!!!!!!!!!!!

１１ 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８９（１－７９）
!!!!!!!!!!!!

１１１ 判断原则 ８９（１－７９）
!!!!!!!!!!!!!!!!!!!

１１２ 处理方式 ９０（１－８０）
!!!!!!!!!!!!!!!!!!!

１２ 外观设计分类 ９０（１－８０）
!!!!!!!!!!!!!!!!!

１２１ 分类的依据 ９０（１－８０）
!!!!!!!!!!!!!!!!!!

１２２ 分类的方法 ９０（１－８０）
!!!!!!!!!!!!!!!!!!

１２３ 分类号的确定 ９１（１－８１）
!!!!!!!!!!!!!!!!!

１２３１ 单一用途产品的分类 ９１（１－８１）
!!!!!!!!!!!!!!

１２３２ 多用途产品的分类 ９１（１－８１）
!!!!!!!!!!!!!!!

１２３３ 分类过程中的补正 ９２（１－８２）
!!!!!!!!!!!!!!!

第四章　 专利分类 ９３（１－８３）
!!!!!!!!!!!!!!!!!!!

１ 引　言 ９３（１－８３）
!!!!!!!!!!!!!!!!!!!!

２ 分类的内容 ９３（１－８３）
!!!!!!!!!!!!!!!!!!

３ 技术主题 ９３（１－８３）
!!!!!!!!!!!!!!!!!!!

３１ 技术主题的类别 ９３（１－８３）
!!!!!!!!!!!!!!!!

３２ 技术主题的确定 ９４（１－８４）
!!!!!!!!!!!!!!!!

３２１ 根据权利要求书确定技术主题的几种情况 ９４（１－８４）
!!!!!

３２２ 根据权利要求书无法确定技术主题的情况 ９６（１－８６）
!!!!!

３２３ 根据说明书、附图确定未要求专利保护的技术主题 ９６（１－８６）
!

４ 分类方法 ９６（１－８６）
!!!!!!!!!!!!!!!!!!!

４１ 整体分类 ９６（１－８６）
!!!!!!!!!!!!!!!!!!!

４２ 功能分类或应用分类的确定 ９７（１－８７）
!!!!!!!!!!!

４２１ 功能分类 ９７（１－８７）
!!!!!!!!!!!!!!!!!!!

４２２ 应用分类 ９７（１－８７）
!!!!!!!!!!!!!!!!!!!

４２３ 既按功能分类又按应用分类 ９８（１－８８）
!!!!!!!!!!!

４２４ 特殊情况 ９８（１－８８）
!!!!!!!!!!!!!!!!!!!

４３ 多重分类 ９９（１－８９）
!!!!!!!!!!!!!!!!!!!

４３１ 技术主题的多方面分类 ９９（１－８９）
!!!!!!!!!!!!!

４３２ 二级分类表 １００（１－９０）
!!!!!!!!!!!!!!!!!!

４３３ 混合系统与引得码 １００（１－９０）
!!!!!!!!!!!!!!!

４４ 技术主题的特殊分类 １００（１－９０）
!!!!!!!!!!!!!!

９



５ 分类位置的规则简述 １００（１－９０）
!!!!!!!!!!!!!!

６ 分类的步骤 １０１（１－９１）
!!!!!!!!!!!!!!!!!!

７ 对不同公布级专利申请的分类 １０１（１－９１）
!!!!!!!!!!

７１ 对未检索专利申请的分类 １０１（１－９１）
!!!!!!!!!!!!

７２ 对已检索和审查后专利申请的分类 １０１（１－９１）
!!!!!!!!

８ 特定技术主题的分类方法 １０１（１－９１）
!!!!!!!!!!!!

８１ 化 合 物 １０１（１－９１）
!!!!!!!!!!!!!!!!!!!

８２ 化学混合物或者组合物 １０２（１－９２）
!!!!!!!!!!!!!

８３ 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 １０２（１－９２）
!!!!!!!!!!!!!!

８４ 设备或方法 １０２（１－９２）
!!!!!!!!!!!!!!!!!!

８５ 制造的物品 １０２（１－９２）
!!!!!!!!!!!!!!!!!

８６ 多步骤方法、成套设备 １０３（１－９３）
!!!!!!!!!!!!!

８７ 零件、结构部件 １０３（１－９３）
!!!!!!!!!!!!!!!!

８８ 化学通式 １０３（１－９３）
!!!!!!!!!!!!!!!!!!

８９ 组 合 库 １０４（１－９４）
!!!!!!!!!!!!!!!!!!!

０１



书书书

１１（１－１　　　　）

第一章　发明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１引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以下简称专利法）第三十四

条的规定，专利局收到发明专利申请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

专利法要求的，自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即行公布。专利局也

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早日公布其申请。因此，发明专利申请

的初步审查是受理发明专利申请之后、公布该申请之前的一个

必要程序。

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的主要任务是：

法２６
细则４４

（１）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
细则的规定，发现存在可以补正的缺陷时，通知申请人以补正

的方式消除缺陷，使其符合公布的条件；发现存在不可克服的

缺陷时，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指明缺陷的性质，并通过驳回

的方式结束审查程序。

细则４５ （２）审查申请人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或者随后提交的与
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

定，发现文件存在缺陷时，根据缺陷的性质，通知申请人以补

正的方式消除缺陷，或者直接作出文件视为未提交的决定。

（３）审查申请人提交的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是否是
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内或者专利局指定的期限内

提交；期满未提交或者逾期提交的，根据情况作出申请视为撤

回或者文件视为未提交的决定。

法７５
细则９５及９６
细则９９

（４）审查申请人缴纳的有关费用的金额和期限是否符合专
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费用未缴纳或者未缴足或者逾期缴

纳的，根据情况作出申请视为撤回或者请求视为未提出的

决定。

细则４４．１ 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的范围是：

（１）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包含专利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申请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格式上是否明显不

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

（２）申请文件的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
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是否不符合

发明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



１２ （１－２　　　　）

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第

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或者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的规定。

（３）其他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手
续和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

条、第十五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

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

十六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一百条的规定。

（４）有关费用的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按照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的规

定缴纳了相关费用。

２审查原则
初步审查程序中，审查员应当遵循以下审查原则。

（１）保密原则
审查员在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中，根据有关保密规定，对

于尚未公布、公告的专利申请文件和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内

容，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２）书面审查原则
审查员应当以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审

查意见 （包括补正通知）和审查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

人。初步审查程序中，原则上不进行会晤。

（３）听证原则
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将驳回所依据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至少给申请人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
改申请文件的机会。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时，驳回决定所依据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是已经通知过申请人的，不得包含

新的事实、理由和／或证据。
（４）程序节约原则
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审查员应当尽可能提高审查效率，

缩短审查过程。对于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的申请，审

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尽可能在一次补正通知书中指出全

部缺陷。对于申请文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审查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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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职权自行修改，并通知申请人。对于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克

服的实质性缺陷的申请，审查员可以不对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

的形式缺陷进行审查，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可以仅指出实质性

缺陷。

除遵循以上原则外，审查员在作出视为未提出、视为撤

回、驳回等处分决定的同时，应当告知申请人可以启动的后续

程序。

３审查程序

３１初步审查合格
经初步审查，对于申请文件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

规定并且不存在明显实质性缺陷的专利申请，包括经过补正符

合初步审查要求的专利申请，应当认为初步审查合格。审查员

应当发出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指明公布所依据的申请文本，

之后进入公布程序。

３２申请文件的补正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

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发出补正通知书。

补正通知书中应当指明专利申请存在的缺陷，说明理由，同时

指定答复期限。经申请人补正后，申请文件仍然存在缺陷的，

审查员应当再次发出补正通知书。

３３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方式克服

的明显实质性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

书。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应当指明专利申请存在的实质性缺陷，

说明理由，同时指定答复期限。

对于申请文件中存在的实质性缺陷，只有其明显存在并影

响公布时，才需指出和处理。

３４通知书的答复
申请人在收到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应当在

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或者陈述意见。申请人对专利申请进行补正

的，应当提交补正书和相应修改文件替换页。申请文件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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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页应当一式两份，其他文件只需提交一份。对申请文件的

修改，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的内容不得超出

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审查员应当根据情况发出视为撤回

通知书或者其他通知书。申请人因正当理由难以在指定的期限

内作出答复的，可以提出延长期限请求。有关延长期限请求的

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４节的规定。
对于因不可抗拒事由或者因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而导致

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申请人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专利局

提出恢复权利的请求。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

第五部分第七章第６节的规定。

３５申请的驳回
申请文件存在明显实质性缺陷，在审查员发出审查意见通

知书后，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修改后仍然没有消除的，或者

申请文件存在形式缺陷，审查员针对该缺陷已发出过两次补正

通知书，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然没有消除的，审查

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驳回决定正文应当包括案由、驳回的理由和决定三部分内

容。案由部分应当简述被驳回申请的审查过程；驳回的理由部

分应当说明驳回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决定部分应当明确指出

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应条款，并说明根

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驳回该专利申请。

３６前置审查与复审后的处理
申请人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专利复

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对复审请求的前置审查及复审后的处

理，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８节的规定。

细则４４

法２６２、细则１６

４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

４１请 求 书

４１１发明名称
请求书中的发明名称和说明书中的发明名称应当一致。发

明名称应当简短、准确地表明发明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主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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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发明名称中不得含有非技术词语，例如人名、单位名

称、商标、代号、型号等；也不得含有含糊的词语，例如 “及

其他”、“及其类似物”等；也不得仅使用笼统的词语，致使未

给出任何发明信息，例如仅用 “方法”、 “装置”、 “组合物”、

“化合物”等词作为发明名称。

发明名称一般不得超过２５个字，特殊情况下，例如，化学
领域的某些发明，可以允许最多到４０个字。

４１２发 明 人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发明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

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在专利局的审查程序中，审

查员对请求书中填写的发明人是否符合该规定不作审查。

发明人应当是个人，请求书中不得填写单位或者集体，例

如不得写成 “××课题组”等。发明人应当使用本人真实姓
名，不得使用笔名或者其他非正式的姓名。多个发明人的，应

当自左向右顺序填写。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

知书。申请人改正请求书中所填写的发明人姓名的，应当提交

补正书、当事人的声明及相应的证明文件。

发明人可以请求专利局不公布其姓名。提出专利申请时请

求不公布发明人姓名的，应当在请求书 “发明人”一栏所填写

的相应发明人后面注明 “（不公布姓名）”。不公布姓名的请求

提出之后，经审查认为符合规定的，专利局在专利公报、专利

申请单行本、专利单行本以及专利证书中均不公布其姓名，并

在相应位置注明 “请求不公布姓名”字样，发明人也不得再请

求重新公布其姓名。提出专利申请后请求不公布发明人姓名

的，应当提交由发明人签字或者盖章的书面声明，但是专利申

请进入公布准备后才提出该请求的，视为未提出请求，审查员

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外国发明人中文译名中可以使用

外文缩写字母，姓和名之间用圆点分开，圆点置于中间位置，

例如 Ｍ·琼斯。

４１３申 请 人

４１３１申请人是本国人
职务发明，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单位；非职务发明，申请

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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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局的审查程序中，审查员对请求书中填写的申请人

一般情况下不作资格审查。申请人是个人的，可以推定该发明

为非职务发明，该个人有权提出专利申请，除非根据专利申请

的内容判断申请人的资格明显有疑义的，才需要通知申请人提

供所在单位出具的非职务发明证明。申请人是单位的，可以推

定该发明是职务发明，该单位有权提出专利申请，除非该单位

的申请人资格明显有疑义的，例如填写的单位是 ××大学科研
处或者 ××研究所 ××课题组，才需要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
申请人提供能表明其具有申请人资格的证明文件。

申请人声明自己具有资格并提交证明文件的，可视为申请

人具备资格。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加盖本单位公章的法

人证书或者有效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均视为有效的证明文件。

填写的申请人不具备申请人资格，需要更换申请人的，应当由

更换后的申请人办理补正手续，提交补正书及更换前、后申请

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更换申请人声明。

申请人是中国单位或者个人的，应当填写其名称或者姓

名、地址、邮政编码、组织机构代码或者居民身份证件号码。

申请人是个人的，应当使用本人真实姓名，不得使用笔名或者

其他非正式的姓名。申请人是单位的，应当使用正式全称，不

得使用缩写或者简称。请求书中填写的单位名称应当与所使用

的公章上的单位名称一致。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

正通知书。申请人改正请求书中所填写的姓名或者名称的，应

当提交补正书、当事人的声明及相应的证明文件。

４１３２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
专利法第十八条规定：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依照

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

照互惠原则，根据本法办理。

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填

写其姓名或者名称、国籍或者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审查员认

为请求书中填写的申请人的国籍、注册地有疑义时，可以根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 （一）项或者第 （二）项的规

定，通知申请人提供国籍证明或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证明文

件。申请人在请求书中表明在中国有营业所的，审查员应当要

求申请人提供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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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求书中表明在中国有经常居所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

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可在中国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明文件。

在确认申请人是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

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后，应当审查请求书中填写的

申请人国籍、注册地是否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之一：

（１）申请人所属国同我国签订有相互给予对方国民以专利
保护的协议；

（２）申请人所属国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以下简称巴

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３）申请人所属国依互惠原则给外国人以专利保护。
细则３３（３） 审查员应当从申请人所属国 （申请人是个人的，以国籍或

者经常居所来确定；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以注册地

来确定）是否是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开始审

查，一般不必审查该国是否与我国签订有互相给予对方国民以

专利保护的协议，因为与我国已签订上述协议的所有国家都是

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只有当申请人所属国

不是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时，才需审查该国

法律中是否订有依互惠原则给外国人以专利保护的条款。申请

人所属国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依互惠原则给外国人以专利保护

的条款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交其所属国承认中国公民

和单位可以按照该国国民的同等条件，在该国享有专利权和其

他有关权利的证明文件。申请人不能提供证明文件的，根据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以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为

理由，驳回该专利申请。

对于来自某巴黎公约成员国领地或者属地的申请人，应当

审查该国是否声明巴黎公约适用于该地区。

申请人是个人的，其中文译名中可以使用外文缩写字母，

姓和名之间用圆点分开，圆点置于中间位置，例如 Ｍ·琼斯。
姓名中不应当含有学位、职务等称号，例如 ××博士、 ××教
授等。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其名称应当使用中文正

式译文的全称。对于申请人所属国法律规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的某些称谓允许使用。

４１３３本国申请人与外国申请人共同申请
本国申请人与外国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的，本国申请人适

用本章第 ４１３１节的规定，外国申请人适用本章第 ４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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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规定。

细则４２ ４１４联 系 人
申请人是单位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填写联系

人，联系人是代替该单位接收专利局所发信函的收件人。联系

人应当是本单位的工作人员，必要时审查员可以要求申请人出

具证明。申请人为个人且需由他人代收专利局所发信函的，也

可以填写联系人。联系人只能填写一人。填写联系人的，还需

要同时填写联系人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

细则１５４ ４１５代 表 人
申请人有两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除本指南

另有规定或请求书中另有声明外，以第一署名申请人为代表

人。请求书中另有声明的，所声明的代表人应当是申请人之

一。除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外，代表人可以代表全体申

请人办理在专利局的其他手续。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包

括：提出专利申请，委托专利代理，转让专利申请权、优先

权或者专利权，撤回专利申请，撤回优先权要求，放弃专利

权等。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应当由全体权利人签字或者

盖章。

法１９
细则１６（４）

４１６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依照专利代理条例的规定经国家知识产

权局批准成立。

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应当使用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的

全称，并且要与加盖在申请文件中的专利代理机构公章上的名

称一致，不得使用简称或者缩写。请求书中还应当填写国家知

识产权局给予该专利代理机构的机构代码。

专利代理人，是指获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在合法的专

利代理机构执业，并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了专利代理人执

业证的人员。在请求书中，专利代理人应当使用其真实姓名，

同时填写专利代理人执业证号码和联系电话。一件专利申请的

专利代理人不得超过两人。

法２６２
细则１６

４１７地　址
请求书中的地址 （包括申请人、专利代理机构、联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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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应当符合邮件能够迅速、准确投递的要求。本国的地址

应当包括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以及省 （自治区）、市 （自治

州）、区、街道门牌号码和电话号码，或者省 （自治区）、县

（自治县）、镇 （乡）、街道门牌号码和电话号码，或者直辖市、

区、街道门牌号码和电话号码。有邮政信箱的，可以按照规定

使用邮政信箱。地址中可以包含单位名称，但单位名称不得代

替地址，例如不得仅填写 ××省 ××大学。外国的地址应当注
明国别、市 （县、州），并附具外文详细地址。

法２６３
细则１７

４２说 明 书
说明书第一页第一行应当写明发明名称，该名称应当与请

求书中的名称一致，并左右居中。发明名称前面不得冠以 “发

明名称”或者 “名称”等字样。发明名称与说明书正文之间应

当空一行。

说明书的格式应当包括以下各部分，并在每一部分前面写

明标题：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发明内容

附图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说明书无附图的，说明书文字部分不包括附图说明及其相

应的标题。

涉及核苷酸或者氨基酸序列的申请，应当将该序列表作

为说明书的一个单独部分，并单独编写页码。申请人应当在

申请的同时提交与该序列表相一致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

本，如提交记载有该序列表的符合规定的光盘或者软盘。提

交的光盘或者软盘中记载的序列表与说明书中的序列表不一

致的，以说明书中的序列表为准。未提交计算机可读形式的

副本，或者所提交的副本与说明书中的序列表明显不一致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交

正确的副本。期满未补交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

知书。

说明书文字部分可以有化学式、数学式或者表格，但不得

有插图。

说明书文字部分写有附图说明的，说明书应当有附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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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有附图的，说明书文字部分应当有附图说明。

细则４０ 说明书文字部分写有附图说明但说明书无附图或者缺少相

应附图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取消说明书文字部分的附图说明，

或者在指定的期限内补交相应附图。申请人补交附图的，以向

专利局提交或者邮寄补交附图之日为申请日，审查员应当发出

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申请人取消相应附图说明的，保留原

申请日。

细则１２１２ 说明书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细则１８及１２１ ４３说明书附图
说明书附图应当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制图工具和黑色墨

水绘制，线条应当均匀清晰、足够深，不得着色和涂改，不得

使用工程蓝图。

剖面图中的剖面线不得妨碍附图标记线和主线条的清楚

识别。

几幅附图可以绘制在一张图纸上。一幅总体图可以绘制在

几张图纸上，但应当保证每一张上的图都是独立的，而且当全

部图纸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完整总体图时又不互相影响其清晰

程度。附图的周围不得有与图无关的框线。附图总数在两幅

以上的，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并在编号前冠以

“图”字，例如图 １、图 ２。该编号应当标注在相应附图的正
下方。

附图应当尽量竖向绘制在图纸上，彼此明显分开。当零件

横向尺寸明显大于竖向尺寸必须水平布置时，应当将附图的顶

部置于图纸的左边。一页图纸上有两幅以上的附图，且有一幅

已经水平布置时，该页上其他附图也应当水平布置。

附图标记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编号。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

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现的附图标记

不得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申请文件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

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

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三分之二时

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中各个细节，以能够满足复印、扫描的要

求为准。

同一附图中应当采用相同比例绘制，为使其中某一组成部

分清楚显示，可以另外增加一幅局部放大图。附图中除必需的

词语外，不得含有其他注释。附图中的词语应当使用中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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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可以在其后的括号里注明原文。

流程图、框图应当作为附图，并应当在其框内给出必要的

文字和符号。一般不得使用照片作为附图，但特殊情况下，例

如，显示金相结构、组织细胞或者电泳图谱时，可以使用照片

贴在图纸上作为附图。

说明书附图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细则１９２ ４４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书有几项权利要求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

号，编号前不得冠以 “权利要求”或者 “权项”等词。

权利要求中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必要时也可以有表

格，但不得有插图。

权利要求书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法２６１
细则２３

４５说明书摘要
申请发明专利的，应当提交说明书摘要 （以下简称摘要）。

４５１摘要文字部分
摘要文字部分应当写明发明的名称和所属的技术领域，清

楚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方案的要点以

及主要用途。未写明发明名称或者不能反映技术方案要点的，

应当通知申请人补正；使用了商业性宣传用语的，可以通知申

请人删除或者由审查员删除，审查员删除的，应当通知申

请人。

摘要文字部分不得使用标题，文字部分 （包括标点符号）

不得超过３００个字。摘要超过 ３００个字的，可以通知申请人删
节或者由审查员删节；审查员删节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４５２摘要附图
说明书有附图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一幅最能说明该发明技

术方案主要技术特征的附图作为摘要附图。摘要附图应当是说

明书附图中的一幅。申请人未提交摘要附图的，审查员可以通

知申请人补正，或者依职权指定一幅，并通知申请人。审查员

确认没有合适的摘要附图可以指定的，可以不要求申请人

补正。

申请人提交的摘要附图明显不能说明发明技术方案主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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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特征的，或者提交的摘要附图不是说明书附图之一的，审查

员可以通知申请人补正，或者依职权指定一幅，并通知申

请人。

摘要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４厘米 ×６
厘米时，仍能清楚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

摘要中可以包含最能说明发明的化学式，该化学式可被视

为摘要附图。

细则１２１ ４６申请文件出版条件的格式审查
专利申请公布时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摘要的文

字应当整齐清晰，不得涂改，行间不得加字。说明书附图、说

明书摘要附图的线条 （如轮廓线、点划线、剖面线、中心线、

标引线等）应当清晰可辨。文字和线条应当是黑色，并且足够

深，背景干净，以能够满足复印、扫描的要求为准。文字和附

图的版心四周不应有框线。各种文件的页码应当分别连续

编写。

申请文件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

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

回通知书。

细则４２１ ５特殊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５１分案申请

５１１分案申请的核实
一件专利申请包括两项以上发明的，申请人可以主动提出

或者依据审查员的审查意见提出分案申请。分案申请应当以原

申请 （第一次提出的申请）为基础提出。分案申请的类别应当

与原申请的类别一致。分案申请应当在请求书中填写原申请的

申请号和申请日；对于已提出过分案申请，申请人需要针对该

分案申请再次提出分案申请的，还应当在原申请的申请号后的

括号内填写该分案申请的申请号。

对于分案申请，除按规定审查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外，审

查员还应当根据原申请核实下列各项内容：

（１）请求书中填写的原申请的申请日
请求书中应当正确填写原申请的申请日，申请日填写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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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

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补正符合规定的，审

查员应当发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

（２）请求书中填写的原申请的申请号
请求书中应当正确填写原申请的申请号。原申请是国际申

请的，申请人还应当在所填写的原申请的申请号后的括号内注

明国际申请号。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

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

知书。

（３）分案申请的递交时间
申请人最迟应当在收到专利局对原申请作出授予专利权通

知书之日起两个月期限 （即办理登记手续的期限）届满之前提

出分案申请。上述期限届满后，或者原申请已被驳回，或者原

申请已撤回，或者原申请被视为撤回且未被恢复权利的，一般

不得再提出分案申请。

对于审查员已发出驳回决定的原申请，自申请人收到驳回

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不论申请人是否提出复审请求，均可以

提出分案申请；在提出复审请求以后以及对复审决定不服提起

行政诉讼期间，申请人也可以提出分案申请。

　　初步审查中，对于分案申请递交日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
查员应当发出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并作结案处理。

对于已提出过分案申请，申请人需要针对该分案申请再次

提出分案申请的，再次提出的分案申请的递交时间仍应当根据

原申请审核。再次分案的递交日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不得

分案。

但是，因分案申请存在单一性的缺陷，申请人按照审查员

的审查意见再次提出分案申请的情况除外。对于此种除外情

况，申请人再次提出分案申请的同时，应当提交审查员发出的

指明了单一性缺陷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或者分案通知书的复印

件。未提交符合规定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或者分案通知书的复印

件的，不能按照除外情况处理。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

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

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并作结案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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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分案申请的申请人和发明人
分案申请的申请人应当与原申请的申请人相同；不相同

的，应当提交有关申请人变更的证明材料。分案申请的发明人

也应当是原申请的发明人或者是其中的部分成员。对于不符合

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

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５）分案申请提交的文件
分案申请除应当提交申请文件外，还应当提交原申请的申

请文件副本以及原申请中与本分案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副本

（如优先权文件副本）。原申请中已提交的各种证明材料，可以

使用复印件。原申请的国际公布使用外文的，除提交原申请的

中文副本外，还应当同时提交原申请国际公布文本的副本。对

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

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５１２分案申请的期限和费用
分案申请适用的各种法定期限，例如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

期限，应当从原申请日起算。对于已经届满或者自分案申请递

交日起至期限届满日不足两个月的各种期限，申请人可以自分

案申请递交日起两个月内或者自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补办各种手续；期满未补办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对于分案申请，应当视为一件新申请收取各种费用。对于

已经届满或者自分案申请递交日起至期限届满日不足两个月的

各种费用，申请人可以在自分案申请递交日起两个月内或者自

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缴；期满未补缴或未缴足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细则２４ ５２涉及生物材料的申请

５２１涉及生物材料的申请的核实
对于涉及生物材料的申请，申请人除应当使申请符合专利

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外，还应当办理下列手续：

（１）在申请日前或者最迟在申请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

权日），将该生物材料样品提交至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生物

材料样品国际保藏单位保藏。

（２）在请求书和说明书中注明保藏该生物材料样品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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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地址、保藏日期和编号，以及该生物材料的分类命名

（注明拉丁文名称）。

（３）在申请文件中提供有关生物材料特征的资料。
（４）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

存活证明。

初步审查中，对于已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保藏证明的，审查

员应当根据保藏证明核实下列各项内容：

（１）保藏单位
保藏单位应当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生物材料样品国际

保藏单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

未保藏通知书。

（２）保藏日期
保藏日期应当在申请日之前或者在申请日 （有优先权的，

指优先权日）当天。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

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

但是，保藏证明写明的保藏日期在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

后，并且在申请日之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

书，要求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限内撤回优先权要求或者声明该保

藏证明涉及的生物材料的内容不要求享受优先权，期满未答复

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

为未保藏通知书。

（３）保藏及存活证明和请求书的一致性
保藏及存活证明与请求书中所填写的项目应当一致，不一

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

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

藏通知书。

初步审查中，对于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保藏证明的，该生

物材料样品视为未提交保藏，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

为未保藏通知书。在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申请人未提交生物

材料存活证明，又没有说明未能提交该证明的正当理由的，该

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提交保藏，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

视为未保藏通知书。

提交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过程中发生样品死亡的，除申请人

能够提供证据证明造成生物材料样品死亡并非申请人责任外，

该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提交保藏，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

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申请人提供证明的，可以在自申请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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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内重新提供与原样品相同的新样品重新保藏，并以原提

交保藏日为保藏日。

涉及生物材料的专利申请，申请人应当在请求书和说明书

中分别写明生物材料的分类命名，保藏该生物材料样品的单位

名称、地址、保藏日期和保藏编号，并且相一致 （参见本指南

第二部分第十章第９２１节）。申请时请求书和说明书都未写明
的，申请人应当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

为未提交保藏。请求书和说明书填写不一致的，申请人可以在

收到专利局通知书后，在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

视为未提交保藏。

５２２保藏的恢复
审查员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后，申请人有

正当理由的，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启

动恢复程序。除其他方面正当理由外，属于生物材料样品未提

交保藏或未存活方面的正当理由如下：

（１）保藏单位未能在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作出保藏证明或
者存活证明，并出具了证明文件；

（２）提交生物材料样品过程中发生生物材料样品死亡，申
请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生物材料样品死亡并非申请人的责任。

法２６５
细则２６２

５３涉及遗传资源的申请
就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申请人应当在

请求书中对于遗传资源的来源予以说明，并填写遗传资源来源

披露登记表，写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

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审

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该

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

６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细则４４

６１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６１１委　托
根据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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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

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或者作为第一署名申请人与中

国内地的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

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审查中发现上述申请人申请专利和办理

其他专利事务时，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

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答复。申请人在指定

期限内未答复的，其申请被视为撤回；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

正后，仍然不符合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该专利申请

应当被驳回。

中国内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在国内申

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委托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

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专利代理机构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

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向申请人和被委托的

专利代理机构发出视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通知书。

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香港、澳门或者台

湾地区的申请人向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

或者作为第一署名申请人与中国内地的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和

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未委托专

利代理机构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

在指定期限内答复。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未答复的，审查员应

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

规定的，该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

委托的双方当事人是申请人和被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申

请人有两个以上的，委托的双方当事人是全体申请人和被委托

的专利代理机构。被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仅限一家，本指南另

有规定的除外。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当指定该专利代

理机构的专利代理人办理有关事务，被指定的专利代理人不得

超过两名。

细则１５３ ６１２委 托 书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向专利局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

利事务的，应当提交委托书。委托书应当使用专利局制定的标

准表格，写明委托权限、发明创造名称、专利代理机构名称、

专利代理人姓名，并应当与请求书中填写的内容相一致。在专

利申请确定申请号后提交委托书的，还应当注明专利申请号。

申请人是个人的，委托书应当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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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是单位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同时也可以附有其法定代

表人的签字或者盖章；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应当由全体申请

人签字或者盖章。此外，委托书还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加盖

公章。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可以向专利局交存总委托

书；专利局收到符合规定的总委托书后，应当给出总委托书编

号，并通知该专利代理机构。已交存总委托书的，在提出专利

申请时可以不再提交专利代理委托书原件，而提交总委托书复

印件，同时写明发明创造名称、专利代理机构名称、专利代理

人姓名和专利局给出的总委托书编号，并加盖专利代理机构

公章。

委托书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

专利代理机构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第一署名申请人是中国内地

单位或者个人的，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

查员应当向双方当事人发出视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通知书。

第一署名申请人为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期

满未答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补正后仍不符

合规定的，该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第一署名申请人是香港、

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期满未答复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

的，该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

６１３解除委托和辞去委托
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后，可以解除委

托；专利代理机构接受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委托后，可以辞

去委托。办理解除委托和辞去委托手续的相关规定参见本章第

６７２４节。

６２要求优先权
要求优先权，是指申请人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向专

利局要求以其在先提出的专利申请为基础享有优先权。申请人

要求优先权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以及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

法２９１ 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

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就相同主题的外观设计在外

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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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照该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

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这种优先权

称为外国优先权。

法２９２ 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

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以该发明专利申请为基础向专

利局提出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或者又以该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为基础向专利局提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者

发明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这种优先权称为本国优

先权。

６２１要求外国优先权

法２９１ ６２１１在先申请和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
申请人向专利局提出一件专利申请并要求外国优先权的，

审查员应当审查作为要求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是否是在巴黎

公约成员国内提出的，或者是对该成员国有效的地区申请或者

国际申请；对于来自非巴黎公约成员国的要求优先权的申请，

应当审查该国是否是承认我国优先权的国家；还应当审查要求

优先权的申请人是否有权享受巴黎公约给予的权利，即申请人

是否是巴黎公约成员国的国民或者居民，或者申请人是否是承

认我国优先权的国家的国民或者居民。

审查员还应当审查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是否是在规定的

期限内提出的；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

先权通知书。在先申请有两项以上的，其期限从最早的在先申

请的申请日起算，对于超过规定期限的，针对那项超出期限的

要求优先权声明，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初步审查中，对于在先申请是否是巴黎公约定义的第一次

申请以及在先申请和在后申请的主题的实质内容是否相同均不

予审查，除非第一次申请明显不符合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或者

在先申请与在后申请的主题明显不相关。

在先申请可以是巴黎公约第四条定义的要求发明人证书的

申请。

法３０
细则１６（５）及３１２

６２１２要求优先权声明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在请求

书中声明；未在请求书中提出声明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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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要求优先权声明中应当写明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

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未写明或者错

写在先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中的一项或者两项

内容，而申请人已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

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通知书。

要求多项优先权而在声明中未写明或者错写某个在先申请

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内容，

而申请人已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该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审

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

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要求该项优先权，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

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６２１３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细则３１１ 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应当由该在先申请

的原受理机构出具。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格式应当符合国际惯

例，至少应当表明原受理机构、申请人、申请日、申请号；不

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

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

本，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要求多项优先权的，应当提交全部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其

中某份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

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提交该在先申

请文件副本，针对该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对应的那项要求优先权

声明，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应当在提出在后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提

交；期满未提交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

知书。

依照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在先申请的受理机构签订的协议，

专利局通过电子交换等途径从该受理机构获得在先申请文件副

本的，视为申请人提交了经该受理机构证明的在先申请文件

副本。

已向专利局提交过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需要再次提交

的，可以仅提交该副本的中文题录译文，但应当注明在先申请

文件副本的原件所在案卷的申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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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３１３ ６２１４在后申请的申请人
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申请人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记

载的申请人应当一致，或者是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记载的申请

人之一。

申请人完全不一致，且在先申请的申请人将优先权转让给

在后申请的申请人的，应当在提出在后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提

交由在先申请的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

件。在先申请具有多个申请人，且在后申请具有多个与之不同

的申请人的，可以提交由在先申请的所有申请人共同签字或者

盖章的转让给在后申请的所有申请人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

也可以提交由在先申请的所有申请人分别签字或者盖章的转让

给在后申请的申请人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

申请人期满未提交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或者提交的优先权

转让证明文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

权通知书。

６２２要求本国优先权

细则３２２
６２２１在先申请和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

在先申请和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１）在先申请应当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不应当
是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也不应当是分案申请。

（２）在先申请的主题没有要求过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
权，或者虽然要求过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但未享有优

先权。

（３）该在先申请的主题，尚未授予专利权。
（４）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是在其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十

二个月内提出的。

审查上述第 （３）项时，以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申请
日为时间判断基准。审查上述第 （４）项时，对于要求多项优
先权的，以最早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为时间判断基准，即要求

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申请日是在最早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十

二个月内提出的。

在先申请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的，针对不符合规定的

那项要求优先权声明，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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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

审查优先权时，如果发现专利局已经对在先申请发出授予

专利权通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并且申请人已经办理了

登记手续的，审查员应当针对在后申请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通知书。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只审查在后申请与在先申请的主

题是否明显不相关，不审查在后申请与在先申请的实质内容是

否一致。当其申请的主题明显不相关时，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

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法３０
细则１６（５）及３１２

６２２２要求优先权声明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在请求

书中声明；未在请求书中提出声明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申请人在要求优先权声明中应当写明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

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 （即中国）。未写

明或者错写上述各项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内容的，审查员应当发

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要求多项优先权而在声明中未写明或者错写某个在先申请

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内容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

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要求该项优先权，审查员应当发

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细则３１１ ６２２３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由专利局根据规定制作。申请人要

求本国优先权并且在请求书中写明了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和申请

号的，视为提交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细则３１３ ６２２４在后申请的申请人
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申请人与在先申请中记载的申请

人应当一致；不一致的，在后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在提出在后申

请之日起三个月内提交由在先申请的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

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期满未提交优先权

转让证明文件，或者提交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不符合规定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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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３２３ ６２２５视为撤回在先申请的程序
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其在先申请自在后申请提出之

日起即视为撤回。

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规定的，审

查员应当对在先申请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要求两项以

上本国优先权，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针对

相应的在先申请，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被视为撤回的在先申请不得请求恢复。

６２３优先权要求的撤回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之后，可以撤回优先权要求。申请人要

求多项优先权之后，可以撤回全部优先权要求，也可以撤回其

中某一项或者几项优先权要求。

申请人要求撤回优先权要求的，应当提交全体申请人签字

或者盖章的撤回优先权声明。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手

续合格通知书。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

知书。

优先权要求撤回后，导致该专利申请的最早优先权日变更

时，自该优先权日起算的各种期限尚未届满的，该期限应当自

变更后的最早优先权日或者申请日起算，撤回优先权的请求是

在原最早优先权日起十五个月之后到达专利局的，则在后专利

申请的公布期限仍按照原最早优先权日起算。

要求本国优先权的，撤回优先权后，已按照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被视为撤回的在先申请不得因优先权

要求的撤回而请求恢复。

６２４优先权要求费
细则９３１（１）
细则９５２

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缴纳申请费的同时缴纳优先权要求

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

先权通知书。

视为未要求优先权或者撤回优先权要求的，已缴纳的优先

权要求费不予退回。

６２５优先权要求的恢复
视为未要求优先权并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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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规定请求恢复要求优先权的权利：

（１）由于未在指定期限内答复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导致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

（２）要求优先权声明中至少一项内容填写正确，但未在规
定的期限内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或者优先权转让证明。

（３）要求优先权声明中至少一项内容填写正确，但未在规
定期限内缴纳或者缴足优先权要求费。

（４）分案申请的原申请要求了优先权。
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规定，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

章第６节的规定。
除以上情形外，其他原因造成被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不

予恢复。例如，由于提出专利申请时未在请求书中提出声明而

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不予恢复要求优先权的权利。

６３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

请日 （享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之前六个月内有下列情况之

一的，不丧失新颖性：

（１）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
出的；

（２）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
（３）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细则３０１ ６３１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
中国政府主办的国际展览会，包括国务院、各部委主办或

者国务院批准由其他机关或者地方政府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中

国政府承认的国际展览会，是指国际展览会公约规定的由国际

展览局注册或者认可的国际展览会。所谓国际展览会，即展出

的展品除了举办国的产品以外，还应当有来自外国的展品。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在中国政府主

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过，申请人要求不丧失新

颖性宽限期的，应当在提出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声明，并在自申

请日起两个月内提交证明材料。

国际展览会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展览会主办单位出具。证

明材料中应当注明展览会展出日期、地点、展览会的名称以及

该发明创造展出的日期、形式和内容，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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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３０２ ６３２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
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是指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或者全国性学术团体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不包

括省以下或者受国务院各部委或者全国性学术团体委托或者

以其名义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在后者所述的

会议上的公开将导致丧失新颖性，除非这些会议本身有保密

约定。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在规定的学术

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过，申请人要求不丧失新颖性宽

限期的，应当在提出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声明，并在自申请日起

两个月内提交证明材料。

学术会议和技术会议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国务院有关主管

部门或者组织会议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出具。证明材料中应当注

明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会议的名称以及该发明创造发表的

日期、形式和内容，并加盖公章。

６３３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所造成的公开，包括他

人未遵守明示或者默示的保密信约而将发明创造的内容公开，

也包括他人用威胁、欺诈或者间谍活动等手段从发明人或者申

请人那里得知发明创造的内容而后造成的公开。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他人未经申请

人同意而泄露了其内容，若申请人在申请日前已获知，应当在

提出专利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声明，并在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提

交证明材料。若申请人在申请日以后得知的，应当在得知情况

后两个月内提出要求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的声明，并附具证明

材料。审查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

证明材料。

申请人提交的关于他人泄露申请内容的证明材料，应当注

明泄露日期、泄露方式、泄露的内容，并由证明人签字或者

盖章。

申请人要求享有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但不符合上述规定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的通

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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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实质审查请求
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程序主要依据申请人的实质审查

请求而启动。

６４１实质审查请求的相关要求
法３５１
细则９３．１（２）及９６
法３６

实质审查请求应当在自申请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

日）起三年内提出，并在此期限内缴纳实质审查费。

发明专利申请人请求实质审查时，应当提交在申请日 （有

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前与其发明有关的参考资料。

６４２实质审查请求的审查及处理
对实质审查请求的审查按照下述要求进行：

（１）在实质审查请求的提出期限届满前三个月时，申请人
尚未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审查员应当发出期限届满前通

知书。

（２）申请人已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实质审查请求书并缴纳
了实质审查费，但实质审查请求书的形式仍不符合规定的，审

查员可以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如果期限届满前通知书已经

发出，则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

规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

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３）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实质审查请求书，或者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或者缴足实质审查费的，审查员应当发

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４）实质审查请求符合规定的，在进入实质审查程序时，
审查员应当发出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

细则４６ ６５提前公布声明
提前公布声明只适用于发明专利申请。

申请人提出提前公布声明不能附有任何条件。

提前公布声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

通知书；符合规定的，在专利申请初步审查合格后立即进入公

布准备。进入公布准备后，申请人要求撤销提前公布声明的，

该要求视为未提出，申请文件照常公布。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　　　　　　　　　　　　　　　　　发明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３７（１－２７　　　）

法３２
细则３６１

６６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授予专利权之前，申请人随时可以主动要求撤回其专利申

请。申请人撤回专利申请的，应当提交撤回专利申请声明，并

附具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同意撤回专利申请的证明材料，

或者仅提交由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撤回专利申请的手续应当由专利代理机

构办理，并附具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同意撤回专利申请的

证明材料，或者仅提交由专利代理机构和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

盖章的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撤回专利申请不得附有任何条件。

撤回专利申请声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

提出通知书；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手续合格通知书。

撤回专利申请的生效日为手续合格通知书的发文日。对于已经

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还应当在专利公报上予以公告。申请人

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撤销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但在申请权非

真正拥有人恶意撤回专利申请后，申请权真正拥有人 （应当提

交生效的法律文书来证明）可要求撤销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

细则３６２ 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是在专利申请进入公布准备后提出

的，申请文件照常公布或者公告，但审查程序终止。

６７著录项目变更
著录项目 （即著录事项）包括：申请号、申请日、发明创

造名称、分类号、优先权事项 （包括在先申请的申请号、申请

日和原受理机构的名称）、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事项 （包括申

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国籍或者注册的国家或地

区、地址、邮政编码、组织机构代码或者居民身份证件号码）、

发明人姓名、专利代理事项 （包括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机构

代码、地址、邮政编码、专利代理人姓名、执业证号码、联系

电话）、联系人事项 （包括姓名、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以及代表人等。

其中有关人事的著录项目 （指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事项、

发明人姓名、专利代理事项、联系人事项、代表人）发生变化

的，应当由当事人按照规定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其他著录

项目发生变化的，可以由专利局根据情况依职权进行变更。

法１０及细则１１９２ 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转让或者因其他事由发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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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应当以著录项目变更的形式向专利

局登记。

６７１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６７１１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
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应当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一

件专利申请的多个著录项目同时发生变更的，只需提交一份著

录项目变更申报书；一件专利申请同一著录项目发生连续变更

的，应当分别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多件专利申请的同一

著录项目发生变更的，即使变更的内容完全相同，也应当分别

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

细则９３１（５） ６７１２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

续费 （即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局公布的专利收费标准中的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是指，一件专利申请每次每项申报著录项

目变更的费用。针对一项专利申请 （或专利），申请人在一次

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手续中对同一著录项目提出连续变更，视为

一次变更。申请人请求变更发明人和／或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

的，应当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２００元，请求变更专利代理
机构和／或专利代理人的，应当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５０元。

例如，在一次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手续中申请人请求将一件

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从甲变更为乙，再从乙变更为丙，视为一次

申请人变更，应当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２００元。若同时变
更发明人姓名，申请人也只需缴纳一项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２００元。
又如，在一次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手续中申请人请求将一件

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从甲变更为乙，同时变更专利代理机构和代

理人，申请人应当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２００元和代理机构、
代理人变更手续费５０元。

细则９９３ ６７１３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缴纳期限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应当自提出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缴

纳，另有规定的除外；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

著录项目变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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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４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的人
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应当由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或者其代表人办理；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

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因权利转移引起的变更，也可以由

新的权利人或者其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法１０

细则１１９２

６７２著录项目变更证明文件

６７２１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变更

（１）个人因更改姓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户籍管理
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２）个人因填写错误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本人签字
或者盖章的声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３）企业法人因更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４）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因更名提出变更请求的，
应当提交登记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５）机关法人因更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上级主管
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

（６）其他组织因更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登记管理
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７）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因更名提出变更
请求的，应当参照以上各项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８）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因更改中文译名
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的声明。

细则１４１ ６７２２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转移

（１）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因权属纠纷发生权利转移提出

变更请求的，如果纠纷是通过协商解决的，应当提交全体当事

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权利转移协议书。如果纠纷是由地方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调解解决的，应当提交该部门出具的调解书；如果

纠纷是由人民法院调解或者判决确定的，应当提交生效的人民

法院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对一审法院的判决，收到判决书后，

审查员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确认是否提起上诉，在指定的期

限内未答复或者明确不上诉的，应当依据此判决书予以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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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上诉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上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文件，

原人民法院判决书不发生法律效力；如果纠纷是由仲裁机构调

解或者裁决确定的，应当提交仲裁调解书或者仲裁裁决书。

（２）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因权利的转让或者赠与发生权

利转移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转让或者赠与合同。该合同

是由单位订立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公民订

立合同的，由本人签字或者盖章。有多个申请人 （或专利权

人）的，应当提交全体权利人同意转让或者赠与的证明材料。

（３）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转让 （或赠与）涉及外国

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ｉ）转让方、受让方均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
组织的，应当提交双方签字或者盖章的转让合同。

法１０ （ｉｉ）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或专利），转让方

是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受让方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

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出具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 《技术

出口许可证》或者 《自由出口技术合同登记证书》，或者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 《自由出口技术合同登记证书》，以及双

方签字或者盖章的转让合同。

（ｉｉｉ）转让方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受让
方是中国内地个人或者单位的，应当提交双方签字或者盖章的

转让合同。

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与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

他组织作为共同转让方，受让方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

其他组织的，适用本项 （ｉｉ）的规定处理；中国内地的个人或
者单位与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作为共同受让

方，转让方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适用本

项 （ｉｉｉ）的规定处理。
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与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的个

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共同转让方，受让方是外国人、外

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参照本项 （ｉｉ）的规定处理；中
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与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

业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共同受让方，转让方是外国人、外国企业

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参照本项 （ｉｉｉ）的规定处理。
转让方是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受让方是香港、澳门

或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参照本项 （ｉｉ）
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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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是单位，因其合并、分立、注

销或者改变组织形式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登记管理部门

出具的证明文件。

（５）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因继承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

提交经公证的当事人是唯一合法继承人或者当事人已包括全部

法定继承人的证明文件。除另有明文规定外，共同继承人应当

共同继承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

（６）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因拍卖提出变更请求的，应

当提交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

（７）专利权质押期间的专利权转移，除应当提交变更所需
的证明文件外，还应当提交质押双方当事人同意变更的证明

文件。

细则１１９２ ６７２３发明人变更
（１）因发明人更改姓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参照本章第

６７２１节第 （１）项的规定。
（２）因漏填或者错填发明人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由

全体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和变更前全体发明人签字或者盖章

的证明文件。

（３）因发明人资格纠纷提出变更请求的，参照本章第
６７２２节第 （１）项的规定。

（４）因更改中文译名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发明人声
明。

细则１１９２ ６７２４专利代理机构及代理人变更
（１）专利代理机构更名、迁址的，应当首先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的注册变更手续，注册变更手续生效

后，由专利局统一对其代理的全部有效专利申请及专利进行变

更处理。专利代理人的变更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办理个案变更

手续。

（２）办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续的，应当事先通知对
方当事人。

解除委托时，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应当提交著录项目变

更申报书，并附具全体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的

解聘书，或者仅提交由全体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

章的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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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委托时，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

书，并附具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或者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

的同意辞去委托声明，或者附具由专利代理机构盖章的表明已

通知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的声明。

变更手续生效 （即发出手续合格通知书）之前，原专利代

理委托关系依然有效，且专利代理机构已为申请人 （或专利权

人）办理的各种事务在变更手续生效之后继续有效。变更手续

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向办理变更手续的当事人发出视为

未提出通知书；变更手续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向当事人发

出手续合格通知书。

对于第一署名申请人是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

所的外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在办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

续时，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应当同时委托新的专利代理机

构，否则不予办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续，审查员应当发

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对于第一署名申请人是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

所的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申请人的专利申请，在办理解除

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续时，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应当同时委

托新的专利代理机构，否则不予办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

续，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３）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更换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提

交由全体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原专利代理

机构的解除委托声明以及对新的专利代理机构的委托书。

（４）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转移的，变更后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委托新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提交变更后的全

体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委托书；变更后的申

请人 （或专利权人）委托原专利代理机构的，只需提交新增申

请人 （或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委托书。

细则１１９２ ６７２５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国籍变更

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变更国籍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明

文件。

细则１２０ ６７２６证明文件的形式要求
（１）提交的各种证明文件中，应当写明申请号 （或专利

号）、发明创造名称和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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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份证明文件仅对应一次著录项目变更请求，同一著
录项目发生连续变更的，应当分别提交证明文件。

（３）各种证明文件应当是原件。证明文件是复印件的，应
当经过公证或者由出具证明文件的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原件在

专利局备案确认的除外）；在外国形成的证明文件是复印件的，

应当经过公证。

６７３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的审批
审查员应当依据当事人提交的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和附具

的证明文件进行审查。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手续不符合规定的，

应当向办理变更手续的当事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著录项

目变更申报手续符合规定的，应当向有关当事人发出手续合格

通知书，通知著录项目变更前后的情况，应当予以公告的，还

应当同时通知准备公告的卷期号。

著录项目变更涉及权利转移的，手续合格通知书应当发给

双方当事人。同一次提出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涉及多次变

更的，手续合格通知书应当发给变更前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

人）和变更最后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手续合格通知书中

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应当填写变更后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

人）。涉及专利代理机构更换的，手续合格通知书应当发给变

更前和变更后的专利代理机构。与此同时，审查员还应当作如

下处理：

（１）涉及享有费用减缓的：
（ｉ）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全部变更的，变更后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未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不再予以费用减缓，

审查员应当修改数据库中的费用减缓标记，并通知申请人 （或

专利权人）。

（ｉｉ）变更后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增加的，新增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未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不再予以费用减缓，

审查员应当修改数据库中的费用减缓标记，并通知申请人 （或

专利权人）。

（ｉｉｉ）变更后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减少的，申请人 （或

专利权人）未再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费用减缓标准不变。

变更后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可以根据专利费用减缓办

法重新办理请求费用减缓的手续。

（２）变更前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填写了联系人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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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未指定原联系人为其联系人的，审

查员应当删除数据库中变更前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指定的

联系人信息。

（３）涉及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变更后的申请人 （或专利

权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审查员应当删除数据库中变更

前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信息。

（４）按规定应当在专利公报上公告变更情况的，例如专利
权人的变更等，应当公告著录项目变更前后的情况。

（５）专利代理机构名称、地址变更以及按照专利代理条例
撤销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作如下处理：

（ｉ）对于因专利代理机构的集体著录项目变更和专利代理
机构被撤销需要统一处理的，统一修改数据库中有关著录

项目。

（ｉｉ）被撤销专利代理机构的专利申请 （或专利）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是中国内地个人或者单位的，自撤销公告之日

起，第一署名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视为专利申请的代表人，

另有声明的除外。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也可以重新委托其他

专利代理机构。

法１０３ ６７４著录项目变更的生效
（１）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自专利局发出变更手续合格通知书

之日起生效。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的转移自登记日起生

效，登记日即上述的手续合格通知书的发文日。

（２）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生效前，专利局发出的通知书以及
已进入专利公布或公告准备的有关事项，仍以变更前为准。

细则４４ ７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审查

７１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

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初步审查中，申请文件描述了 “发明”的部分技术特征

的，审查员可以不判断该技术方案是否完整，也可以不判断该

技术方案能否实施。但是，申请文件仅描述了某些技术指标、

优点和效果，而对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未作任何描述，甚

至未描述任何技术内容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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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修改。申请人未在指定

期限内答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陈述

意见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７２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的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

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

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

予专利权。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 ３
节的规定，对申请专利的发明是否明显违反法律、是否明显违

反社会公德、是否明显妨害公共利益三个方面进行审查；对依

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应当审查遗传资源的获取或利用

是否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审查员认为专利申请的

全部内容或者部分内容属于上述几个方面之一的，例如申请人

提交下列或者类似申请：“一种吸毒工具”、“一种赌博工具及

其使用方法”，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理由，

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删除相应部分。申请人

陈述的理由不足以说明该申请不属于专利法第五条规定的范围

或者无充分理由而又拒绝删除相应部分的，应当作出驳回决

定。申请人按照审查员意见删除相应部分，为使上下文内容达

到文字上的连贯性而增加必要的文字应当允许。

细则１０ 上述所称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

为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

７３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将在中国完成

的发明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事先报经专利局进行保密

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中国完成的

发明，是指技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在中国境内完成的发明。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有理由认为申请人违反上述规定向外

国申请专利的，对于其在国内就相同的发明提出的专利申请，

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陈述的理由不足以说明该申

请不属于上述情形的，审查员可以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条第

一款为理由，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四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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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７４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１）科学发现；
（２）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４）动物和植物品种；
（５）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对上述第 （４）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专利法

的规定授予专利权。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 ４
节的规定，对申请专利的发明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进行审查。审查员认为专利申请的

全部内容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所列情形之一的，例如申请人

提交下列或者类似申请的：“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一种人

体疾病的诊断方法”，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

理由，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申请人陈述的理由

不足以说明该申请不属于上述情形之一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

回决定。审查员认为专利申请的部分内容属于上述情形之一，

而又难以从该申请中分割出来时，在初步审查中可不作处理，

留待实质审查时处理。

７５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一件发明专利申请

应当限于一项发明，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

明，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细则４２２ 初步审查中，只有当一件专利申请包含了两项以上完全不

相关联的发明时，审查员才需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

人修改其专利申请，使其符合单一性规定；申请人无正当理由

而又拒绝对其申请进行修改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７６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

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

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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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审查中，只有当审查员发出了审查意见通知书，要求

申请人修改申请文件时，才需对申请人就此作出的修改是否明

显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范围进行审查。修改明显超

范围的，例如申请人修改了数据或者扩大了数值范围，或者增

加了原说明书中没有相应文字记载的技术方案的权利要求，或

者增加一页或者数页原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中没有记载的发明

的实质内容，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

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

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在初步审查程序中，申请人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

条的规定提出了主动修改文本的，审查员除对补正书进行形式

审查外，仅需对主动修改的提出时机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进行核实。符合规定的，作出合格的处理意

见后存档；不符合规定的，作出供实审参考的处理意见后存

档。对主动修改文本的内容不进行审查，留待实质审查时

处理。

７７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审查
在说明书中，不得使用与技术无关的词句，也不得使用商

业性宣传用语以及贬低或者诽谤他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但

客观地指出背景技术所存在的技术问题不应当认为是贬低行

为。说明书中应当记载发明的技术内容。说明书明显不符合上

述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理由，并通

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补正；申请人未在指定期

限内答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陈述意

见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初步审查中，只要说明书中描述了发明的部分技术特征，

并且形式上符合本章第 ４２节的规定，对其他实质性问题不必
审查，留待实质审查时处理。

７８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审查
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的技术特征。

权利要求书中不得使用与技术方案的内容无关的词句，例

如 “请求保护该专利的生产、销售权”等，不得使用商业性宣

传用语，也不得使用贬低他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

初步审查中，权利要求书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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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理由，并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

限内陈述意见或者补正；申请人未在指定期限内答复的，审查

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不

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８依职权修改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对于发明

专利申请文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审查员可以在初步审

查合格之前依职权进行修改，并通知申请人。依职权修改的常

见情形如下：

（１）请求书：修改申请人地址或联系人地址中漏写、错写
或者重复填写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邮政编码等信息。

（２）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改正明显的文字错误和标点符
号错误，修改明显的文本编辑错误，删除明显多余的信息。但

是，可能导致原始申请文件记载范围发生变化的修改，不属于

依职权修改的范围。

（３）摘要：添加明显遗漏的内容，改正明显的文字错误和
标点符号错误，删除明显多余的信息，指定摘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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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三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专利局受理和审查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作出授

予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决定，发给相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

记和公告。因此，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是受理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之后、授予专利权之前的一个必要程序。

细则４４１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初步审查的范围是：

（１）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包含专利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申请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至第二十三条、第四十条、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五十一条、第五

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

（２）申请文件的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
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是否不符合

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或第

四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或第四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

十三条或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第一款的规定，是否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３）其他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手
续和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

九条、第三十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六

条、第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三

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五条、第八十六

条、第一百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４）有关费用的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按照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缴纳了相关

费用。

２审查原则
初步审查程序中，审查员应当遵循以下审查原则。

（１）保密原则
审查员在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中，根据有关保密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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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尚未公布、公告的专利申请文件和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内

容，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２）书面审查原则
审查员应当以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审

查意见 （包括补正通知）和审查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

人。初步审查程序中，原则上不进行会晤。

（３）听证原则
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将驳回所依据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至少给申请人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
改申请文件的机会。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时，驳回决定所依据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是已经通知过申请人的，不得包含

新的事实、理由和／或证据。
（４）程序节约原则
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审查员应当尽可能提高审查效率，

缩短审查过程。对于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的申请，审

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尽可能在一次补正通知书中指出全

部缺陷。对于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克服的实质性缺陷的申请，

审查员可以不对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缺陷进行审查，在

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可以仅指出实质性缺陷。对于申请文件中的

缺陷均可以通过依职权修改克服的申请，审查员可以不发出补

正通知书。

除遵循以上原则外，审查员在作出视为未提出、视为撤

回、驳回等处分决定的同时，应当告知申请人可以启动的后续

程序。

３审查程序

法４０ ３１授予专利权通知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审查

员应当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能够授予专利权的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包括不需要补正就符合初步审查要求的专利申

请，以及经过补正符合初步审查要求的专利申请。

授予专利权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指明

授权所依据的文本和实用新型名称。审查员依职权修改的，还

应当写明依职权修改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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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申请文件的补正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

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发出补正通知书。

经申请人补正后，申请文件仍然存在缺陷的，审查员应当再次

发出补正通知书。

补正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如下

内容：

（１）指出补正通知书所针对的是申请人何时提交的何种
文件；

（２）明确具体地指出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其不
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条款；

（３）明确具体地说明审查员的倾向性意见和可能的建议，
使申请人能够理解审查员的意图；

（４）指定申请人答复补正通知书的期限；
（５）提示申请人补正时的文件种类和数量要求。

３３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初步审查中，如果审查员认为申请文件存在不可能通过补

正方式克服的明显实质性缺陷，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

审查意见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如

下内容：

（１）指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是申请人何时提交的何
种文件；

（２）明确具体地指出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其不
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条款，对申请文件存在的明显

实质性缺陷的事实，必要时还应结合有关证据进行分析；

（３）说明审查员将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准
备驳回专利申请的倾向性意见；

（４）指定申请人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

３４通知书的答复
申请人在收到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应当在

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或者陈述意见。申请人对专利申请进行补正

的，应当提交补正书和相应修改文件替换页。申请文件的修改

替换页应当一式两份，其他文件只需提交一份。对申请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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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修改的内容不得

超出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审查员应当根据情况发出视为撤回

通知书或者其他通知书。申请人因正当理由难以在指定的期限

内作出答复的，可以提出延长期限请求。有关延长期限请求的

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４节的规定。
对于因不可抗拒事由或者因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而导致

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申请人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专利局

提出恢复权利的请求。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

第五部分第七章第６节的规定。

３５申请的驳回

３５１驳回条件
申请文件存在审查员认为不可能通过补正方式克服的明显

实质性缺陷，审查员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在指定的期限内

申请人未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陈述和／或证据，也未针对通知
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例如仅改变了错别字或改变了表述方

式，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如果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

进行了修改，即使所指出的缺陷仍然存在，也应当给申请人再

次陈述和／或修改文件的机会。对于此后再次修改涉及同类缺
陷的，如果修改后的申请文件仍然存在已通知过申请人的缺

陷，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申请文件存在可以通过补正方式克服的缺陷，审查员针对

该缺陷已发出过两次补正通知书，并且在指定的期限内经申请

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然没有消除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

决定。

３５２驳回决定正文
驳回决定正文包括案由、驳回的理由以及决定三个部分。

（１）在案由部分，应当指明驳回决定所针对的申请文本，
并简述被驳回申请的审查过程。

（２）在驳回的理由部分，应当详细论述驳回决定所依据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尤其应当注意下列各项要求：

（ｉ）正确选用法律条款。当可以同时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
细则的不同条款驳回专利申请时，应当选择其中最为适合、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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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的条款作为驳回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简要指出申请

中存在的其他实质性缺陷。驳回的法律依据应当包含在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所列的法律条款中。

（ｉｉ）以令人信服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作为驳回的依据，而
且对于这些事实、理由和证据的听证，已经符合驳回条件。

（ｉｉｉ）经多次补正仍然存在缺陷而驳回专利申请的，应当
明确指出针对该缺陷已经发出过两次或两次以上补正通知书，

并且最后一次补正文件仍然存在该缺陷。

（ｉｖ）以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五条、第九条、第二十条
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或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第三款或第四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或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为理由驳回专利申请

的，应当对申请文件中的明显实质性缺陷进行分析。

审查员在驳回理由部分还应当对申请人的争辩意见进行简

要的评述。

（３）在决定部分，应当明确指出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
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应条款，并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

第二款的规定作出驳回该专利申请的结论。

３６前置审查和复审后的处理
因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专利申请被驳回，

申请人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专利复审委

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对复审请求的前置审查及复审后的处理，

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８节的规定。

４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４１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１节的规定。

４２要求优先权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２节的规定。

４３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３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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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６节的规定。

４５著录项目变更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７节的规定。

５根据专利法第五条和第二十五条的审查
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

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申请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

第一章第３节和第４节的规定。

６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实用新型，

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

技术方案。这是对可以获得专利保护的实用新型的一般性定

义，而不是判断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具体审查标准。

６１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品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

品。所述产品应当是经过产业方法制造的，有确定形状、构造

且占据一定空间的实体。

一切方法以及未经人工制造的自然存在的物品不属于实用

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上述方法包括产品的制造方法、使用方法、通讯方法、处

理方法、计算机程序以及将产品用于特定用途等。

例如，齿轮的制造方法、工作间的除尘方法或数据处理方

法，自然存在的雨花石等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一项发明创造可能既包括对产品形状、构造的改进，也包

括对生产该产品的专用方法、工艺或构成该产品的材料本身等

方面的改进。但是实用新型专利仅保护针对产品形状、构造提

出的改进技术方案。

应当注意的是：

（１）权利要求中可以使用已知方法的名称限定产品的形状、
构造，但不得包含方法的步骤、工艺条件等。例如，以焊接、

铆接等已知方法名称限定各部件连接关系的，不属于对方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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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提出的改进。

（２）如果权利要求中既包含形状、构造特征，又包含对方
法本身提出的改进，例如含有对产品制造方法、使用方法或计

算机程序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则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

客体。例如，一种木质牙签，主体形状为圆柱形，端部为圆锥

形，其特征在于：木质牙签加工成形后，浸泡于医用杀菌剂中

５～２０分钟，然后取出晾干。由于该权利要求包含了对方法本
身提出的改进，因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６２产品的形状和／或构造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实用新型应当是针对产

品的形状和／或构造所提出的改进。

６２１产品的形状
产品的形状是指产品所具有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确定

的空间形状。

对产品形状所提出的改进可以是对产品的三维形态所提出

的改进，例如对凸轮形状、刀具形状作出的改进；也可以是对

产品的二维形态所提出的改进，例如对型材的断面形状的

改进。

无确定形状的产品，例如气态、液态、粉末状、颗粒状的

物质或材料，其形状不能作为实用新型产品的形状特征。

应当注意的是：

（１）不能以生物的或者自然形成的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特
征。例如，不能以植物盆景中植物生长所形成的形状作为产品

的形状特征，也不能以自然形成的假山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

特征。

（２）不能以摆放、堆积等方法获得的非确定的形状作为产
品的形状特征。

（３）允许产品中的某个技术特征为无确定形状的物质，如
气态、液态、粉末状、颗粒状物质，只要其在该产品中受该产

品结构特征的限制即可，例如，对温度计的形状构造所提出的

技术方案中允许写入无确定形状的酒精。

（４）产品的形状可以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所具有的确定的
空间形状。例如，具有新颖形状的冰杯、降落伞等。又如，一

种用于钢带运输和存放的钢带包装壳，由内钢圈、外钢圈、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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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外护板以及防水复合纸等构成，若其各部分按照技术方案

所确定的相互关系将钢带包装起来后形成确定的空间形状，这

样的空间形状不具有任意性，则钢带包装壳属于实用新型专利

保护的客体。

６２２产品的构造
产品的构造是指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组织和相互

关系。

产品的构造可以是机械构造，也可以是线路构造。机械构

造是指构成产品的零部件的相对位置关系、连接关系和必要的

机械配合关系等；线路构造是指构成产品的元器件之间的确定

的连接关系。

复合层可以认为是产品的构造，产品的渗碳层、氧化层等

属于复合层结构。

物质的分子结构、组分、金相结构等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

给予保护的产品的构造。例如，仅改变焊条药皮组分的电焊条

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应当注意的是：

（１）权利要求中可以包含已知材料的名称，即可以将现有
技术中的已知材料应用于具有形状、构造的产品上，例如复合

木地板、塑料杯、记忆合金制成的心脏导管支架等，不属于对

材料本身提出的改进。

（２）如果权利要求中既包含形状、构造特征，又包含对材
料本身提出的改进，则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例

如，一种菱形药片，其特征在于，该药片是由 ２０％的 Ａ组分、
４０％的 Ｂ组分及４０％的 Ｃ组分构成的。由于该权利要求包含了
对材料本身提出的改进，因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

客体。

６３技术方案
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所述的技术方案，是指对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技术手段

通常是由技术特征来体现的。

未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以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

术效果的方案，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产品的形状以及表面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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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产品

表面的文字、符号、图表或者其结合的新方案，不属于实用新

型专利保护的客体。例如：仅改变按键表面文字、符号的计算

机或手机键盘；以十二生肖形状为装饰的开罐刀；仅以表面图

案设计为区别特征的棋类、牌类，如古诗扑克等。

７申请文件的审查

７１请 求 书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４１节的规定。

７２说 明 书
初步审查中，对说明书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

第三款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进

行审查。涉及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

二部分第二章第２１节的规定。
说明书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法２６３ （１）说明书应当对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实现，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

内容，就能够实现该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

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

细则１７１及２ （２）说明书应当写明实用新型的名称，该名称应当与请求
书中的名称一致，说明书还应当包括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实

用新型内容、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等五个部分，并且在每

个部分前面写明标题。

细则１７．１（３） （３）说明书中实用新型内容部分应当描述实用新型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对照背景

技术写明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并且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

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应当相互适应，不得出现相互矛盾

或不相关联的情形。

（４）说明书中记载的实用新型内容应当与权利要求所限定
的相应技术方案的表述相一致。

细则１７．１（４） （５）说明书中应当写明各幅附图的图名，并且对图示的内
容作简要说明。附图不止一幅的，应当对所有附图作出图面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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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１７．１（５） （６）说明书中具体实施方式部分至少应给出一个实现该实
用新型的优选方式，并且应当对照附图进行说明。

细则１７３ （７）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用技术术语准确地
表达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并不得使用 “如权利要求……所述

的……”一类的引用语，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及贬低他

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

（８）说明书文字部分可以有化学式、数学式或者表格，但
不得有插图，包括流程图、方框图、曲线图、相图等，它们只

可以作为说明书的附图。

细则４０ （９）说明书文字部分写有附图说明但说明书缺少相应附图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取消说明书文字部分的附图说明，或者在

指定的期限内补交相应附图。申请人补交附图的，以向专利局

提交或者邮寄补交附图之日为申请日，审查员应当发出重新确

定申请日通知书。申请人取消相应附图说明的，保留原申

请日。

细则１２１２ （１０）说明书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７３说明书附图
附图是说明书的一个组成部分。附图的作用在于用图形补

充说明书文字部分的描述，使人能够直观地、形象地理解实用

新型的每个技术特征和整体技术方案。因此，说明书附图应该

清楚地反映实用新型的内容。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五款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对

说明书附图进行审查。说明书附图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１）附图不得使用工程蓝图、照片。
细则１２１１ （２）附图应当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制图工具和黑色墨水

绘制，线条应当均匀清晰，并不得着色和涂改；附图的周围不

得有与图无关的框线。

细则１８１ （３）附图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用图 １、图 ２等表
示，并应当标注在相应附图的正下方。

细则１２１３ （４）附图应当尽量竖向绘制在图纸上，彼此明显分开。当
零件横向尺寸明显大于竖向尺寸必须水平布置时，应当将附图

的顶部置于图纸的左边。一页图纸上有两幅以上的附图，且有

一幅已经水平布置时，该页上其他附图也应当水平布置。

　 （５）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三分之
二时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以能够满足复印、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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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的要求为准。

细则１８２ （６）一件专利申请有多幅附图时，在用于表示同一实施方
式的各附图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 （同一技术特征或者同一对

象）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说明书中与附图中使用的相同的附

图标记应当表示同一组成部分。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

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现的附图标记也不得在

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

（７）附图中除必需的词语外，不得含有其他的注释；词语
应当使用中文，必要时，可以在其后的括号里注明原文。

（８）结构框图、逻辑框图、工艺流程图应当在其框内给出
必要的文字和符号。

（９）同一幅附图中应当采用相同比例绘制，为清楚显示其
中某一组成部分时可增加一幅局部放大图。

细则１７５ （１０）说明书附图中应当有表示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形状、
构造或者其结合的附图，不得仅有表示现有技术的附图，也不

得仅有表示产品效果、性能的附图，例如温度变化曲线图等。

细则１２１２ （１１）说明书附图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７４权利要求书
初步审查中，对权利要求书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六条第四款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进行审查。涉及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审查，参照本指南

第二部分第二章第３２节的规定。
权利要求书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法２６４ （１）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
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细则１９１
　细则２０２及
　２１１

（２）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
（３）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实用新型的技术方

案；除必须用其他方式表达的以外，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

序部分和特征部分，前序部分应写明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技术

方案的主题名称和实用新型主题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

要技术特征，特征部分使用 “其特征是……”或者类似的用

语，写明实用新型区别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

细则２０３
　及２２１

（４）从属权利要求应当用附加技术特征，对引用的权利要
求作进一步的限定，其撰写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引

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与独立权利要求一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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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称，限定部分写明实用新型附加的技术特征。

细则２１３ （５）一项实用新型应当只有一个独立权利要求，并应写在
同一项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之前。

法２６４

　细则１９１

（６）在权利要求中作出记载但未记载在说明书中的内容应
当补入说明书中。

（７）权利要求中不得包含不产生技术效果的特征。
法２６４ （８）权利要求中一般不得含有用图形表达的技术特征。
法２６４ （９）权利要求中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

定实用新型，特征部分不得单纯描述实用新型功能，只有在某

一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来限定，或者技术特征用结构特征

限定不如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定更为恰当，而且该功能或

者效果在说明书中有充分说明时，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

定实用新型才可能是允许的。

法２６４

　细则１９１

（１０）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技术概念模糊或含义不确定的用
语。

（１１）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与技术方案的内容无关的词句，
例如 “请求保护该专利的生产、销售权”等，也不得使用商业

性宣传用语及贬低他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

此外，权利要求书还应当符合下列形式要求：

（１）每一项权利要求仅允许在权利要求的结尾处使用句
号；一项权利要求可以用一个自然段表述，也可以在一个自然

段中分行或者分小段表述，分行和分小段处只可用分号或逗

号，必要时可在分行或小段前给出其排序的序号。

（２）权利要求书不得加标题。
细则１９２ （３）权利要求书中有几项权利要求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

顺序编号。

细则１９３ （４）权利要求中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但不得有插图，
通常也不得有表格。除绝对必要外，不得使用 “如说明书……

部分所述”或者 “如图……所示”的用语。

细则１９４ （５）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可以引用说明书附图中相应的
标记，以帮助理解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但是，这些标

记应当用括号括起来，并放在相应的技术特征后面，权利要求

中使用的附图标记，应当与说明书附图标记一致。

细则２２２ （６）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
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的权

利要求，并不得作为被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引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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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后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得引用在前的多项从属权利

要求。

细则１２１２ （７）权利要求书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７５说明书摘要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说明书摘要进

行审查。说明书摘要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细则２３１ （１）摘要应当写明实用新型的名称和所属的技术领域，清
楚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方案的要点以

及主要用途，尤其应当写明反映该实用新型相对于背景技术在

形状和构造上作出改进的技术特征，不得写成广告或者单纯功

能性的产品介绍。

（２）摘要不得用实用新型名称作为标题。
细则２３２ （３）摘要可以有化学式或数学式。

（４）摘要文字部分 （包括标点符号）不得超过３００个字。
（５）说明书摘要应当有摘要附图，申请人应当提交一幅从

说明书附图中选出的能够反映技术方案的附图作为摘要附图。

细则１２１ ７６申请文件出版条件的格式审查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４６节的规定。

８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如果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时，加入了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不能从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直接地、毫无疑义

地确定的内容，这样的修改被认为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书记载的范围。

申请人从申请中删除某个或者某些特征，也有可能导致超

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说明书中补入原权利要求书中记载而原说明书中没有描述

过的技术特征，并作了扩大其内容的描述的，被认为修改超出

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说明书中补入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没有记载的技术特

征并且借助原说明书附图表示的内容不能毫无疑义地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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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修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应当注意的是：

（１）对明显错误的更正，不能被认为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
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所谓明显错误，是指不正确的内容可以

从原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上下文中清楚地判断出来，没有作

其他解释或者修改的可能。

（２）对于附图中明显可见并有唯一解释的结构，允许补入
说明书并写入权利要求书中。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自申

请日起两个月内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主动提出修改。此

外，申请人在收到专利局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或者补正通知书

后，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细则５１２ ８１申请人主动修改
对于申请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首先核对提出修改的

日期是否在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对于超过两个月的修改，如

果修改的文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并且具有被授权

的前景，则该修改文件可以接受。对于不予接受的修改文件，

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对于在两个月内提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审查其修改

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修改超出原说明

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

书，通知申请人该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

人陈述意见或补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

法第三十三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驳回

决定。

８２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细则５１３ 对于申请人答复通知书时所作的修改，审查员应当审查该

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是否针对

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对于申请人提交的包含有并非针

对通知书所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的修改文件，如果其修改符合

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

且具有授权的前景，则该修改可以被视为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

缺陷进行的修改，经此修改的申请文件应当予以接受。对于不

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修改文本，审查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６３（１－５３　　　）

员可以发出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修改文本不予接受，并说明

理由，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

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修改文本，同时应当指出，如果申请人再

次提交的修改文本仍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

款的规定，审查员将针对修改前的文本继续审查，例如作出授

权或驳回决定。

如果申请人提交的修改文件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记载的范围，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

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补正

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细则５１４ ８３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审查员在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前，可以对申请文

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依职权进行修改。依职权修改的内

容如下：

（１）请求书：修改申请人地址或联系人地址中漏写、错写
或者重复填写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邮政编码等信息。

（２）说明书：修改明显不适当的实用新型名称和／或所属
技术领域；改正错别字、错误的符号、标记等；修改明显不规

范的用语；增补说明书各部分所遗漏的标题；删除附图中不必

要的文字说明等。

（３）权利要求书：改正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错误的
附图标记、附图标记增加括号。但是，可能引起保护范围变化

的修改，不属于依职权修改的范围。

（４）摘要：修改摘要中不适当的内容及明显的错误，指定
摘要附图。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的内容，应当在文档中记载并通知申请人。

９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

四条的规定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明显缺乏单一性的缺陷进行审

查。在实用新型的初步审查中，确定特定技术特征时一般依据

申请文件中所描述的背景技术。

有关单一性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六章第 ２节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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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实

用新型分案申请进行审查。分案申请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一章

第５１节的规定，同时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六章第 ３节的
规定。

１１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审查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一般不通过检索来判断实用新型是否

明显不具备新颖性。审查员可以根据未经其检索获得的有关现

有技术或抵触申请的信息判断实用新型是否明显不具备新

颖性。

但是，实用新型涉及非正常申请的，例如明显抄袭现有技

术或者属于内容明显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重复提交，审查员应

当根据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判断实用

新型是否明显不具备新颖性。

有关新颖性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的规定。

１２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的审查
实用性是指所申请的产品必须能够在产业中制造和应用，

而且该产品能够产生积极、有益的效果。

有关实用性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五章的规定。

１３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

专利权。专利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

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初步审查中，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依照专利法第九条的

规定是否能取得专利权，一般不通过检索进行审查。但审查员

已经得知有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了专利的，应当进行

审查。

对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６节的规定。

１４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将在中国完成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６５（１－５５　　　）

的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事先报经专利局进行保密

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中国完成的

实用新型，是指技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在中国境内完成的实用

新型。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有理由认为申请人违反上述规定向外

国申请专利的，对于其在国内就相同的实用新型提出的专利申

请，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陈述的理由不足以说明

该申请不属于上述情形的，审查员可以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条第一款为理由，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四款和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１５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审查
本节仅对进入国家阶段要求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国际

申请 （以下简称国际申请）的特殊问题作出说明和规定，与国

家申请相同的问题，适用本章其他规定。

１５１审查依据文本的确认

１５１１申请人的请求
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国际申请的申请人需要在进入国家阶

段的书面声明 （以下简称进入声明）中确认其希望专利局依据

的审查文本。

国际申请国家阶段的审查，应当按照申请人的请求，依据

其在进入声明中确认的文本以及随后提交的符合有关规定的文

本进行。

１５１２审查依据的文本
作为审查基础的文本可能包括：

（１）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原始提交的国
际申请；对于使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

的中文译文。

（２）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
条约第１９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对于使用外文公布的国
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９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的
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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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
条约第３４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对于使
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３４条提交的修改
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中文译文。

（４）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和／或第一百零四条提
交的补正文本。

（５）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提交的修
改文本。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２８条或第 ４１条的规定，申请人提交
所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期限应当符合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作为审查基础的文本以审查基础声明中指明的为准。审查

基础声明包括：进入国家阶段时在进入声明规定栏目中的指

明，以及进入国家阶段之后在规定期限内以补充声明的形式对

审查基础的补充指明。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修正。

如果申请人在进入声明中指明申请文件中含有援引加入的

项目或者部分，并且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已经重新确定

了相对于中国的国际申请日，则援引加入的项目或者部分应当

是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的一部分。审查过程中，不允许申请人

通过修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而保留援引加入的项目或部分。

对于国际阶段的修改文件，进入国家阶段时未指明作为审

查基础的，或者未按规定提交中文译文的，不作为审查的

基础。

１５１３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的法律效力
对于以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针对其中文译文进行审查，

一般不需核对原文；但是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具有法律效

力，作为申请文件修改的依据。

对于国际申请，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所说的原说明书和权利

要求书是指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

附图。

１５２审查要求

１５２１申请文件的审查
对于申请文件的形式或内容的审查，除下列各项外，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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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

（１）在实用新型名称没有多余词汇的情况下，审查员不得
以不符合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４１１节关于名称字数的规
定为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或者依职权修改。

（２）在没有多余词句的情况下，审查员不得以不符合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摘要字数的规定为理由要求

申请人修改或依职权修改。

（３）审查员不得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
和第二款关于说明书的撰写方式、顺序和小标题的规定为理由

要求申请人修改或依职权修改。

１５２２单一性的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如果审查员发现作为审查基础的申请文件

要求保护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实用新型，则需要核实以下内容：

（１）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实用新型中是否包含了在国际阶段
未经国际检索或国际初步审查的发明创造。

（２）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实用新型是否包含了申请人在国际
阶段已表示放弃的发明创造 （例如申请人在国际阶段选择对某

些权利要求加以限制而舍弃的发明创造）。

（３）对于存在上述 （１）或 （２）中的情形，国际单位作出
的发明缺乏单一性的结论是否正确。

审查员如果认定国际单位所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则应当

发出缴纳单一性恢复费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两个月内缴纳单

一性恢复费。如果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或未缴足单一性

恢复费，并且也没有删除缺乏单一性的实用新型的，审查员应

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国际申请中上述未经国际

检索的部分将被视为撤回，并要求申请人提交删除这部分内容

的修改文本。审查员将以删除了该部分内容的文本继续审查。

对于申请人因未缴纳单一性恢复费而删除的实用新型，根

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的规定，申请人不得提出分案申请。除此情形外，国际申请包

含两项以上实用新型的，申请人可以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

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分案申请。

在国际阶段的检索和审查中，国际单位未提出单一性问

题，而实际上申请存在单一性缺陷的，参照本章第 ９节的规定
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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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３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要求的是在中国提出的在先申请

的优先权，或者要求的是已经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在先国际申

请的优先权，则可能造成重复授权。对于由此可能造成重复授

权的情况的处理，适用本章第１３节的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出现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情况，则在

先申请可能成为破坏该国际申请的新颖性的现有技术或抵触

申请。

１５２４改正译文错误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在专利局作

好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准备工作之前，申请人发现提交的说

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的文字的中文译文存在错误，可以

提出改正请求。申请人改正译文错误的，应当提出书面请求并

缴纳规定的译文改正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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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三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专利局受理和审查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作出授

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发给相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

记和公告。因此，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是受理外观设

计专利申请之后、授予专利权之前的一个必要程序。

细则４４１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初步审查的范围是：

（１）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具备专利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是否符合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七

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

（２）申请文件的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
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六）项

规定的情形，或者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的

规定，或者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以

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或者依照专利法

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３）其他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手
续和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

三十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三款和第四

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三

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

第四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一百条的规定。

（４）有关费用的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按照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缴纳了相关

费用。

２审查原则
初步审查程序中，审查员应当遵循以下审查原则。

（１）保密原则
审查员在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中，根据有关保密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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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尚未公告的专利申请文件和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内容，以

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２）书面审查原则
审查员应当以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审

查意见 （包括补正通知）和审查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

人。初步审查程序中，原则上不进行会晤。

（３）听证原则
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将驳回所依据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至少给申请人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
改申请文件的机会。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时，驳回决定所依据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是已经通知过申请人的，不得包含

新的事实、理由和／或证据。
（４）程序节约原则
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审查员应当尽可能提高审查效率，

缩短审查过程。对于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的申请，审

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尽可能在一次补正通知书中指出全

部缺陷。对于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克服的实质性缺陷的申请，

审查员可以不对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缺陷进行审查，在

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可以仅指出实质性缺陷。对于所有缺陷均可

以通过依职权修改克服的申请，审查员可以不发出补正通

知书。

除遵循以上原则外，审查员在作出视为未提出、视为撤

回、驳回等处分决定的同时，应当告知申请人可以启动的后续

程序。

３审查程序

法４０ ３１授予专利权通知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审查

员应当作出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通知。能够授予专利权的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包括不需要补正就符合初步审查要求的专利申

请，以及经过补正符合初步审查要求的专利申请。

３２申请文件的补正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

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发出补正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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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申请人补正后，申请文件仍然存在缺陷的，审查员应当再次

发出补正通知书。

补正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如下

内容：

（１）指出补正通知书所针对的是申请人何时提交的何种
文件；

（２）明确、具体地指出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其
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条款；

（３）明确、具体地说明审查员的倾向性意见和可能的建
议，使申请人能够理解审查员的意图；

（４）指定申请人答复补正通知书的期限。

３３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方式克服

的明显实质性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

知书。

审查意见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如

下内容：

（１）指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是申请人何时提交的何
种文件；

（２）明确、具体地指出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其
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条款，对申请文件存在明显

实质性缺陷的事实，必要时还应结合有关证据进行分析；

（３）说明审查员将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准
备驳回专利申请的倾向性意见；

（４）指定申请人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

３４通知书的答复
申请人在收到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应当在

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或者陈述意见。申请人对专利申请进行补正

的，应当提交补正书和相应修改文件替换页。申请文件的修改

替换页应当一式两份，其他文件只需提交一份。对申请文件的

修改，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的内容不得超出

申请日提交的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

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审查员应当根据情况发出视为撤回

通知书或者其他通知书。申请人因正当理由难以在指定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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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作出答复的，可以提出延长期限请求。有关延长期限请求的

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４节的规定。
对于因不可抗拒事由或者因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而导致

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申请人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专利局

提出恢复权利的请求。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

第五部分第七章第６节的规定。

３５申请的驳回
细则４４２ 申请文件存在明显实质性缺陷，在审查员发出审查意见通

知书后，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修改后仍然没有消除的，或者

申请文件存在形式缺陷，审查员针对该缺陷已发出过两次补正

通知书，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然没有消除的，审查

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驳回决定正文应当包括案由、驳回的理由和决定三部分

内容。

案由部分应当简述被驳回申请的审查过程，即历次的审查

意见和申请人的答复概要、申请所存在的导致被驳回的缺陷以

及驳回决定所针对的申请文本。

驳回的理由部分应当说明驳回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并符

合下列要求：

（１）正确选用法律条款。当可以同时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
细则的不同条款驳回专利申请时，应当选择其中最适合、占主

导地位的条款作为驳回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简要地指出专利

申请中存在的其他缺陷。

（２）以令人信服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作为驳回的依据，而
且对于这些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已经通知过申请人，并已

给申请人至少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
审查员在驳回理由部分还应当对申请人的争辩意见进行简

要的评述。

决定部分应当明确指出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

细则的相应条款，并说明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二

款的规定驳回该专利申请。

３６前置审查与复审后的处理
因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专利申请被驳回，

申请人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专利复审委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７３（１－６３　　　）

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对复审请求的前置审查及复审后的处理，

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８节的规定。

４申请文件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

当提交请求书、该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以及对该外观设计

的简要说明等文件；申请人提交的有关图片或者照片应当清楚

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４１请 求 书

细则１６
４１１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对图片或者照片中表示的外观设

计所应用的产品种类具有说明作用。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

应当与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中表示的外观设计相符合，准

确、简明地表明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产品名称一般应

当符合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中小类列举的名称。产品名称一般

不得超过２０个字。
产品名称通常还应当避免下列情形：

（１）含有人名、地名、国名、单位名称、商标、代号、型
号或以历史时代命名的产品名称；

（２）概括不当、过于抽象的名称，例如 “文具”、“炊具”、

“乐器”、“建筑用物品”等；

（３）描述技术效果、内部构造的名称，例如 “节油发动

机”、“人体增高鞋垫”、“装有新型发动机的汽车”等；

（４）附有产品规格、大小、规模、数量单位的名称，例如
“２１英寸电视机 ”、“中型书柜”、“一副手套”等；

（５）以外国文字或无确定的中文意义的文字命名的名称，
例如 “克莱斯酒瓶”，但已经众所周知并且含义确定的文字可

以使用，例如 “ＤＶＤ播放机”、“ＬＥＤ灯”、“ＵＳＢ集线器”等。

４１２设 计 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４１２节有关发明人的规定。

４１３申 请 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４１３节的规定。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７４ （１－６４　　　）

４１４联 系 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４１４节的规定。

４１５代 表 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４１５节的规定。

４１６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４１６节的规定。

４１７地　址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４１７节的规定。

４２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

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专

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提交的有关图片或者照片

应当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就立体产品的外观设计而言，产品设计要点涉及六个面

的，应当提交六面正投影视图；产品设计要点仅涉及一个或几

个面的，应当至少提交所涉及面的正投影视图和立体图，并应

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省略视图的原因。

就平面产品的外观设计而言，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一个面

的，可以仅提交该面正投影视图；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两个面

的，应当提交两面正投影视图。

必要时，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该外观设计产品的展开图、剖

视图、剖面图、放大图以及变化状态图。

此外，申请人可以提交参考图，参考图通常用于表明使用

外观设计的产品的用途、使用方法或者使用场所等。

色彩包括黑白灰系列和彩色系列。对于简要说明中声明请

求保护色彩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图片的颜色应当着色牢固、

不易褪色。

４２１视图名称及其标注
六面正投影视图的视图名称，是指主视图、后视图、左视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７５（１－６５　　　）

图、右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其中主视图所对应的面应当是

使用时通常朝向消费者的面或者最大程度反映产品的整体设计

的面。例如，带杯把的杯子的主视图应是杯把在侧边的视图。

各视图的视图名称应当标注在相应视图的正下方。

对于成套产品，应当在其中每件产品的视图名称前以阿拉

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并在编号前加 “套件”字样。例如，对

于成套产品中的第４套件的主视图，其视图名称为：套件 ４主
视图。

对于同一产品的相似外观设计，应当在每个设计的视图名

称前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并在编号前加 “设计”字

样。例如，设计１主视图。
组件产品，是指由多个构件相结合构成的一件产品。分为

无组装关系、组装关系唯一或者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

对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应当提交组合状态的产品视

图；对于无组装关系或者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应当提

交各构件的视图，并在每个构件的视图名称前以阿拉伯数字顺

序编号标注，并在编号前加 “组件”字样。例如，对于组件产

品中的第３组件的左视图，其视图名称为：组件 ３左视图。对
于有多种变化状态的产品的外观设计，应当在其显示变化状态

的视图名称后，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

细则１２１１
４２２图片的绘制

图片应当参照我国技术制图和机械制图国家标准中有关正

投影关系、线条宽度以及剖切标记的规定绘制，并应当以粗细

均匀的实线表达外观设计的形状。不得以阴影线、指示线、虚

线、中心线、尺寸线、点划线等线条表达外观设计的形状。可

以用两条平行的双点划线或自然断裂线表示细长物品的省略部

分。图面上可以用指示线表示剖切位置和方向、放大部位、透

明部位等，但不得有不必要的线条或标记。图片应当清楚地表

达外观设计。

图片可以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制图工具绘制，但不得使

用铅笔、蜡笔、圆珠笔绘制，也不得使用蓝图、草图、油印

件。对于使用计算机绘制的外观设计图片，图面分辨率应当满

足清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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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照片的拍摄
（１）照片应当清晰，避免因对焦等原因导致产品的外观设

计无法清楚地显示。

（２）照片背景应当单一，避免出现该外观设计产品以外的
其他内容。产品和背景应有适当的明度差，以清楚地显示产品

的外观设计。

（３）照片的拍摄通常应当遵循正投影规则，避免因透视产
生的变形影响产品的外观设计的表达。

（４）照片应当避免因强光、反光、阴影、倒影等影响产品
的外观设计的表达。

（５）照片中的产品通常应当避免包含内装物或者衬托物，
但对于必须依靠内装物或者衬托物才能清楚地显示产品的外观

设计时，则允许保留内装物或者衬托物。

法２７２
４２４图片或者照片的缺陷

对于图片或者照片中的内容存在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

应当向申请人发出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根据专利

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

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所述缺陷主要是指下列各项：

（１）视图投影关系有错误，例如投影关系不符合正投影规
则、视图之间的投影关系不对应或者视图方向颠倒等。

（２）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不清晰，图片或者照片中显示
的产品图形尺寸过小；或者虽然图形清晰，但因存在强光、反

光、阴影、倒影、内装物或者衬托物等而影响产品外观设计的

正确表达。

（３）外观设计图片中的产品绘制线条包含有应删除或修改
的线条，例如视图中的阴影线、指示线、虚线、中心线、尺寸

线、点划线等。

（４）表示立体产品的视图有下述情况的：
（ｉ）各视图比例不一致；
（ｉｉ）产品设计要点涉及六个面，而六面正投影视图不足，

但下述情况除外：

后视图与主视图相同或对称时可以省略后视图；

左视图与右视图相同或对称时可以省略左视图 （或右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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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图与仰视图相同或对称时可以省略俯视图 （或仰视

图）；

大型或位置固定的设备和底面不常见的物品可以省略仰

视图。

（５）表示平面产品的视图有下述情况的：
（ｉ）各视图比例不一致；
（ｉｉ）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两个面，而两面正投影视图不足，

但后视图与主视图相同或对称的情况以及后视图无图案的情况

除外。

（６）细长物品例如量尺、型材等，绘图时省略了中间一段
长度，但没有使用两条平行的双点划线或自然断裂线断开的

画法。

（７）剖视图或剖面图的剖面及剖切处的表示有下述情
况的：

（ｉ）缺少剖面线或剖面线不完全；
（ｉｉ）表示剖切位置的剖切位置线、符号及方向不全或缺少

上述内容 （但可不给出表示从中心位置处剖切的标记）。

（８）有局部放大图，但在有关视图中没有标出放大部位的。
（９）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缺少组合状态的视图；无组

装关系或者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缺少必要的单个构件的

视图。

（１０）透明产品的外观设计，外层与内层有两种以上形状、
图案和色彩时，没有分别表示出来。

４３简要说明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

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简要说明应当包

括下列内容：

（１）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简要说明中的产品名称应当与
请求书中的产品名称一致。

（２）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简要说明中应当写明有助于确
定产品类别的用途。对于具有多种用途的产品，简要说明应当

写明所述产品的多种用途。

（３）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设计要点是指与现有设计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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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产品的形状、图案及其结合，或者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

合，或者部位。对设计要点的描述应当简明扼要。

（４）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指定的
图片或者照片用于出版专利公报。

此外，下列情形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１）请求保护色彩或者省略视图的情况。
如果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请求保护色彩，应当在简要说明中

声明。

如果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省略了视图，申请人通常应当写明

省略视图的具体原因，例如因对称或者相同而省略；如果难以

写明的，也可仅写明省略某视图，例如大型设备缺少仰视图，

可以写为 “省略仰视图”。

（２）对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提出一件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的，应当在简要说明中指定其中一项作为基本设计。

（３）对于花布、壁纸等平面产品，必要时应当描述平面产
品中的单元图案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等无限定边界的情况。

（４）对于细长物品，必要时应当写明细长物品的长度采用
省略画法。

（５）如果产品的外观设计由透明材料或者具有特殊视觉效
果的新材料制成，必要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６）如果外观设计产品属于成套产品，必要时应当写明各
套件所对应的产品名称。

简要说明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也不能用来说明产品

的性能和内部结构。

５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５１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１节的规定。

５２要求优先权
申请人要求享有优先权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一

款、第三十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

款以及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的优先权要求仅限于外国优先权，即申请人自外观设计在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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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就相同的主题

提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

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

享有优先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的申请人要求外国优先权，其在先申请未包括对外观

设计的简要说明，申请人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

提交的简要说明未超出在先申请文件的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

围的，不影响其享有优先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在

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可以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

初步审查中，对多项优先权的审查，应当审查每一项优先

权是否符合本章的有关规定。

５２１在先申请和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２１１节的规定。

５２２要求优先权声明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２１２节的规定。

５２３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２１３节的规定。

５２４在后申请的申请人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２１４节的规定。

５２５优先权要求的撤回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２３节的规定。

５２６优先权要求费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２４节的规定。

５２７优先权要求的恢复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２５节的规定。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８０ （１－７０　　　）

５３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３节的规定。

５４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６节的规定。

５５著录项目变更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６７节的规定。

６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六）项

的审查

６１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

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审查员应当根据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３节的有关规定，
对申请专利的外观设计是否明显违反法律、是否明显违反社会

公德、是否明显妨害公共利益三个方面进行审查。

６１１违反法律
违反法律，是指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内容违反了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立法程序制

定和颁布的法律。

例如，带有人民币图案的床单的外观设计，因违反 《中国

人民银行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６１２违反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是指公众普遍认为是正当的、并被接受的伦理

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的内涵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因地域不同而各

异。中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限于中国境内。例如，带有

暴力凶杀或者淫秽内容的图片或者照片的外观设计不能被授予

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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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妨害公共利益
妨害公共利益，是指外观设计的实施或使用会给公众或社

会造成危害，或者会使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

专利申请中外观设计的文字或者图案涉及国家重大政治事

件、经济事件、文化事件，或者涉及宗教信仰，以致妨害公共

利益或者伤害人民感情或民族感情的、或者宣扬封建迷信的、

或者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该专利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以著名建筑物 （如天安门）以及领袖肖像等为内容的外观

设计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以中国国旗、国徽作为图案内容的外观设计，不能被授予

专利权。

６２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六）项的审查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六）项规定，对平面印刷品

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不授予专利权。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规定，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中，应当对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六）项的情形进行审查。

如果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则认

为所述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六）项规定的不

授予专利权的情形：

（１）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属于平面印刷品；
（２）该外观设计是针对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而作

出的；

（３）该外观设计主要起标识作用。
在依据上述规定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进行审查时，审查员

首先根据申请的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审查使用外观设

计的产品是否属于平面印刷品。其次，审查所述外观设计是否

是针对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而作出的。由于不考虑形状

要素，所以任何二维产品的外观设计均可认为是针对图案、色

彩或者二者的结合而作出的。再次，审查所述外观设计对于所

使用的产品来说是否主要起标识作用。主要起标识作用是指所

述外观设计的主要用途在于使公众识别所涉及的产品、服务的

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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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纸、纺织品不属于本条款规定的对象。

７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外观设计，

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

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７１外观设计必须以产品为载体
外观设计是产品的外观设计，其载体应当是产品。不能重

复生产的手工艺品、农产品、畜产品、自然物不能作为外观设

计的载体。

７２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
结合

构成外观设计的是产品的外观设计要素或要素的结合，其

中包括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

产品的色彩不能独立构成外观设计，除非产品色彩变化的本身

已形成一种图案。可以构成外观设计的组合有：产品的形状；

产品的图案；产品的形状和图案；产品的形状和色彩；产品的

图案和色彩；产品的形状、图案和色彩。

形状，是指对产品造型的设计，也就是指产品外部的点、

线、面的移动、变化、组合而呈现的外表轮廓，即对产品的结

构、外形等同时进行设计、制造的结果。

图案，是指由任何线条、文字、符号、色块的排列或组合

而在产品的表面构成的图形。图案可以通过绘图或其他能够体

现设计者的图案设计构思的手段制作。产品的图案应当是固

定、可见的，而不应是时有时无的或者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

能看见的。

色彩，是指用于产品上的颜色或者颜色的组合，制造该产

品所用材料的本色不是外观设计的色彩。

外观设计要素，即形状、图案、色彩是相互依存的，有时

其界限是难以界定的，例如多种色块的搭配即成图案。

７３适于工业应用的富有美感的新设计
适于工业应用，是指该外观设计能应用于产业上并形成批

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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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美感，是指在判断是否属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客

体时，关注的是产品的外观给人的视觉感受，而不是产品的功

能特性或者技术效果。

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是对可获得专利保护的外观设计的一

般性定义，而不是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实质相同的具体审

查标准。因此，在审查中，对于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是否满足

新设计的一般性要求，审查员通常仅需根据申请文件的内容及

一般消费者的常识进行判断。

７４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以下属于不授予外观设

计专利权的情形：

（１）取决于特定地理条件、不能重复再现的固定建筑物、
桥梁等。例如，包括特定的山水在内的山水别墅。

（２）因其包含有气体、液体及粉末状等无固定形状的物质
而导致其形状、图案、色彩不固定的产品。

（３）产品的不能分割或者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的
局部设计，例如袜跟、帽檐、杯把等。

（４）对于由多个不同特定形状或者图案的构件组成的产
品，如果构件本身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则该构件不

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例如，一组由不同形状的插接

块组成的拼图玩具，只有将所有插接块共同作为一项外观设计

申请时，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

（５）不能作用于视觉或者肉眼难以确定，需要借助特定的
工具才能分辨其形状、图案、色彩的物品。例如，其图案是在

紫外灯照射下才能显现的产品。

（６）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不是产品本身常规的形态，例如
手帕扎成动物形态的外观设计。

（７）以自然物原有形状、图案、色彩作为主体的设计，通
常指两种情形，一种是自然物本身；一种是自然物仿真设计。

（８）纯属美术、书法、摄影范畴的作品。
（９）仅以在其产品所属领域内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和图案

构成的外观设计。

（１０）文字和数字的字音、字义不属于外观设计保护的
内容。

（１１）产品通电后显示的图案。例如，电子表表盘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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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手机显示屏上显示的图案、软件界面等。

８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审查
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中，通常不进行检索，审

查员仅需要根据申请文件的内容及一般消费者的常识，判断所

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

条第一款的规定。

但是，审查员可以根据未经其检索获得的有关现有设计或

抵触申请的信息判断外观设计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

条第一款的规定。

外观设计涉及非正常申请的，例如明显抄袭现有设计或者

属于内容明显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根据检索获得

的对比文件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判断外观设计是否明显不

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的相

关规定。

９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审查
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

当限于一项外观设计。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或

者属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的外

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简称合案申请）。

９１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同一产品两项以上

的相似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细则３５１ 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相似外观设计不得超过 １０项。
超过１０项的，审查员应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修改后未
克服缺陷的，驳回该专利申请。

９１１同一产品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一件申请中的各项

外观设计应当为同一产品的外观设计，例如，均为餐用盘的外

观设计。如果各项外观设计分别为餐用盘、碟、杯、碗的外观

设计，虽然各产品同属于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中的同一大类，

但并不属于同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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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相似外观设计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同一产品

的其他外观设计应当与简要说明中指定的基本外观设计相似。

判断相似外观设计时，应当将其他外观设计与基本外观设

计单独进行对比。

　细则４４１（３） 初步审查时，对涉及相似外观设计的申请，应当审查其是

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一般情况下，

经整体观察，如果其他外观设计和基本外观设计具有相同或者

相似的设计特征，并且二者之间的区别点在于局部细微变化、

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设计单元重复排列或者仅色彩要素的变

化等情形，则通常认为二者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

　法３１２ ９２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用于同一类别并

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并且具有相同设计构思的两项以上

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成套产品是指由两件以上 （含两件）属于同一大类、各自

独立的产品组成，各产品的设计构思相同，其中每一件产品具

有独立的使用价值，而各件产品组合在一起又能体现出其组合

使用价值的产品，例如由咖啡杯、咖啡壶、牛奶壶和糖罐组成

的咖啡器具。

９２１同一类别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两项以上 （含两项）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

件申请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该两项以上外观设计的产品属于同一

类别，即该两项以上外观设计的产品属于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

中的同一大类。

需要说明的是，产品属于同一大类并非是合案申请的充分

条件，其还应当满足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有关成套出售或

者使用以及属于相同设计构思的要求。

９２２成套出售或者使用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所述的成套出售或者使

用，指习惯上同时出售或者同时使用并具有组合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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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同时出售
同时出售，是指外观设计产品习惯上同时出售，例如由床

罩、床单和枕套等组成的多套件床上用品。为促销而随意搭配

出售的产品，例如书包和铅笔盒，虽然在销售书包时赠送铅笔

盒，但是这不应认为是习惯上同时出售，不能作为成套产品提

出申请。

（２）同时使用
同时使用，是指产品习惯上同时使用，也就是说，使用其

中一件产品时，会产生使用联想，从而想到另一件或另几件产

品的存在，而不是指在同一时刻同时使用这几件产品。例如咖

啡器具中的咖啡杯、咖啡壶、糖罐、牛奶壶等。

９２３各产品的设计构思相同
设计构思相同，是指各产品的设计风格是统一的，即对各

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

作出的设计是统一的。

形状的统一，是指各个构成产品都以同一种特定的造型为

特征，或者各构成产品之间以特定的造型构成组合关系，即认

为符合形状统一。

图案的统一，是指各产品上图案设计的题材、构图、表现

形式等方面应当统一。若其中有一方面不同，则认为图案不统

一，例如咖啡壶上的设计以兰花图案为设计题材，而咖啡杯上

的设计图案为熊猫，由于图案所选设计题材不同，则认为图案

不统一，不符合统一和谐的原则，因此不能作为成套产品合案

申请。

对于色彩的统一，不能单独考虑，应当与各产品的形状、

图案综合考虑。当各产品的形状、图案符合统一协调的原则

时，在简要说明中没有写明请求保护色彩的情况下，设计构思

相同；在简要说明中写明请求保护色彩的情况下，如果产品的

色彩风格一致则设计构思相同；如果各产品的色彩变换较大，

破坏了整体的和谐，则不能作为成套产品合案申请。

９２４成套产品中不应包含相似外观设计
成套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不应包含某一件或者几件产

品的相似外观设计。例如，一项包含餐用杯和碟的成套产品外

观设计专利申请中，不应再包括所述杯和碟的两项以上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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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

对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请，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

书要求申请人修改。

９３合案申请的外观设计应当分别具备授权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涉及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的相似外

观设计，还是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其中的每一项外

观设计或者每件产品的外观设计除了应当满足上述合案申请的

相关规定外，还应当分别具备其他授权条件；如果其中的一项

外观设计或者一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不具备授权条件，则应当删

除该项外观设计或者该件产品的外观设计，否则该专利申请不

能被授予专利权。

９４分案申请的审查

９４１分案申请的核实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５１１节的规定。

９４２分案申请的其他要求
（１）原申请中包含两项以上外观设计的，分案申请应当是

原申请中的一项或几项外观设计，并且不得超出原申请表示的

范围。

（２）原申请为产品整体外观设计的，不允许将其中的一部
分作为分案申请提出，例如一件专利申请请求保护的是摩托车

的外观设计，摩托车的零部件不能作为分案申请提出。

分案申请不符合上述第 （１）项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
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修改；期满未答复的，应当发出

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无充足理由而又坚持不作修改的，对

该分案申请作出驳回决定。分案申请不符合上述第 （２）项规
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期满未答复的，应当

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申请人无充足理由而又坚持作为分案申

请提出的，则对该分案申请作出驳回决定。

９４３分案申请的期限和费用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５１２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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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审查
细则５１２

　及３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对其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修改超

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是指修改后的外观设计与原始

申请文件中表示的相应的外观设计相比，属于不相同的设计。

在判断申请人对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超出

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时，如果修改后的内容在原图片或

者照片中已有表示，或者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则认

为所述修改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申请人可以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

主动提出修改。此外，申请人在收到专利局的审查意见通知书

或者补正通知书后，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对专利申请文

件进行修改。

细则５１２ １０１申请人主动修改
对于申请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首先核对提出修改的

日期是否在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对于超过两个月的修改，如

果修改的文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并且具有被授权

的前景，则该修改文件可以接受。对于不接受的修改文件，审

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对于在两个月内提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审查其修改

是否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修改超出原图片或者照

片表示的范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

人该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

补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

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细则５１３ １０２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对于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审查员应当审查

该修改是否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以及是否是针对通

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对于申请人提交的包含有并非针

对通知书所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的修改文件，如果其修改符合

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

且具有授权的前景，则该修改可以被视为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

缺陷进行的修改，经此修改的申请文件应当予以接受。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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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修改文件超出了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的，审查员

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补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

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

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细则５１４
１０３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可以对本章第 ４１节、第 ４２节和第
４３节规定的申请文件中出现的明显错误依职权进行修改，并
通知申请人。依职权修改的内容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

（１）明显的产品名称错误；
（２）明显的视图名称错误；
（３）明显的视图方向错误；
（４）外观设计图片中的产品绘制线条包含有应删除的线条，

例如阴影线、指示线、中心线、尺寸线、点划线等；

（５）简要说明中写有明显不属于简要说明可以写明的内容，
例如关于产品内部结构、技术效果的描述、产品推广宣传等

用语；

（６）申请人在简要说明中指定的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
或者照片明显不恰当；

（７）请求书中，申请人地址或联系人地址漏写、错写或者
重复填写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邮政编码等信息。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的内容，应当在文档中记载并通知申

请人。

１１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

专利权。专利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

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初步审查中，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

规定是否能够取得专利权，一般不通过检索进行审查。但审查

员已经得知有申请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提出了专利申请的，应

当进行审查。

１１１判断原则
在判断是否构成专利法第九条所述的同样的发明创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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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以表示在两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或专利的图片或者照片中

的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同样的外观设计是指两项外观设计相

同或者实质相同。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判断原则，适

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的相关规定。

１１２处理方式
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６２节的规定。

１２外观设计分类
专利局采用国际外观设计分类法 （即洛迦诺分类法）对外

观设计专利申请进行分类，以最新公布的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

表》中文译本为工作文本。

外观设计分类的目的是：

（１）确定外观设计产品的类别属性；
（２）对外观设计专利进行归类管理；
（３）便于对外观设计专利进行检索查询；
（４）按照分类号顺序编排和公告外观设计专利文本。
外观设计分类是针对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进行的，分类

号由 “ＬＯＣ”、“（版本号）”、“Ｃｌ”、“大类号 －小类号”组合
而成 （以下所述分类号是指 “大类号 －小类号”），例如 ＬＯＣ
（９）Ｃｌ０６－０４。多个分类号的，各分类号之间用分号分隔，
例如：ＬＯＣ（９）Ｃｌ０６－０４；２３－０２。

１２１分类的依据
外观设计分类以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图片或者照片以及

简要说明中记载的产品用途为依据。

１２２分类的方法
外观设计分类一般应遵循用途原则，不考虑制造该产品的

材料。产品的用途可以从申请人提供的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

图片或者照片，以及产品的使用目的、使用领域、使用方法等

信息中获知。

确定产品的类别，应当按照先大类再小类的顺序进行。一

件外观设计产品的类别应属于包含其产品用途的大类和该大类

下的小类，如果该大类下未列出包含其产品用途的小类，则分

入该大类下的９９小类，即其他杂项类。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９１（１－８１　　　）

对于产品的零部件，有专属类别的，应当将该零部件分入

其专属的类别，例如汽车的轮胎，应分入１２－１５类；没有专属
类别的，且通常不应用于其他产品的，应当将该零部件分入其

上位产品所属的类别，例如打火机的打火轮，应分入 ２７－０５
类。确定产品的零部件是否具有专属的类别，并不限于与分类

表中的具体产品项一一对应，例如验钞机的外壳，应分入１０－
０７类。

对于因时代的发展衍生出新用途的产品，一般仍应当保持

其传统用途的所属类别。例如灯笼，其已逐渐从以往单纯的照

明设备演变为装饰用品，仍应将其分入２６大类照明设备中。

１２３分类号的确定

１２３１单一用途产品的分类
（１）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仅包含一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且

用途单一的，应当给出一个分类号。

（２）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同一产品的多项外观设计，
且用途单一的，应当给出一个分类号。

（３）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多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且用
途相同、单一的，应当给出一个分类号。例如，一项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中包含枕套、床单和被罩三件产品，均属于床上用

品，分类号为０６－１３类。

１２３２多用途产品的分类
（１）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仅包含一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且

该产品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用途的产品的组合体，应当给出

与其用途对应的多个分类号，但家具组合体除外。例如，带有

温度计的相框，具有测量温度和放置照片两种用途，分类号为

０６－０７和１０－０４。又如，连体桌椅，属于家具组合体，分类号
为０６－０５。

（２）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同一产品的多项外观设计，
且该产品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用途的产品的组合体，应当给

出与其用途对应的多个分类号。

（３）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多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且各
单件产品具有不同的用途，应当给出与其用途对应的多个分类

号。例如，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包含碗和勺子两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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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为０７－０１和０７－０３。

１２３３分类过程中的补正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简要说明中应当

写明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

外观设计分类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的，应当发出补正通

知书：

（１）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图片或者照片不能确定产品的
用途，且简要说明中未写明产品用途或所写的产品用途不

确切；

（２）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图片或者照片所确定的产品用
途与简要说明中记载的产品用途明显不一致。

申请人应当在收到补正通知书后两个月内答复，提交外观

设计简要说明的替换页。期满未答复的，该申请将视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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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专利分类

１引　言
专利局采用国际专利分类对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进行分类，以最新版的国际专利分类表 （ＩＰＣ，包括其使
用指南）中文译本为工作文本，有疑义时以相同版的英文或法

文版本为准。

分类的目的是：

（１）建立有利于检索的专利申请文档；
（２）将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分配给相应的审

查部门；

（３）按照分类号编排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系统地向公众公布或者公告。

本章仅涉及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分类。外

观设计的分类适用本部分第三章第１２节的规定。

２分类的内容
对每一件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技术主题

进行分类，应当给出完整的、能代表发明或实用新型的发明信

息的分类号，并尽可能对附加信息进行分类；将最能充分代表

发明信息的分类号排在第一位。

发明信息是专利申请的全部文本 （例如：权利要求书、说

明书、附图）中代表对现有技术的贡献的技术信息，对现有技

术的贡献的技术信息是指在专利申请中明确披露的所有新颖的

和非显而易见的技术信息。

附加信息本身不代表对现有技术的贡献，而是对检索可能

是有用的信息，其中包括引得码所表示的技术信息。附加信息

是对发明信息的补充。例如：组合物或混合物的成分，或者是

方法、结构的要素或组成部分，或者是已经分类的技术主题的

用途或应用方面的特征。

３技术主题

３１技术主题的类别
发明创造的技术主题可以是方法、产品、设备或材料，其

专利分类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四章



９４ （１－８４　　　）

中包括这些技术主题的使用或应用方式。应当以最宽泛的含义

来理解这些技术主题的范围。

（１）方法。例如：聚合、发酵、分离、成形、输送、纺织
品的处理、能量的传递和转换、建筑、食品的制备、试验、设

备的操作及其运行、信息的处理和传输的方法。

（２）产品。例如：化合物、组合物、织物、制造的物品。
（３）设备。例如：化学或物理工艺设备、各种工具、各种

器具、各种机器、各种执行操作的装置。

（４）材料。例如：组成混合物的各种组分。
材料包括各种物质、中间产品以及用于制造产品的组合

物。材料的例子如下：

【例１】
混凝土。组成材料是水泥、沙石、水。

【例２】
用于制造家具的胶合板。由基本上是厚度均匀的、或多或

少连续接触并结合在一起的多个层构成的材料。

应当注意的是：一个设备，由于它是通过一种方法制造

的，可以看作是一件产品。术语 “设备”是与某种预期用途或

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用于产生气体的设备、用于切割的

设备。但术语 “产品”只用来表示某一方法的结果，而不管该

产品的功能如何，例如：某化学方法或制造方法的最终产品。

材料本身就可以构成产品。

３２技术主题的确定
要根据专利申请的全部文本 （例如：权利要求书、说明

书、附图）确定技术主题。在根据权利要求书确定技术主题的

同时，还要根据说明书、附图确定未要求专利保护的技术主题。

３２１根据权利要求书确定技术主题的几种情况
根据权利要求书确定技术主题时，应当完整地理解权利要

求书中所记载的技术内容。例如：以独立权利要求来确定技术

主题时，应当将其前序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和特征部分记载的

技术特征结合起来确定。

此外，还应当结合说明书、附图的内容来正确理解或澄清

权利要求书中所记载的、构成其要求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的技

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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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以独立权利要求中前序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为主，
将特征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看作是对前序部分的限定。

【例１】
用于墙或屋顶的建筑板，其特征是该板由片材制成，该片

材为矩形并由四个部分组成，各部分的表面形状为双曲抛物

面……

技术主题为：以形状为特征的片状的用于墙或屋顶的建

筑板。

【例２】
一种具有改进的倾点特征的原油组合物，其特征是包括含

蜡原油和有效量的倾点下降添加剂，该添加剂是由乙烯与丙烯

腈的共聚物和三元共聚物组成的。

技术主题为：以含乙烯与丙烯腈的共聚物和三元共聚物组

成的添加剂为特征的原油组合物。

【例３】
一种棉织机减震器，其特征是在钢板上粘有粘弹材料，两

者结合成一体。

技术主题为：以钢板上粘有粘弹材料并且两者结合成一体

为特征的棉织机减震器。

【例４】
一种扬声器，在筒状壳体的一端压接压电陶瓷片，另一端

为扬声器口，在压电陶瓷片上有两个金属接点，其特征是在壳

体外部安装一层振动壳，该振动壳与壳体上扬声器口的边缘相

接，两层壳之间存在间隙，组成双壳体。

技术主题为：以双壳体为特征的采用压电陶瓷片的扬

声器。

【例５】
一种活性染料化合物，其特征是利用一种酶进行合成……

技术主题为：利用酶合成的一种活性染料化合物。

（２）当独立权利要求中前序部分所描述的对象在分类表中
没有确切的分类位置时，以特征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为主，将

前序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看作是对特征部分的限定。

【例１】
一种开关，包括一个外壳、设置在外壳盖中的控制装置、

电线通道及开闭触点，其特征是在具有开口的外壳盖的开口下

设有一个由透明材料制成的光导板以及一个指示开关位置的辉

专利分类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四章



９６ （１－８６　　　）

光灯泡。

技术主题为：开关的指示开关位置的装置。

【例２】
一种计时钟，包括外壳和机芯，其特征是该外壳用陶瓷材

料制成，外壳的外形为……

技术主题为：一种计时钟的用陶瓷材料制成的外壳，……

３２２根据权利要求书无法确定技术主题的情况
当根据权利要求书无法确定技术主题时，应当根据其说明

书中记载的该发明或实用新型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

技术效果或者实施例来确定。

３２３根据说明书、附图确定未要求专利保护的技术主题
如果说明书、附图中记载了对现有技术的贡献的内容，即

使该内容未被要求专利保护，也应当确定其技术主题。

４分类方法
对于一件专利申请，应当首先确定其技术主题所涉及的发

明信息和附加信息，然后给出对应于发明信息和附加信息的分

类号。

４１整体分类
应当尽可能地将技术主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分类，而不是对

其各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分类。

但如果技术主题的某组成部分本身代表了对现有技术的贡

献，那么该组成部分构成发明信息，也应当对其进行分类。例

如：将一个较大系统作为整体进行分类时，若其部件或零件是

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则应当对这个系统以及这些部件或零

件分别进行分类。

【例１】
由中间梁、弹性密封件、横托梁、支撑弹簧、横托梁密封

箱等组成的转臂自控式桥梁伸缩缝装置，其特征是每根横托

梁……

按桥梁伸缩缝装置的整体分类，分入 Ｅ０１Ｄ１９／０６。
如果横托梁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还应将横托梁分入

Ｅ０４Ｃ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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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
固体垃圾的处理系统，由输入装置及分拣、粉碎、金属回

收、塑料回收和肥料制造等设备组成。

按固体垃圾的处理系统整体分类，分入 Ｂ０９Ｂ３／００。
如果粉碎设备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还应将粉碎设备

分入 Ｂ０２Ｃ２１／００。

４２功能分类或应用分类的确定

４２１功能分类
若技术主题在于某物的本质属性或功能，且不受某一特定

应用领域的限制，则将该技术主题按功能分类。

如果技术主题涉及某种特定的应用，但没有明确披露或完

全确定，若分类表中有功能分类位置，则按功能分类；若宽泛

地提到了若干种应用，则也按功能分类。

【例１】
特征在于结构或功能方面的各种阀，其结构或功能不取决

于流过的特定流体 （例如油）的性质或包括该阀的任何设备，

按功能分类，分入 Ｆ１６Ｋ。
【例２】
特征在于其化学结构的有机化合物的技术主题，按功能

分类，分入 Ｃ０７。
【例３】
装有绕活动轴转动的圆盘切刀的切割机械，按功能分类，

分入 Ｂ２６Ｄ１／１５７。

４２２应用分类
若技术主题属于下列情况，则将该技术主题按应用分类。

（１）技术主题涉及 “专门适用于”某特定用途或目的

的物。

例如：

专门适用于嵌入人体心脏中的机械阀，按应用分类，分入

Ａ６１Ｆ２／２４。
（２）技术主题涉及某物的特殊用途或应用。
【例如】

香烟过滤嘴，按应用分类，分入 Ａ２４Ｄ３／００。

专利分类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四章



９８ （１－８８　　　）

（３）技术主题涉及将某物加入到一个更大的系统中。
【例如】

把板簧安装到车轮的悬架中，按应用分类，分入 Ｂ６０Ｇ
１１／０２。

４２３既按功能分类又按应用分类
若技术主题既涉及某物的本质属性或功能，又涉及该物的

特殊用途或应用、或其在某较大系统中的专门应用，则既按功

能分类又按应用分类。

如果不能适用上述 ４２１和 ４２２中指出的情况，则既按
功能分类又按应用分类。

【例１】
涂料组合物，既涉及组合物的成分，又涉及专门的应用，

则既按功能分类，分入 Ｃ０９Ｄ１０１／００至 Ｃ０９Ｄ２０１／００的适当分
类位置，又按应用分类，分入 Ｃ０９Ｄ５／００。

【例２】
布置在汽车悬架中的板簧，如果板簧本身是新颖的和非显

而易见的，则应按功能分类，分入 Ｆ１６Ｆ１／１８；如果这种板簧
在汽车悬架中的布置方式也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则还应

按应用分类，分入 Ｂ６０Ｇ１１／０２。

４２４特殊情况
（１）应当按功能分类的技术主题，若分类表中不存在该功

能分类位置，则按适当的应用分类。

【例如】

线缆覆盖层的剥离器。

分类表中不存在覆盖层的剥离器的功能分类位置，经判断

其主要应用于电缆外皮的剥离。按应用分类，分入 Ｈ０２Ｇ１／１２。
（２）应当按应用分类的技术主题，若分类表中不存在该应

用分类位置，则按适当的功能分类。

【例如】

电冰箱过负荷、过电压及延时启动保护装置。

分类表中不存在电冰箱专用的紧急保护电路装置的应用分

类位置，经判断其为紧急保护电路装置。按功能分类，分入

Ｈ０２Ｈ小类。
（３）当技术主题应当既按功能分类，又按应用分类时，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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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表中不存在该功能分类位置，则只按应用分类；若分类表

中不存在该应用分类位置，则只按功能分类。

【例如】

适用于畜拉车照明用的发电机，该发电机装有可调速比齿

轮箱，并可方便地和车轮配合。

分类表中不存在畜拉车照明用的发电机的应用分类位置，

则只按功能分类，分入 Ｈ０２Ｋ７／１１６。

４３多重分类
分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索，根据技术主题的内容，可以

赋予多个分类号。

当专利申请涉及不同类型的技术主题，并且这些技术主题

构成发明信息时，则应当根据所涉及的技术主题进行多重分

类。例如：技术主题涉及产品及产品的制造方法，如果分类表

中产品和方法的分类位置都存在，则对产品和方法分别进行

分类。

当技术主题涉及功能分类和应用分类二者时，则既按功能

分类又按应用分类。

对检索有用的附加信息，也尽可能采用多重分类或与引得

码组合的分类。

４３１技术主题的多方面分类
技术主题的多方面分类代表一种特殊类型的多重分类，是

指以一个技术主题的多个方面为特征进行的分类，例如：以其

固有的结构和其特殊的应用或功能为特征的技术主题，若只依

据一个方面对这类技术主题进行分类，会导致检索信息的不

完全。

在分类表中由附注指明采用 “多方面分类”的分类位置。

例如：

Ｇ１１Ｂ７／２４·按所选用的材料或按结构或按形式区分的记
录载体

Ｇ１１Ｂ７／２４１··以材料的选择为特征
Ｇ１１Ｂ７／２５２···不同于记录层的层

　　附注
在小组Ｇ１１Ｂ７／２５２中，使用多方面分类，所以如果技术主

题的特征在于其不止包含一个小组的方面，该技术主题应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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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小组的每一个中。

Ｇ１１Ｂ７／２５３····底层
Ｇ１１Ｂ７／２５４····保护性外涂层
当技术主题涉及不同于记录层的底层和保护性外涂层时，

要对底层和保护性外涂层分别进行分类，分入 Ｇ１１Ｂ７／２５３和
Ｇ１１Ｂ７／２５４。

４３２二级分类表
二级分类表用于对已经分类在其他分类位置上的技术主题

进行强制补充分类。二级分类表，例如：Ａ０１Ｐ、Ａ６１Ｐ、Ａ６１Ｑ
和 Ｃ１２Ｓ。

二级分类表中的分类号不能作为第一位置分类号。

４３３混合系统与引得码
混合系统由分类表的分类号和与其联合使用的引得码

组成。

引得码只能与分类号联合使用，具有与分类号相同的格

式，但通常使用一种独特的编号体系。

在分类表中由附注指明可以采用引得码的分类位置。相应

地，在每个引得表前面的附注、类名或导引标题中指明了这些

引得码与哪些分类号联合使用。

４４技术主题的特殊分类
（１）技术主题可以有不同的类别。如果在分类表中没有某

类别技术主题的分类位置，则使用最适当的其他类别的技术主

题进行分类，详见本章第８节。
（２）若在分类表中找不到充分包括某技术主题的分类位

置，则将该技术主题分入以类号９９／００表示的专门的剩余大组。
【例如】

Ａ部中
Ａ９９Ｚ９９／００为本部其他类目不包括的技术主题；
Ｆ部 Ｆ０２Ｍ小类中
Ｆ０２Ｍ９９／００为不包括在本小类的其他组中的技术主题。

５分类位置的规则简述
在分类表的某些地方用参见、附注指明了如何使用优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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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最先位置规则、最后位置规则）和特殊规则。要特别注意

这些分类位置规则的使用。

附注只适用于相关的位置及其细分位置，并且在与一般规

定相抵触的时候，附注优先于一般规定。

６分类的步骤
按照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的顺序逐级进行分类，

直到找到最低等级的合适的组。

７对不同公布级专利申请的分类

７１对未检索专利申请的分类
对所有可能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的技术主

题，所有构成权利要求的技术主题的可能是新颖的和非显而易

见的组成部分，以及说明书、附图中所有可能是新颖的和非显

而易见的任何未要求专利保护的技术主题一起作为发明信息进

行分类。

如果对检索有用，则尽可能对要求专利保护的和未要求专

利保护的任何附加信息进行分类或引得。

７２对已检索和审查后专利申请的分类
对所有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的技术主题，所有

构成权利要求的技术主题的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组成部分，

以及说明书、附图中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未要求专利保护的

技术主题一起作为发明信息进行分类。

如果对检索有用，则尽可能对要求专利保护的和未要求专

利保护的任何附加信息进行分类或引得。

８特定技术主题的分类方法

８１化 合 物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化合物本身时，例如：有机、无机或

高分子化合物，应将该化合物分在 Ｃ部。当技术主题还涉及化
合物的某一特定应用时，如果该应用构成对现有技术的贡献，

还应将其分类在该应用的分类位置上。但是，当化合物是已知

的，并且技术主题仅涉及这种化合物的应用时，则只分类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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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分类位置上。

８２化学混合物或者组合物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化学混合物或组合物本身时，应当根

据其化学组成分类到适当的分类位置上。例如：将玻璃分类入

Ｃ０３Ｃ，将水泥、陶瓷分类入 Ｃ０４Ｂ，将高分子化合物的组合物
分类入 Ｃ０８Ｌ，将合金分类入 Ｃ２２Ｃ。如果分类表中不存在这样
的分类位置，则根据其用途或应用来分类。如果用途或应用也

构成对现有技术的贡献，则根据其化学成分及其用途或应用两

者进行分类。但是，当化学混合物或组合物是已知的，并且技

术主题仅涉及其用途或应用时，则只分类在用途或应用的分类

位置上。

８３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方法时，将其分

类在该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方法的位置上。如果分类表中不存

在这样的分类位置，则分类在该化合物的分类位置上。当从这

种制备方法得到的化合物也是新颖的时候，还应对该化合物进

行分类。当技术主题涉及多种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的一般方法

时，将其分类在所采用的方法的分类位置上。

８４设备或方法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设备时，将其分类在该设备的分类位

置上。如果分类表中不存在这样的分类位置，则将其分类在由

该设备所执行的方法的分类位置上。当技术主题涉及产品的制

造或处理方法时，将其分类在所采用的方法的分类位置上。如

果分类表中不存在这样的分类位置，则分类在执行该方法的设

备的分类位置上。如果分类表中不存在执行该方法的设备的分

类位置，则分类在该产品的分类位置上。

８５制造的物品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物品时，将其分类在该物品的分类位

置上。如果分类表中不存在该物品本身的分类位置，则根据该

物品所执行的功能，将其分类在适当的功能分类位置上。如果

没有适当的功能分类位置，则根据其应用领域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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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多步骤方法、成套设备
当技术主题涉及一种多步骤方法或成套设备，且该方法或

成套设备分别由多个处理步骤或多个机器的组合体构成时，应

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类，即分类在用于这种组合体的分类

位置上，例如：小类 Ｂ０９Ｂ。如果分类表中不存在这样的分类位
置，则将其分类在由这种方法或成套设备所制得的产品的分类

位置上。当技术主题涉及这种组合体的一个单元时，例如该方

法的一个单独步骤或该套设备中的单个机器，则应当对该单元

进行分类。

８７零件、结构部件
当技术主题涉及用于产品或设备的结构或功能的零件或部

件时，应当按照下列规则进行分类：

对只适用于或专门适用于某种产品或设备的零件或部件，

将其分类在该产品或设备的零件或部件的分类位置上。如果分

类表中不存在该零件或部件的分类位置，则将其分类在该产品

或设备的分类位置上。

对可应用于多种不同的产品或设备的零件或部件，将其分

类在更一般性的零件或部件的分类位置上。如果分类表中不存

在更一般性的分类位置，则将其分类在明确应用该零件或部件

的所有产品或设备的分类位置上。

８８化学通式
化学通式是用来表示一类或几类化合物的，其中至少一个

基团是可变化的，例如： “马库什”型化合物。当在通式的范

围内，有大量的化合物可以独立地分类在其相应的分类位置上

时，只对那些对检索最有用的化合物进行分类。如果这些化合

物是使用一个化学通式说明的，则遵循以下的分类程序：

步骤１：
对所有新颖的和非显而易见的 “完全确定”的化合物进行

分类。被认为是 “完全确定”的化合物是指：

（ｉ）有确定的化学名称或化学结构式，或能够从其制备所
用的指定反应物推导出来的唯一反应产物；

（ｉｉ）该化合物的特征在于其物理性质，例如：熔点，或者
给出了一个具体描述其制备过程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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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认为仅由经验式代表的化合物是 “完全确定”的化

合物。

步骤２：
如果没有披露 “完全确定”的化合物，将通式分在包括所

有的可能实施方案的最确定的组中，或分在包括大部分的可能

实施方案的最确定的组中。应当将化学通式的分类限制在一个

组中或尽可能少的组中。

步骤３：
除了按照上述的步骤１、２分类以外，当化学通式范围内的

其他化合物是重要的时候，也可以对其进行分类。

当将所有 “完全确定”的化合物分类到其最确定的分类位

置会导致大量 （例如：超过 ２０个）的分类号时，分类人员可
以减少分类号的数量。但是只在下述情况下才可以减少分类号

的数量：若 “完全确定”的化合物的分类会导致在较高等级的

单一组的下面派生出大量的小组，可以将这些化合物只分类到

较高等级的组中。否则，将这些化合物分类到所有的更明确的

组中。

８９组 合 库

当技术主题以 “库”的形式表示由很多化合物、生物实体

或其他物质组成的集合时，将库作为一个整体分类到小类 Ｃ４０Ｂ
的一个合适的组内，同时将 “库”中 “完全确定”的单个成员

分类到最明确的分类位置中。例如：将核苷酸的化合物库作为

一个整体分类到小类 Ｃ４０Ｂ的一个合适的组内，同时将 “完全

确定”的核苷酸分到 Ｃ部的适当分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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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对说明书及其附图的检索 ２０５（２－８７）
!!!!!!!!!!!!

４ 检索的时间界限 ２０５（２－８７）
!!!!!!!!!!!!!!!!

１１１



４１ 检索现有技术中相关文献的时间界限 ２０５（２－８７）
!!!!!!!

４２ 检索抵触申请的时间界限 ２０６（２－８８）
!!!!!!!!!!!!

５ 检索前的准备 ２０６（２－８８）
!!!!!!!!!!!!!!!!!

５１ 阅读有关文件 ２０６（２－８８）
!!!!!!!!!!!!!!!!!

５２ 核对申请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２０６（２－８８）
!!!!!!!!!!!

５３ 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 ２０７（２－８９）
!!!!!!!!!!!!!!

５３１ 利用机检数据库 ２０７（２－８９）
!!!!!!!!!!!!!!!!

５３２ 利用国际专利分类表 ２０８（２－９０）
!!!!!!!!!!!!!!

５４ 分析权利要求、确定检索要素 ２０９（２－９１）
!!!!!!!!!!

５４１ 整体分析权利要求 ２０９（２－９１）
!!!!!!!!!!!!!!!

５４２ 确定检索要素 ２０９（２－９１）
!!!!!!!!!!!!!!!!!

６ 对发明专利申请的检索 ２１０（２－９２）
!!!!!!!!!!!!!

６１ 检索的要点 ２１０（２－９２）
!!!!!!!!!!!!!!!!!!

６２ 检索的顺序 ２１０（２－９２）
!!!!!!!!!!!!!!!!!!

６２１ 在所属技术领域中检索 ２１０（２－９２）
!!!!!!!!!!!!!

６２２ 在功能类似的技术领域中检索 ２１１（２－９３）
!!!!!!!!!!

６２３ 重新确定技术领域后再进行检索 ２１１（２－９３）
!!!!!!!!!

６２４ 检索其他资料 ２１１（２－９３）
!!!!!!!!!!!!!!!!!

６３ 具体的步骤 ２１１（２－９３）
!!!!!!!!!!!!!!!!!!

６３１ 机检方式 ２１１（２－９３）
!!!!!!!!!!!!!!!!!!!

６３２ 手检方式 ２１３（２－９５）
!!!!!!!!!!!!!!!!!!!

６４ 抵触申请的检索 ２１３（２－９５）
!!!!!!!!!!!!!!!!

６４１ 基本原则 ２１３（２－９５）
!!!!!!!!!!!!!!!!!!!

６４２ 申请满十八个月公布后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的检索 ２１３（２－９５）
!!

６４３ 申请提前公布后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的检索 ２１３（２－９５）
!!!!!

７ 防止重复授权的检索 ２１４（２－９６）
!!!!!!!!!!!!!!

８ 中止检索 ２１４（２－９６）
!!!!!!!!!!!!!!!!!!!

８１ 检索的限度 ２１４（２－９６）
!!!!!!!!!!!!!!!!!!

８２ 可中止检索的几种情况 ２１４（２－９６）
!!!!!!!!!!!!!

９ 特殊情况的检索 ２１５（２－９７）
!!!!!!!!!!!!!!!!

９１ 申请的主题跨领域时的检索 ２１５（２－９７）
!!!!!!!!!!!

９２ 申请缺乏单一性时的检索 ２１５（２－９７）
!!!!!!!!!!!!

９２１ 对明显缺乏单一性的申请的检索 ２１５（２－９７）
!!!!!!!!!

９２２ 对不明显缺乏单一性的申请的检索 ２１６（２－９８）
!!!!!!!!

９３ 其他情况的检索 ２１６（２－９８）
!!!!!!!!!!!!!!!!

１０ 不必检索的情况 ２１６（２－９８）
!!!!!!!!!!!!!!!!

２１１



１１ 补充检索 ２１７（２－９９）
!!!!!!!!!!!!!!!!!!!

１２ 检索报告 ２１７（２－９９）
!!!!!!!!!!!!!!!!!!!

第八章　 实质审查程序 ２１９（２－１０１）
!!!!!!!!!!!!!!!!

１ 引　言 ２１９（２－１０１）
!!!!!!!!!!!!!!!!!!!

２ 实质审查程序及其基本原则 ２１９（２－１０１）
!!!!!!!!!!

２１ 实质审查程序概要 ２１９（２－１０１）
!!!!!!!!!!!!!!

２２ 实质审查程序中的基本原则 ２２０（２－１０２）
!!!!!!!!!!

３ 申请文件的核查与实审准备 ２２１（２－１０３）
!!!!!!!!!!

３１ 核对申请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２２１（２－１０３）
!!!!!!!!!!

３２ 查对申请文档 ２２１（２－１０３）
!!!!!!!!!!!!!!!!

３２１ 查对启动程序的依据 ２２１（２－１０３）
!!!!!!!!!!!!!

３２２ 查对申请文件 ２２１（２－１０３）
!!!!!!!!!!!!!!!!

３２３ 查对涉及优先权的资料 ２２１（２－１０３）
!!!!!!!!!!!!

３２４ 查对其他有关文件 ２２２（２－１０４）
!!!!!!!!!!!!!!

３２５ 申请文档存在缺陷时的处理 ２２２（２－１０４）
!!!!!!!!!!

３３ 建立个人审查档案 ２２２（２－１０４）
!!!!!!!!!!!!!!

３４ 审查的顺序 ２２２（２－１０４）
!!!!!!!!!!!!!!!!!

３４１ 一般原则 ２２２（２－１０４）
!!!!!!!!!!!!!!!!!!

３４２ 特殊处理 ２２３（２－１０５）
!!!!!!!!!!!!!!!!!!

４ 实质审查 ２２３（２－１０５）
!!!!!!!!!!!!!!!!!!

４１ 审查的文本 ２２３（２－１０５）
!!!!!!!!!!!!!!!!!

４２ 阅读申请文件并理解发明 ２２３（２－１０５）
!!!!!!!!!!!

４３ 不必检索即可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情况 ２２４（２－１０６）
!!!!

４４ 对缺乏单一性申请的处理 ２２４（２－１０６）
!!!!!!!!!!!

４５ 检　索 ２２５（２－１０７）
!!!!!!!!!!!!!!!!!!!

４６ 优先权的核实 ２２６（２－１０８）
!!!!!!!!!!!!!!!!

４６１ 需要核实优先权的情况 ２２６（２－１０８）
!!!!!!!!!!!!

４６２ 优先权核实的一般原则 ２２６（２－１０８）
!!!!!!!!!!!!

４６２１ 部分优先权的核实 ２２７（２－１０９）
!!!!!!!!!!!!!!

４６２２ 多项优先权的核实 ２２８（２－１１０）
!!!!!!!!!!!!!!

４６３ 优先权核实后的处理程序 ２２８（２－１１０）
!!!!!!!!!!!

４７ 全面审查 ２２８（２－１１０）
!!!!!!!!!!!!!!!!!!

４７１ 审查权利要求书 ２２９（２－１１１）
!!!!!!!!!!!!!!!

４７２ 审查说明书和摘要 ２３０（２－１１２）
!!!!!!!!!!!!!!

４７３ 审查其他申请文件 ２３１（２－１１３）
!!!!!!!!!!!!!!

３１１



４８ 不全面审查的情况 ２３２（２－１１４）
!!!!!!!!!!!!!!

４９ 对公众意见的处理 ２３２（２－１１４）
!!!!!!!!!!!!!!

４１０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２３２（２－１１４）
!!!!!!!!!!!!

４１０１ 总的要求 ２３２（２－１１４）
!!!!!!!!!!!!!!!!!!

４１０２ 组成部分和要求 ２３３（２－１１５）
!!!!!!!!!!!!!!!

４１０２１ 标准表格 ２３３（２－１１５）
!!!!!!!!!!!!!!!!!!

４１０２２ 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 ２３４（２－１１６）
!!!!!!!!!!!!!

４１０２３ 对比文件的复制件 ２３５（２－１１７）
!!!!!!!!!!!!!!

４１０３ 答复期限 ２３６（２－１１８）
!!!!!!!!!!!!!!!!!!

４１０４ 签　署 ２３６（２－１１８）
!!!!!!!!!!!!!!!!!!!

４１１ 继续审查 ２３６（２－１１８）
!!!!!!!!!!!!!!!!!!

４１１１ 对申请继续审查后的处理 ２３７（２－１１９）
!!!!!!!!!!!

４１１２ 补充检索 ２３７（２－１１９）
!!!!!!!!!!!!!!!!!!

４１１３ 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２３７（２－１１９）
!!!!!!!!!!!!!

４１１３１ 再次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情况 ２３７（２－１１９）
!!!!!!!!

４１１３２ 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内容及要求 ２３８（２－１２０）
!!!!!!!

４１２ 会　晤 ２３８（２－１２０）
!!!!!!!!!!!!!!!!!!!

４１２１ 举行会晤的条件 ２３９（２－１２１）
!!!!!!!!!!!!!!!

４１２２ 会晤地点和参加人 ２３９（２－１２１）
!!!!!!!!!!!!!!

４１２３ 会晤记录 ２４０（２－１２２）
!!!!!!!!!!!!!!!!!!

４１３ 电话讨论 ２４０（２－１２２）
!!!!!!!!!!!!!!!!!!

４１４ 取证和现场调查 ２４１（２－１２３）
!!!!!!!!!!!!!!!

５ 答复和修改 ２４１（２－１２３）
!!!!!!!!!!!!!!!!!

５１ 答　复 ２４１（２－１２３）
!!!!!!!!!!!!!!!!!!!

５１１ 答复的方式 ２４２（２－１２４）
!!!!!!!!!!!!!!!!!

５１２ 答复的签署 ２４２（２－１２４）
!!!!!!!!!!!!!!!!!

５２ 修　改 ２４３（２－１２５）
!!!!!!!!!!!!!!!!!!!

５２１ 修改的要求 ２４３（２－１２５）
!!!!!!!!!!!!!!!!!

５２１１ 修改的内容与范围 ２４３（２－１２５）
!!!!!!!!!!!!!!

５２１２ 主动修改的时机 ２４４（２－１２６）
!!!!!!!!!!!!!!!

５２１３ 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的修改方式 ２４４（２－１２６）
!!!!!!!

５２２ 允许的修改 ２４５（２－１２７）
!!!!!!!!!!!!!!!!!

５２２１ 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２４６（２－１２８）
!!!!!!!!!!!!!

５２２２ 对说明书及其摘要的修改 ２４７（２－１２９）
!!!!!!!!!!!

５２３ 不允许的修改 ２４９（２－１３１）
!!!!!!!!!!!!!!!!

５２３１ 不允许的增加 ２４９（２－１３１）
!!!!!!!!!!!!!!!!

４１１



５２３２ 不允许的改变 ２５０（２－１３２）
!!!!!!!!!!!!!!!!

５２３３ 不允许的删除 ２５２（２－１３４）
!!!!!!!!!!!!!!!!

５２４ 修改的具体形式 ２５３（２－１３５）
!!!!!!!!!!!!!!!

５２４１ 提交替换页 ２５３（２－１３５）
!!!!!!!!!!!!!!!!!

５２４２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２５３（２－１３５）
!!!!!!!!!!!!!!

６ 驳回决定和授予专利权的通知 ２５３（２－１３５）
!!!!!!!!!

６１ 驳回决定 ２５４（２－１３６）
!!!!!!!!!!!!!!!!!!

６１１ 驳回申请的条件 ２５４（２－１３６）
!!!!!!!!!!!!!!!

６１２ 驳回的种类 ２５４（２－１３６）
!!!!!!!!!!!!!!!!!

６１３ 驳回决定的组成 ２５５（２－１３７）
!!!!!!!!!!!!!!!

６１４ 驳回决定正文的撰写 ２５５（２－１３７）
!!!!!!!!!!!!!

６１４１ 案　由 ２５５（２－１３７）
!!!!!!!!!!!!!!!!!!!

６１４２ 驳回的理由 ２５５（２－１３７）
!!!!!!!!!!!!!!!!!

６１４３ 决　定 ２５６（２－１３８）
!!!!!!!!!!!!!!!!!!!

６２ 授予专利权的通知 ２５６（２－１３８）
!!!!!!!!!!!!!!

６２１ 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的条件 ２５６（２－１３８）
!!!!!!!!

６２２ 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时应做的工作 ２５６（２－１３８）
!!!!!

７ 实质审查程序的终止、中止和恢复 ２５７（２－１３９）
!!!!!!!

７１ 程序的终止 ２５７（２－１３９）
!!!!!!!!!!!!!!!!!

７２ 程序的中止 ２５７（２－１３９）
!!!!!!!!!!!!!!!!!

７３ 程序的恢复 ２５７（２－１３９）
!!!!!!!!!!!!!!!!!

８ 前置审查与复审后的继续审查 ２５８（２－１４０）
!!!!!!!!!

第九章　 关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

规定 ２５９（２－１４１）
!!!!!!!!!!!!!!!!!!!!

１ 引　言 ２５９（２－１４１）
!!!!!!!!!!!!!!!!!!!

２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基准 ２５９（２－１４１）
!!!

３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示例 ２６１（２－１４３）
!!!

４ 汉字编码方法及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 ２７０（２－１５２）
!!!!!!

５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及权利

要求书的撰写 ２７１（２－１５３）
!!!!!!!!!!!!!!!!

５１ 说明书的撰写 ２７１（２－１５３）
!!!!!!!!!!!!!!!!

５２ 权利要求书的撰写 ２７１（２－１５３）
!!!!!!!!!!!!!!

第十章　 关于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 ２７５（２－１５７）
!!!

１ 引　言 ２７５（２－１５７）
!!!!!!!!!!!!!!!!!!!

５１１



２ 不授予专利权的化学发明专利申请 ２７５（２－１５７）
!!!!!!!

２１ 天然物质 ２７５（２－１５７）
!!!!!!!!!!!!!!!!!!

２２ 物质的医药用途 ２７５（２－１５７）
!!!!!!!!!!!!!!!

３ 化学发明的充分公开 ２７６（２－１５８）
!!!!!!!!!!!!!

３１ 化学产品发明的充分公开 ２７６（２－１５８）
!!!!!!!!!!!

３２ 化学方法发明的充分公开 ２７７（２－１５９）
!!!!!!!!!!!

３３ 化学产品用途发明的充分公开 ２７７（２－１５９）
!!!!!!!!!

３４ 关于实施例 ２７８（２－１６０）
!!!!!!!!!!!!!!!!!

４ 化学发明的权利要求 ２７８（２－１６０）
!!!!!!!!!!!!!

４１ 化合物权利要求 ２７８（２－１６０）
!!!!!!!!!!!!!!!

４２ 组合物权利要求 ２７８（２－１６０）
!!!!!!!!!!!!!!!

４２１ 开放式、封闭式及它们的使用要求 ２７８（２－１６０）
!!!!!!!

４２２ 组合物权利要求中组分和含量的限定 ２７９（２－１６１）
!!!!!!

４２３ 组合物权利要求的其他限定 ２８０（２－１６２）
!!!!!!!!!!

４３ 仅用结构和／或组成特征不能清楚表征的化学产品
权利要求 ２８０（２－１６２）

!!!!!!!!!!!!!!!!!!

４４ 化学方法权利要求 ２８１（２－１６３）
!!!!!!!!!!!!!!

４５ 用途权利要求 ２８１（２－１６３）
!!!!!!!!!!!!!!!!

４５１ 用途权利要求的类型 ２８１（２－１６３）
!!!!!!!!!!!!!

４５２ 物质的医药用途权利要求 ２８２（２－１６４）
!!!!!!!!!!!

５ 化学发明的新颖性 ２８２（２－１６４）
!!!!!!!!!!!!!!

５１ 化合物的新颖性 ２８２（２－１６４）
!!!!!!!!!!!!!!!

５２ 组合物的新颖性 ２８３（２－１６５）
!!!!!!!!!!!!!!!

５３ 用物理化学参数或者用制备方法表征的化学产品的

新颖性 ２８３（２－１６５）
!!!!!!!!!!!!!!!!!!!

５４ 化学产品用途发明的新颖性 ２８４（２－１６６）
!!!!!!!!!!

６ 化学发明的创造性 ２８４（２－１６６）
!!!!!!!!!!!!!!

６１ 化合物的创造性 ２８４（２－１６６）
!!!!!!!!!!!!!!!

６２ 化学产品用途发明的创造性 ２８６（２－１６８）
!!!!!!!!!!

７ 化学发明的实用性 ２８６（２－１６８）
!!!!!!!!!!!!!!

７１ 菜肴和烹调方法 ２８６（２－１６８）
!!!!!!!!!!!!!!!

７２ 医生处方 ２８６（２－１６８）
!!!!!!!!!!!!!!!!!!

８ 化学发明的单一性 ２８７（２－１６９）
!!!!!!!!!!!!!!

８１ 马库什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２８７（２－１６９）
!!!!!!!!!!!

８１１ 基本原则 ２８７（２－１６９）
!!!!!!!!!!!!!!!!!!

８１２ 举　例 ２８７（２－１６９）
!!!!!!!!!!!!!!!!!!!

６１１



８２ 中间体与最终产物的单一性 ２９０（２－１７２）
!!!!!!!!!!

８２１ 基本原则 ２９０（２－１７２）
!!!!!!!!!!!!!!!!!!

８２２ 举　例 ２９０（２－１７２）
!!!!!!!!!!!!!!!!!!!

９ 生物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 ２９１（２－１７３）
!!!!!!!

９１ 对要求保护的客体的审查 ２９１（２－１７３）
!!!!!!!!!!!

９１１ 依据专利法第五条对要求保护的客体的审查 ２９１（２－１７３）
!!!

９１１１ 人类胚胎干细胞 ２９２（２－１７４）
!!!!!!!!!!!!!!!

９１１２ 处于各形成和发育阶段的人体 ２９２（２－１７４）
!!!!!!!!!

９１１３ 违法获取或利用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 ２９２（２－１７４）
!!!!

９１２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对要求保护的客体的审查 ２９２（２－１７４）
!

９１２１ 微 生 物 ２９２（２－１７４）
!!!!!!!!!!!!!!!!!!

９１２２ 基因或 ＤＮＡ片段 ２９２（２－１７４）
!!!!!!!!!!!!!!!

９１２３ 动物和植物个体及其组成部分 ２９３（２－１７５）
!!!!!!!!!

９１２４ 转基因动物和植物 ２９３（２－１７５）
!!!!!!!!!!!!!!

９２ 说明书的充分公开 ２９３（２－１７５）
!!!!!!!!!!!!!!

９２１ 生物材料的保藏 ２９３（２－１７５）
!!!!!!!!!!!!!!!

９２２ 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 ２９５（２－１７７）
!!!!!!!!!!!!!

９２２１ 产品发明 ２９５（２－１７７）
!!!!!!!!!!!!!!!!!!

９２２２ 制备产品的方法发明 ２９７（２－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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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授予专利权的申请

法１ １引　言
对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必须有利于推动其应用，提高创新

能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为此，专利法

第二条对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作出了规定。考虑到国家和社会

的利益，专利法还对专利保护的范围作了某些限制性规定。一

方面，专利法第五条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

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

不授予专利权；另一方面，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不授予专

利权的客体。

法２２ ２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客体
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

的新的技术方案，这是对可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客体的一般性

定义，不是判断新颖性、创造性的具体审查标准。

技术方案是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

的技术手段的集合。技术手段通常是由技术特征来体现的。

未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以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

术效果的方案，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客体。

气味或者诸如声、光、电、磁、波等信号或者能量也不属

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客体。但利用其性质解决技术问

题的，则不属此列。

法５ ３根据专利法第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创造的公开、使

用、制造违反了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了公共利益的，不能

被授予专利权。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

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的含义较广泛，常

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时由于新法律、行政法规

的颁布实施或原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改、废止，会增设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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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某些限制，因此审查员在依据专利法第五条进行审查时，要

特别注意。

法５１ ３１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３１１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
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它不包括行政法规

和规章。

发明创造与法律相违背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如，用

于赌博的设备、机器或工具；吸毒的器具；伪造国家货币、票

据、公文、证件、印章、文物的设备等都属于违反法律的发明

创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发明创造并没有违反法律，但是由于其被滥用而违反法律

的，则不属此列。例如，用于医疗的各种毒药、麻醉品、镇静

剂、兴奋剂和用于娱乐的棋牌等。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法律

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其含

义是，如果仅仅是发明创造的产品的生产、销售或使用受到法

律的限制或约束，则该产品本身及其制造方法并不属于违反法

律的发明创造。例如，用于国防的各种武器的生产、销售及使

用虽然受到法律的限制，但这些武器本身及其制造方法仍然属

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

３１２违反社会公德的发明创造
社会公德，是指公众普遍认为是正当的、并被接受的伦理

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的内涵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因地域不同而各

异。中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限于中国境内。

发明创造与社会公德相违背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

如，带有暴力凶杀或者淫秽的图片或者照片的外观设计，非医

疗目的的人造性器官或者其替代物，人与动物交配的方法，改

变人生殖系遗传同一性的方法或改变了生殖系遗传同一性的

人，克隆的人或克隆人的方法，人胚胎的工业或商业目的的应

用，可能导致动物痛苦而对人或动物的医疗没有实质性益处的

改变动物遗传同一性的方法等，上述发明创造违反社会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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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３１３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
妨害公共利益，是指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给公众或社

会造成危害，或者会使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

【例如】

发明创造以致人伤残或损害财物为手段的，如一种使盗窃

者双目失明的防盗装置及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严重污染环境、严重浪费能源或

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危害公众健康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的文字或者图案涉及国家重大政治事件或宗教信

仰、伤害人民感情或民族感情或者宣传封建迷信的，不能被授

予专利权。

但是，如果发明创造因滥用而可能造成妨害公共利益的，

或者发明创造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存在某种缺点的，例如对

人体有某种副作用的药品，则不能以 “妨害公共利益”为理由

拒绝授予专利权。

３１４部分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申请
一件专利申请中含有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

益的内容，而其他部分是合法的，则该专利申请称为部分违反

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申请。对于这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在

审查时，应当通知申请人进行修改，删除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第

一款的部分。如果申请人不同意删除违法的部分，就不能被授

予专利权。

例如，一项 “投币式弹子游戏机”的发明创造。游戏者如

果达到一定的分数，机器则抛出一定数量的钱币。审查员应当

通知申请人将抛出钱币的部分删除或对其进行修改，使之成为

一个单纯的投币式游戏机。否则，它即使是一项新的有创造性

的技术方案，也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法５２ ３２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

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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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遗传资源，是指取自人体、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等含有遗

传功能单位并具有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材料；专利法所称依赖

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是指利用了遗传资源的遗传功能完

成的发明创造。

在上述规定中，遗传功能是指生物体通过繁殖将性状或者

特征代代相传或者使整个生物体得以复制的能力。

遗传功能单位是指生物体的基因或者具有遗传功能的 ＤＮＡ
或者 ＲＮＡ片段。

取自人体、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等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

材料，是指遗传功能单位的载体，既包括整个生物体，也包括

生物体的某些部分，例如器官、组织、血液、体液、细胞、基

因组、基因、ＤＮＡ或者 ＲＮＡ片段等。
发明创造利用了遗传资源的遗传功能是指对遗传功能单位

进行分离、分析、处理等，以完成发明创造，实现其遗传资源

的价值。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是指

遗传资源的获取或者利用未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事先获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或者相关权利人的许可。

例如，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

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的规定，向

境外输出列入中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应当

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某发明创造的完成依赖于中国向境外出口

的列入中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某畜禽遗传资源，未办理

审批手续的，该发明创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法２５ ４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主题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所

列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法２５１（１） ４１科学发现
科学发现，是指对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变化

过程及其特性和规律的揭示。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界认识的总

结，是更为广义的发现。它们都属于人们认识的延伸。这些被

认识的物质、现象、过程、特性和规律不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

技术方案，不是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创造，因此不能被授予专

利权。例如，发现卤化银在光照下有感光特性，这种发现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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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予专利权，但是根据这种发现制造出的感光胶片以及此感

光胶片的制造方法则可以被授予专利权。又如，从自然界找到

一种以前未知的以天然形态存在的物质，仅仅是一种发现，不

能被授予专利权 （关于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提取出来的物质的

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第２１节的规定）。
应当注意，发明和发现虽有本质不同，但两者关系密切。

通常，很多发明是建立在发现的基础之上的，进而发明又促进

了发现。发明与发现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化学物质的 “用途发

明”上表现最为突出，当发现某种化学物质的特殊性质之后，

利用这种性质的 “用途发明”则应运而生。

法２５１（２）
法２２

４２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智力活动，是指人的思维运动，它源于人的思维，经过推

理、分析和判断产生出抽象的结果，或者必须经过人的思维运

动作为媒介，间接地作用于自然产生结果。智力活动的规则和

方法是指导人们进行思维、表述、判断和记忆的规则和方法。

由于其没有采用技术手段或者利用自然规律，也未解决技术问

题和产生技术效果，因而不构成技术方案。它既不符合专利法

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又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因此，指导人们进行这类活动的规则和

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在判断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

主题是否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１）如果一项权利要求仅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则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除其主题名称以外，对其进行限定的

全部内容均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则该权利要求实质上仅

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也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

【例如】

审查专利申请的方法；

组织、生产、商业实施和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方法及制度；

交通行车规则、时间调度表、比赛规则；

演绎、推理和运筹的方法；

图书分类规则、字典的编排方法、情报检索的方法、专利

分类法；

日历的编排规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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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和设备的操作说明；

各种语言的语法、汉字编码方法；

计算机的语言及计算规则；

速算法或口诀；

数学理论和换算方法；

心理测验方法；

教学、授课、训练和驯兽的方法；

各种游戏、娱乐的规则和方法；

统计、会计和记账的方法；

乐谱、食谱、棋谱；

锻炼身体的方法；

疾病普查的方法和人口统计的方法；

信息表述方法；

计算机程序本身。

（２）除了上述 （１）所描述的情形之外，如果一项权利要
求在对其进行限定的全部内容中既包含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的内容，又包含技术特征，则该权利要求就整体而言并不是一

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应当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排除

其获得专利权的可能性。

法２５１（３） ４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指以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

为直接实施对象，进行识别、确定或消除病因或病灶的过程。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和社会伦理的原因，医生在诊断和治

疗过程中应当有选择各种方法和条件的自由。另外，这类方法

直接以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为实施对象，无法在产业上利

用，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创造。因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但是，用于实施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仪器或装置，以及

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中使用的物质或材料属于可被授予专利

权的客体。

４３１诊断方法
诊断方法，是指为识别、研究和确定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

体病因或病灶状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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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１属于诊断方法的发明
一项与疾病诊断有关的方法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则属于疾病的诊断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１）以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为对象；
（２）以获得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为直接目的。
如果一项发明从表述形式上看是以离体样品为对象的，但

该发明是以获得同一主体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为直接目

的，则该发明仍然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如果请求专利保护的方法中包括了诊断步骤或者虽未包括

诊断步骤但包括检测步骤，而根据现有技术中的医学知识和该

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只要知晓所说的诊断或检测信息，就能

够直接获得疾病的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则该方法满足上述条

件 （２）。
以下方法是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例子：

血压测量法、诊脉法、足诊法、Ｘ光诊断法、超声诊断法、
胃肠造影诊断法、内窥镜诊断法、同位素示踪影像诊断法、红

外光无损诊断法、患病风险度评估方法、疾病治疗效果预测方

法、基因筛查诊断法。

４３１２不属于诊断方法的发明
以下几类方法是不属于诊断方法的例子：

（１）在已经死亡的人体或动物体上实施的病理解剖方法；
（２）直接目的不是获得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而只是从活

的人体或动物体获取作为中间结果的信息的方法，或处理该信

息 （形体参数、生理参数或其他参数）的方法；

（３）直接目的不是获得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而只是对已
经脱离人体或动物体的组织、体液或排泄物进行处理或检测以

获取作为中间结果的信息的方法，或处理该信息的方法。

对上述 （２）和 （３）项需要说明的是，只有当根据现有技
术中的医学知识和该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从所获得的信息本身

不能够直接得出疾病的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时，这些信息才能

被认为是中间结果。

４３２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是指为使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恢复或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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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或减少痛苦，进行阻断、缓解或者消除病因或病灶的

过程。

治疗方法包括以治疗为目的或者具有治疗性质的各种方

法。预防疾病或者免疫的方法视为治疗方法。

对于既可能包含治疗目的，又可能包含非治疗目的的方

法，应当明确说明该方法用于非治疗目的，否则不能被授予专

利权。

４３２１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
以下几类方法是属于或者应当视为治疗方法的例子，不能

被授予专利权。

（１）外科手术治疗方法、药物治疗方法、心理疗法。
（２）以治疗为目的的针灸、麻醉、推拿、按摩、刮痧、气

功、催眠、药浴、空气浴、阳光浴、森林浴和护理方法。

（３）以治疗为目的利用电、磁、声、光、热等种类的辐射
刺激或照射人体或者动物体的方法。

（４）以治疗为目的采用涂覆、冷冻、透热等方式的治疗
方法。

（５）为预防疾病而实施的各种免疫方法。
（６）为实施外科手术治疗方法和／或药物治疗方法采用的辅

助方法，例如返回同一主体的细胞、组织或器官的处理方法、

血液透析方法、麻醉深度监控方法、药物内服方法、药物注射

方法、药物外敷方法等。

（７）以治疗为目的的受孕、避孕、增加精子数量、体外受
精、胚胎转移等方法。

（８）以治疗为目的的整容、肢体拉伸、减肥、增高方法。
（９）处置人体或动物体伤口的方法，例如伤口消毒方法、

包扎方法。

（１０）以治疗为目的的其他方法，例如人工呼吸方法、输氧
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使用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不能被授

予专利权的，但是，药物本身是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有关物

质的医药用途的专利申请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第 ２２节
和第４５２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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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２不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
以下几类方法是不属于治疗方法的例子，不得依据专利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项拒绝授予其专利权。

（１）制造假肢或者假体的方法，以及为制造该假肢或者假
体而实施的测量方法。例如一种制造假牙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在病人口腔中制作牙齿模具，而在体外制造假牙。虽然其最终

目的是治疗，但是该方法本身的目的是制造出合适的假牙。

（２）通过非外科手术方式处置动物体以改变其生长特性的
畜牧业生产方法。例如，通过对活羊施加一定的电磁刺激促进

其增长、提高羊肉质量或增加羊毛产量的方法。

（３）动物屠宰方法。
（４）对于已经死亡的人体或动物体采取的处置方法。例如

解剖、整理遗容、尸体防腐、制作标本的方法。

（５）单纯的美容方法，即不介入人体或不产生创伤的美容
方法，包括在皮肤、毛发、指甲、牙齿外部可为人们所视的部

位局部实施的、非治疗目的的身体除臭、保护、装饰或者修饰

方法。

（６）为使处于非病态的人或者动物感觉舒适、愉快或者在
诸如潜水、防毒等特殊情况下输送氧气、负氧离子、水分的

方法。

（７）杀灭人体或者动物体外部 （皮肤或毛发上，但不包括

伤口和感染部位）的细菌、病毒、虱子、跳蚤的方法。

４３２３外科手术方法
外科手术方法，是指使用器械对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

实施的剖开、切除、缝合、纹刺等创伤性或者介入性治疗或处

置的方法，这种外科手术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对于

已经死亡的人体或者动物体实施的剖开、切除、缝合、纹刺等

处置方法，只要该方法不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则属于可

被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外科手术方法分为治疗目的和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

方法。

以治疗为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属于治疗方法，根据专利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规定不授予其专利权。

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五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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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节的规定。

法２５１（４） ４４动物和植物品种
动物和植物是有生命的物体。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第 （四）项的规定，动物和植物品种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专

利法所称的动物不包括人，所述动物是指不能自己合成，而只

能靠摄取自然的碳水化合物及蛋白质来维系其生命的生物。专

利法所称的植物，是指可以借助光合作用，以水、二氧化碳和

无机盐等无机物合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来维系生存，并通常

不发生移动的生物。动物和植物品种可以通过专利法以外的其

他法律法规保护，例如，植物新品种可以通过 《植物新品种保

护条例》给予保护。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动物和植物品种

的生产方法，可以授予专利权。但这里所说的生产方法是指非

生物学的方法，不包括生产动物和植物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否属于 “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取决于在该

方法中人的技术介入程度。如果人的技术介入对该方法所要达

到的目的或者效果起了主要的控制作用或者决定性作用，则这

种方法不属于 “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例如，采用辐照饲养

法生产高产牛奶的乳牛的方法；改进饲养方法生产瘦肉型猪的

方法等属于可被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客体。

所谓微生物发明是指利用各种细菌、真菌、病毒等微生物

去生产一种化学物质 （如抗生素）或者分解一种物质等的发

明。微生物和微生物方法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关于微生物发明

专利申请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的有关规定。

法２５１（５） ４５原子核变换方法和用该方法获得的物质
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该方法所获得的物质关系到国家的

经济、国防、科研和公共生活的重大利益，不宜为单位或私人

垄断，因此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４５１原子核变换方法
原子核变换方法，是指使一个或几个原子核经分裂或者聚

合，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原子核的过程，例如：完成核聚变反应

的磁镜阱法、封闭阱法以及实现核裂变的各种方法等，这些变

换方法是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但是，为实现原子核变换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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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粒子能量的粒子加速方法 （如电子行波加速法、电子驻波加

速法、电子对撞法、电子环形加速法等），不属于原子核变换

方法，而属于可被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客体。

为实现核变换方法的各种设备、仪器及其零部件等，均属

于可被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４５２用原子核变换方法所获得的物质
用原子核变换方法所获得的物质，主要是指用加速器、反

应堆以及其他核反应装置生产、制造的各种放射性同位素，这

些同位素不能被授予发明专利权。

但是这些同位素的用途以及使用的仪器、设备属于可被授

予专利权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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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一件发明专利申请

应当有说明书 （必要时应当有附图）及其摘要和权利要求书；

一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有说明书 （包括附图）及其摘要和

权利要求书。

法２６３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是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及确定其保

护范围的法律文件。

说明书及附图主要用于清楚、完整地描述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理解和实施该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

法２６４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

专利保护的范围。

根据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

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本章对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主要内容及撰写要求作了适

用于所有技术领域的一般性规定。涉及计算机程序以及化学领

域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若干具体问题，适用本部

分第九章和第十章的规定。

２说 明 书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分别

对说明书的实质性内容和撰写方式作了规定。

２１说明书应当满足的要求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

够实现为准。

说明书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的清楚、完整的说明，应

当达到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的程度。也就是说，

说明书应当满足充分公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要求。

关于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含义，适用本部分第

四章第２４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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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６３ ２１１清　楚
说明书的内容应当清楚，具体应满足下述要求：

（１）主题明确。说明书应当从现有技术出发，明确地反映
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想要做什么和如何去做，使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能够确切地理解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主

题。换句话说，说明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

技术问题以及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并对照现有技

术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上述技术问题、技术方

案和有益效果应当相互适应，不得出现相互矛盾或不相关联的

情形。

（２）表述准确。说明书应当使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属技
术领域的技术术语。说明书的表述应当准确地表达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的技术内容，不得含糊不清或者模棱两可，以致所属技

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清楚、正确地理解该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

法２６３ ２１２完　整
完整的说明书应当包括有关理解、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所需的全部技术内容。

一份完整的说明书应当包含下列各项内容：

（１）帮助理解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可缺少的内容。例如，
有关所属技术领域、背景技术状况的描述以及说明书有附图时

的附图说明等。

（２）确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所需的内容。例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

效果。

（３）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需的内容。例如，为解决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方案的具体实施

方式。

对于克服了技术偏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中还应

当解释为什么说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克服了技术偏见，新的技

术方案与技术偏见之间的差别以及为克服技术偏见所采用的技

术手段。

应当指出，凡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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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接、唯一地得出的有关内容，均应当在说明书中描述。

法２６３ ２１３能够实现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就能够实现该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

效果。

说明书应当清楚地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详

细地描述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完整地公开

对于理解和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必不可少的技术内容，达到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程

度。审查员如果有合理的理由质疑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没有达到

充分公开的要求，则应当要求申请人予以澄清。

以下各种情况由于缺乏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而被认为

无法实现：

（１）说明书中只给出任务和／或设想，或者只表明一种愿望
和／或结果，而未给出任何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
施的技术手段；

（２）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来说，该手段是含糊不清的，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

具体实施；

（３）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采用该手段并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

（４）申请的主题为由多个技术手段构成的技术方案，对于
其中一个技术手段，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

的内容并不能实现；

（５）说明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技术方案，但未给出实验证据，
而该方案又必须依赖实验结果加以证实才能成立。例如，对于

已知化合物的新用途发明，通常情况下，需要在说明书中给出

实验证据来证实其所述的用途以及效果，否则将无法达到能够

实现的要求。

２２说明书的撰写方式和顺序
细则１７１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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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与请求书中的名称一致。说明书应当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一）技术领域：写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所属的技术

领域；

（二）背景技术：写明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理解、检索、

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有可能的，并引证反映这些背景技术的

文件；

（三）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并对

照现有技术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四）附图说明：说明书有附图的，对各幅附图作简略

说明；

（五）具体实施方式：详细写明申请人认为实现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必要时，举例说明；有附图的，对照附

图说明。

细则１７２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说明书应当按照上述方式和顺序撰

写，并在每一部分前面写明标题，除非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性质用其他方式或者顺序撰写能够节约说明书的篇幅并使他人

能够准确理解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细则１７３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并且

不得使用 “如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类的引用语，也不

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细则１７４ 发明专利申请包含一个或者多个核苷酸或者氨基酸序列

的，说明书应当包括符合规定的序列表。有关序列表的提交参

见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４２节。
以下就上述方式和顺序逐项详细说明。

细则１７１ ２２１名　称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应当清楚、简要，写在说明书首

页正文部分的上方居中位置。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应当按照以下各项要求撰写：

（１）说明书中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与请求书中的名
称应当一致，一般不得超过２５个字，特殊情况下，例如，化学
领域的某些申请，可以允许最多到４０个字；

（２）采用所属技术领域通用的技术术语，最好采用国际专
利分类表中的技术术语，不得采用非技术术语；

（３）清楚、简要、全面地反映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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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主题和类型 （产品或者方法），以利于专利申请的分类，

例如一件包含拉链产品和该拉链制造方法两项发明的申请，其

名称应当写成 “拉链及其制造方法”；

（４）不得使用人名、地名、商标、型号或者商品名称等，
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细则１７１（１） ２２２技术领域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领域应当是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所属或者直接应用的具体技术领域，而不是

上位的或者相邻的技术领域，也不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本身。

该具体的技术领域往往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国际专利分类表

中可能分入的最低位置有关。例如，一项关于挖掘机悬臂的发

明，其改进之处是将背景技术中的长方形悬臂截面改为椭圆形

截面。其所属技术领域可以写成 “本发明涉及一种挖掘机，特

别是涉及一种挖掘机悬臂” （具体的技术领域），而不宜写成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机械” （上位的技术领域），也不宜写成

“本发明涉及挖掘机悬臂的椭圆形截面”或者 “本发明涉及一

种截面为椭圆形的挖掘机悬臂”（发明本身）。

细则１７１（２） ２２３背景技术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的背景技术部分应当写明对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的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并且尽可

能引证反映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尤其要引证包含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权利要求书中的独立权利要求前序部分技术特征的现有

技术文件，即引证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最接近的现有

技术文件。说明书中引证的文件可以是专利文件，也可以是非

专利文件，例如期刊、杂志、手册和书籍等。引证专利文件

的，至少要写明专利文件的国别、公开号，最好包括公开日

期；引证非专利文件的，要写明这些文件的标题和详细出处。

此外，在说明书背景技术部分中，还要客观地指出背景技

术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但是，仅限于涉及由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的技术方案所解决的问题和缺点。在可能的情况下，说明存

在这种问题和缺点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时曾经遇到的

困难。

引证文件还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１）引证文件应当是公开出版物，除纸件形式外，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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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出版物等形式。

（２）所引证的非专利文件和外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应当在
本申请的申请日之前；所引证的中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不能晚

于本申请的公开日。

（３）引证外国专利或非专利文件的，应当以所引证文件公
布或发表时的原文所使用的文字写明引证文件的出处以及相关

信息，必要时给出中文译文，并将译文放置在括号内。

如果引证文件满足上述要求，则认为本申请说明书中记载

了所引证文件中的内容。但是这样的引证方式是否达到充分公

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要求，参见本章第２２６节。

细则１７１（３） ２２４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
本部分应当清楚、客观地写明以下内容：

（１）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指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要解决的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记载的技术方案应当能够解决这些技术问题。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应当按照下列要求

撰写：

（ｉ）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ｉｉ）用正面的、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客观而有根据地反映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其技术

效果。

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描述不得采用

广告式宣传用语。

一件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可以列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

决的一个或者多个技术问题，但是同时应当在说明书中描述解

决这些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当一件申请包含多项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时，说明书中列出的多个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应当都与一

个总的发明构思相关。

（２）技术方案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核心是其在说明书中记

载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第 （三）项所说的写明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指清楚、

完整地描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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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技术特征。在技术方案这一部分，至少应反映包含全部必

要技术特征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还可以给出包含其他

附加技术特征的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

说明书中记载的这些技术方案应当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

应技术方案的表述相一致。

一般情况下，说明书技术方案部分首先应当写明独立权利

要求的技术方案，其用语应当与独立权利要求的用语相应或者

相同，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必要技术特征总和的形式阐明其实

质，必要时，说明必要技术特征总和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效果

之间的关系。

然后，可以通过对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附加技术特征的

描述，反映对其作进一步改进的从属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

如果一件申请中有几项发明或者几项实用新型，应当说明

每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３）有益效果
说明书应当清楚、客观地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

术相比所具有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是指由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直接带

来的，或者是由所述的技术特征必然产生的技术效果。

有益效果是确定发明是否具有 “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

是否具有 “进步”的重要依据。

通常，有益效果可以由产率、质量、精度和效率的提高，

能耗、原材料、工序的节省，加工、操作、控制、使用的简便，

环境污染的治理或者根治，以及有用性能的出现等方面反映

出来。

有益效果可以通过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结构特点的分析和

理论说明相结合，或者通过列出实验数据的方式予以说明，不

得只断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有益的效果。

但是，无论用哪种方式说明有益效果，都应当与现有技术

进行比较，指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的区别。

机械、电气领域中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某

些情况下，可以结合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结构特征和作用方式

进行说明。但是，化学领域中的发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适

于用这种方式说明发明的有益效果，而是借助于实验数据来

说明。

对于目前尚无可取的测量方法而不得不依赖于人的感官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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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例如味道、气味等，可以采用统计方法表示的实验结果

来说明有益效果。

在引用实验数据说明有益效果时，应当给出必要的实验条

件和方法。

细则１７１（４） ２２５附图说明
说明书有附图的，应当写明各幅附图的图名，并且对图示

的内容作简要说明。在零部件较多的情况下，允许用列表的方

式对附图中具体零部件名称列表说明。

附图不止一幅的，应当对所有附图作出图面说明。

例如，一件发明名称为 “燃煤锅炉节能装置”的专利申

请，其说明书包括四幅附图，这些附图的图面说明如下：

图１是燃煤锅炉节能装置的主视图；
图２是图１所示节能装置的侧视图；
图３是图２中的 Ａ向视图；
图４是沿图１中 Ｂ－Ｂ线的剖视图。

细则１７１（５） ２２６具体实施方式
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是说明书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充分公开、理解和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支持和解释权利要求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说明书应当

详细描述申请人认为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

方式。在适当情况下，应当举例说明；有附图的，应当对照附

图进行说明。

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应当体现申请中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

的技术方案，并应当对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给予详细说明，以

支持权利要求。

对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应当详细，使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实施例是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举

例说明。实施例的数量应当根据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性质、所

属技术领域、现有技术状况以及要求保护的范围来确定。

当一个实施例足以支持权利要求所概括的技术方案时，说

明书中可以只给出一个实施例。当权利要求 （尤其是独立权利

要求）覆盖的保护范围较宽，其概括不能从一个实施例中找到

依据时，应当给出至少两个不同实施例，以支持要求保护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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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当权利要求相对于背景技术的改进涉及数值范围时，通常

应给出两端值附近 （最好是两端值）的实施例，当数值范围较

宽时，还应当给出至少一个中间值的实施例。

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如果说

明书涉及技术方案的部分已经就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

要求保护的主题作出了清楚、完整的说明，说明书就不必在涉

及具体实施方式部分再作重复说明。

对于产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实施方式或者实施例应当

描述产品的机械构成、电路构成或者化学成分，说明组成产品

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可动作的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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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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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可以用不同的参

数或者参数范围表示的工艺条件。

在具体实施方式部分，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或者发明或实

用新型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技术特征，一般来说可以不

作详细的描述，但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技术

特征以及从属权利要求中的附加技术特征应当足够详细地描

述，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技术方案为准。应

当注意的是，为了方便专利审查，也为了帮助公众更直接地理

解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对于那些就满足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

款的要求而言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能采用引证其他文件的方式

撰写，而应当将其具体内容写入说明书。

对照附图描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

时，使用的附图标记或者符号应当与附图中所示的一致，并放

在相应的技术名称的后面，不加括号。例如，对涉及电路连接

的说明，可以写成 “电阻３通过三极管４的集电极与电容５相
连接”，不得写成 “３通过４与５连接”。

细则１７３及３１ ２２７对于说明书撰写的其他要求
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即说明书的内容应当明

确，无含糊不清或者前后矛盾之处，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容易理解。

说明书应当使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术

语。对于自然科学名词，国家有规定的，应当采用统一的术

语，国家没有规定的，可以采用所属技术领域约定俗成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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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也可以采用鲜为人知或者最新出现的科技术语，或者直接

使用外来语 （中文音译或意译词），但是其含义对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必须是清楚的，不会造成理解错误；必要时

可以采用自定义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给出明确的定义或者

说明。一般来说，不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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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含义，以免造成误解和语义混

乱。说明书中使用的技术术语与符号应当前后一致。

说明书应当使用中文，但是在不产生歧义的前提下，个别

词语可以使用中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在说明书中第一次使用非

中文技术名词时，应当用中文译文加以注释或者使用中文给予

说明。

例如，在下述情况下可以使用非中文表述形式：

（１）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技术名词可以使用非中文形式
表述，例如用 “ＥＰＲＯＭ”表示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用
“ＣＰＵ”表示中央处理器；但在同一语句中连续使用非中文技
术名词可能造成该语句难以理解的，则不允许。

（２）计量单位、数学符号、数学公式、各种编程语言、计
算机程序、特定意义的表示符号 （例如中国国家标准缩写 ＧＢ）
等可以使用非中文形式。

此外，所引用的外国专利文献、专利申请、非专利文献的

出处和名称应当使用原文，必要时给出中文译文，并将译文放

置在括号内。

说明书中的计量单位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包括国

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必要时可以在

括号内同时标注本领域公知的其他计量单位。

说明书中无法避免使用商品名称时，其后应当注明其型

号、规格、性能及制造单位。

说明书中应当避免使用注册商标来确定物质或者产品。

细则１８
法２６３

２３说明书附图
附图是说明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附图的作用在于用图形补充说明书文字部分的描述，使人

能够直观地、形象化地理解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每个技术特征

和整体技术方案。对于机械和电学技术领域中的专利申请，说

明书附图的作用尤其明显。因此，说明书附图应该清楚地反映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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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明专利申请，用文字足以清楚、完整地描述其技术方

案的，可以没有附图。

细则１７５
细则１８２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必须有附图。

一件专利申请有多幅附图时，在用于表示同一实施方式的

各幅图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 （同一技术特征或者同一对象）

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说明书中与附图中使用的相同的附图标

记应当表示同一组成部分。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图标

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现的附图标记也不得在说明

书文字部分中提及。

细则１８３ 附图中除了必需的词语外，不应当含有其他的注释；但对

于流程图、框图一类的附图，应当在其框内给出必要的文字或

符号。

关于附图的绘制要求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４３节
的规定。

细则２３ ２４说明书摘要
摘要是说明书记载内容的概述，它仅是一种技术信息，不

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的内容不属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原始记载的内容，不

能作为以后修改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书的根据，也不能用来解

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摘要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细则２３１及２ （１）摘要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和所属技术领
域，并清楚地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方

案的要点以及主要用途，其中以技术方案为主；摘要可以包含

最能说明发明的化学式；

细则２３２ （２）有附图的专利申请，应当提供或者由审查员指定一幅
最能反映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要技术特征的附图

作为摘要附图，该摘要附图应当是说明书附图中的一幅；

细则２３２ （３）摘要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 ４厘
米 ×６厘米时，仍能清楚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

细则２３２ （４）摘要文字部分 （包括标点符号）不得超过 ３００个字，
并且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此外，摘要文字部分出现的附图标记应当加括号。

本章以上各节对说明书的实质性内容和撰写方式的要求作

了详细的规定。应当注意，在实质审查中，当说明书因公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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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而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时，属于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的情形；若仅仅存在

不满足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要求的缺陷，则不属于可以根

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予以驳回的情形。如果说明

书中存在的用词不规范、语句不清楚缺陷并不导致发明不可实

现，那么该情形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所述的缺陷，审

查员不应当据此驳回该申请。此外，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

条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的情形中不包括说明书摘要不满足要求

的情形。

３权利要求书
法２６４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

专利保护的范围。

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技术

特征可以是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组成要素，也可

以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和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对权利要求的内容及其撰写作

了规定。

细则２０１ 　　一份权利要求书中应当至少包括一项独立权利要求，还可
以包括从属权利要求。

３１权利要求

３１１权利要求的类型
按照性质划分，权利要求有两种基本类型，即物的权利要

求和活动的权利要求，或者简单地称为产品权利要求和方法权

利要求。第一种基本类型的权利要求包括人类技术生产的物

（产品、设备）；第二种基本类型的权利要求包括有时间过程要

素的活动 （方法、用途）。属于物的权利要求有物品、物质、

材料、工具、装置、设备等权利要求；属于活动的权利要求有

制造方法、使用方法、通讯方法、处理方法以及将产品用于特

定用途的方法等权利要求。

在类型上区分权利要求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通常情况下，在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权利要求

中的所有特征均应当予以考虑，而每一个特征的实际限定作用

应当最终体现在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主题上。例如，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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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权利要求中的一个或多个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并且也不

能用参数特征予以清楚地表征时，允许借助于方法特征表征。

但是，方法特征表征的产品权利要求的保护主题仍然是产品，

其实际的限定作用取决于对所要求保护的产品本身带来何种

影响。

对于主题名称中含有用途限定的产品权利要求，其中的用

途限定在确定该产品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应当予以考虑，但

其实际的限定作用取决于对所要求保护的产品本身带来何种影

响。例如，主题名称为 “用于钢水浇铸的模具”的权利要求，

其中 “用于钢水浇铸”的用途对主题 “模具”具有限定作用；

对于 “一种用于冰块成型的塑料模盒”，因其熔点远低于 “用

于钢水浇铸的模具”的熔点，不可能用于钢水浇铸，故不在上

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然而，如果 “用于……”的限定对

所要求保护的产品或设备本身没有带来影响，只是对产品或设

备的用途或使用方式的描述，则其对产品或设备例如是否具有

新颖性、创造性的判断不起作用。例如，“用于……的化合物

Ｘ”，如果其中 “用于……”对化合物 Ｘ本身没有带来任何影
响，则在判断该化合物 Ｘ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时，其中的
用途限定不起作用。

３１２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
细则２０２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

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必要技术特征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为解决其技术问题

所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其总和足以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技术方案，使之区别于背景技术中所述的其他技术方案。

判断某一技术特征是否为必要技术特征，应当从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出发并考虑说明书描述的整体内容，不应简单地将

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直接认定为必要技术特征。

在一件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独立权利要求所限定的

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最宽。

细则２０３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包含了另一项同类型权利要求中的所有

技术特征，且对该另一项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作了进一步的限

定，则该权利要求为从属权利要求。由于从属权利要求用附加

的技术特征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作了进一步的限定，所以其保

护范围落在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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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权利要求中的附加技术特征，可以是对所引用的权利

要求的技术特征作进一步限定的技术特征，也可以是增加的技

术特征。

一件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应当至少有一项独立权利

要求。当有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独立权利要求时，写在最前面的

独立权利要求被称为第一独立权利要求，其他独立权利要求称

为并列独立权利要求。审查员应当注意，有时并列独立权利要

求也引用在前的独立权利要求，例如， “一种实施权利要求 １
的方法的装置，……”； “一种制造权利要求 １的产品的方
法，……”；“一种包含权利要求１的部件的设备，……”；“与
权利要求１的插座相配合的插头，……”等。这种引用其他独
立权利要求的权利要求是并列的独立权利要求，而不能被看作

是从属权利要求。对于这种引用另一权利要求的独立权利要

求，在确定其保护范围时，被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特征均应予以

考虑，而其实际的限定作用应当最终体现在对该独立权利要求

的保护主题产生了何种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形式上的从属权利要求 （即其包含有从属

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实质上不一定是从属权利要求。例如，

独立权利要求１为：“包括特征 Ｘ的机床”。在后的另一项权利
要求为：“根据权利要求 １所述的机床，其特征在于用特征 Ｙ
代替特征 Ｘ”。在这种情况下，后一权利要求也是独立权利要
求。审查员不得仅从撰写的形式上判定在后的权利要求为从属

权利要求。

３２权利要求书应当满足的要求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
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技术特征。

法２６４ ３２１以说明书为依据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是指权利要求应当得到

说明书的支持。权利要求书中的每一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

技术方案应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

开的内容中得到或概括得出的技术方案，并且不得超出说明书

公开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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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通常由说明书记载的一个或者多个实施方式或实

施例概括而成。权利要求的概括应当不超出说明书公开的范

围。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合理预测说明书给出的

实施方式的所有等同替代方式或明显变型方式都具备相同的性

能或用途，则应当允许申请人将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概括至覆

盖其所有的等同替代或明显变型的方式。对于权利要求概括得

是否恰当，审查员应当参照与之相关的现有技术进行判断。开

拓性发明可以比改进性发明有更宽的概括范围。

对于用上位概念概括或用并列选择方式概括的权利要求，

应当审查这种概括是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如果权利要求的概

括包含申请人推测的内容，而其效果又难于预先确定和评价，

应当认为这种概括超出了说明书公开的范围。如果权利要求的

概括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该上位概括或并列

概括所包含的一种或多种下位概念或选择方式不能解决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则

应当认为该权利要求没有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对于这些情况，

审查员应当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以权利要求

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为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权利要求。

例如，对于 “用高频电能影响物质的方法”这样一个概括

较宽的权利要求，如果说明书中只给出一个 “用高频电能从气

体中除尘”的实施方式，对高频电能影响其他物质的方法未作

说明，而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难以预先确定或评价高

频电能影响其他物质的效果，则该权利要求被认为未得到说明

书的支持。

再如，对于 “控制冷冻时间和冷冻程度来处理植物种子的

方法”这样一个概括较宽的权利要求，如果说明书中仅记载了

适用于处理一种植物种子的方法，未涉及其他种类植物种子的

处理方法，而且园艺技术人员也难以预先确定或评价处理其他

种类植物种子的效果，则该权利要求也被认为未得到说明书的

支持。除非说明书中还指出了这种植物种子和其他植物种子的

一般关系，或者记载了足够多的实施例，使园艺技术人员能够

明了如何使用这种方法处理植物种子，才可以认为该权利要求

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

对于一个概括较宽又与整类产品或者整类机械有关的权利

要求，如果说明书中有较好的支持，并且也没有理由怀疑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在权利要求范围内不可以实施，那么，即使这个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１４５（２－２７　　　）

权利要求范围较宽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说明书中给出的信

息不充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用常规的实验或者分析方

法不足以把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扩展到权利要求所述的保护范围

时，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作出解释，说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在说明书给出信息的基础上，能够容易地将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扩展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否则，应当要求申请人限

制权利要求。例如，对于 “一种处理合成树脂成型物来改变其

性质的方法”的权利要求，如果说明书中只涉及热塑性树脂的

实施例，而且申请人又不能证明该方法也适用于热固性树脂，

那么申请人就应当把权利要求限制在热塑性树脂的范围内。

通常，对产品权利要求来说，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功能或者

效果特征来限定发明。只有在某一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来

限定，或者技术特征用结构特征限定不如用功能或效果特征来

限定更为恰当，而且该功能或者效果能通过说明书中规定的实

验或者操作或者所属技术领域的惯用手段直接和肯定地验证的

情况下，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定发明才可能是允许的。

对于权利要求中所包含的功能性限定的技术特征，应当理

解为覆盖了所有能够实现所述功能的实施方式。对于含有功能

性限定的特征的权利要求，应当审查该功能性限定是否得到说

明书的支持。如果权利要求中限定的功能是以说明书实施例中

记载的特定方式完成的，并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明

了此功能还可以采用说明书中未提到的其他替代方式来完成，

或者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该功能性限定所包含

的一种或几种方式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并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则权利要求中不得采用覆盖了

上述其他替代方式或者不能解决发明或实用新型技术问题的方

式的功能性限定。

此外，如果说明书中仅以含糊的方式描述了其他替代方式

也可能适用，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并不清楚这

些替代方式是什么或者怎样应用这些替代方式，则权利要求中

的功能性限定也是不允许的。另外，纯功能性的权利要求得不

到说明书的支持，因而也是不允许的。

在判断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时，应当考虑说明

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仅限于具体实施方式部分的内容。如果

说明书的其他部分也记载了有关具体实施方式或实施例的内

容，从说明书的全部内容来看，能说明权利要求的概括是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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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应当认为权利要求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

对于包括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或者不同类型权利

要求的权利要求书，需要逐一判断各项权利要求是否都得到了

说明书的支持。独立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并不意味着从属

权利要求也必然得到支持；方法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也并

不意味着产品权利要求必然得到支持。

当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在原始申请的权

利要求书中已经记载而在说明书中没有记载时，允许申请人将

其补入说明书。但是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在说明书中存在一致

性的表述，并不意味着权利要求必然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只有

当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

到或概括得出该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时，记载该

技术方案的权利要求才被认为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

法２６４ ３２２清　楚
权利要求书是否清楚，对于确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

护的范围是极为重要的。

权利要求书应当清楚，一是指每一项权利要求应当清楚，

二是指构成权利要求书的所有权利要求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

清楚。

首先，每项权利要求的类型应当清楚。权利要求的主题名

称应当能够清楚地表明该权利要求的类型是产品权利要求还是

方法权利要求。不允许采用模糊不清的主题名称，例如， “一

种……技术”，或者在一项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中既包含有产

品又包含有方法，例如，“一种……产品及其制造方法”。

另一方面，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还应当与权利要求的技术

内容相适应。

产品权利要求适用于产品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通常应当用

产品的结构特征来描述。特殊情况下，当产品权利要求中的一

个或多个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予以清楚地表征时，允许借

助物理或化学参数表征；当无法用结构特征并且也不能用参数

特征予以清楚地表征时，允许借助于方法特征表征。使用参数

表征时，所使用的参数必须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说

明书的教导或通过所属技术领域的惯用手段可以清楚而可靠地

加以确定的。

方法权利要求适用于方法发明，通常应当用工艺过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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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条件、步骤或者流程等技术特征来描述。

用途权利要求属于方法权利要求。但应当注意从权利要求

的撰写措词上区分用途权利要求和产品权利要求。例如， “用

化合物 Ｘ作为杀虫剂”或者 “化合物 Ｘ作为杀虫剂的应用”
是用途权利要求，属于方法权利要求，而 “用化合物 Ｘ制成的
杀虫剂”或者 “含化合物 Ｘ的杀虫剂”，则不是用途权利要求，
而是产品权利要求。

其次，每项权利要求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应当清楚。权利要

求的保护范围应当根据其所用词语的含义来理解。一般情况

下，权利要求中的用词应当理解为相关技术领域通常具有的含

义。在特定情况下，如果说明书中指明了某词具有特定的含

义，并且使用了该词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由于说明书中对该

词的说明而被限定得足够清楚，这种情况也是允许的。但此时

也应要求申请人尽可能修改权利要求，使得根据权利要求的表

述即可明确其含义。

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含义不确定的用语，如 “厚”、“薄”、

“强”、“弱”、“高温”、“高压”、“很宽范围”等，除非这种用

语在特定技术领域中具有公认的确切含义，如放大器中的 “高

频”。对没有公认含义的用语，如果可能，应选择说明书中记

载的更为精确的措词替换上述不确定的用语。

权利要求中不得出现 “例如”、 “最好是”、 “尤其是”、

“必要时”等类似用语。因为这类用语会在一项权利要求中限

定出不同的保护范围，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当权利要求中出

现某一上位概念后面跟一个由上述用语引出的下位概念时，应

当要求申请人修改权利要求，允许其在该权利要求中保留其中

之一，或将两者分别在两项权利要求中予以限定。

在一般情况下，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 “约”、 “接近”、

“等”、“或类似物”等类似的用语，因为这类用语通常会使权

利要求的范围不清楚。当权利要求中出现了这类用语时，审查

员应当针对具体情况判断使用该用语是否会导致权利要求不清

楚，如果不会，则允许。

除附图标记或者化学式及数学式中使用的括号之外，权利

要求中应尽量避免使用括号，以免造成权利要求不清楚，例如

“（混凝土）模制砖”。然而，具有通常可接受含义的括号是允

许的，例如 “（甲基）丙烯酸酯”，“含有 １０％ ～６０％ （重量）

的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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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构成权利要求书的所有权利要求作为一个整体也应

当清楚，这是指权利要求之间的引用关系应当清楚 （参见本章

第３１２和３３２节）。

　法２６４ ３２３简　要
权利要求书应当简要，一是指每一项权利要求应当简要，

二是指构成权利要求书的所有权利要求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简

要。例如，一件专利申请中不得出现两项或两项以上保护范围

实质上相同的同类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的数目应当合理。在权利要求书中，允许有合理

数量的限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优选技术方案的从属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的表述应当简要，除记载技术特征外，不得对原

因或者理由作不必要的描述，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为避免权利要求之间相同内容的不必要重复，在可能的情

况下，权利要求应尽量采取引用在前权利要求的方式撰写。

３３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由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全部内容作为

一个整体限定的，因此每一项权利要求只允许在其结尾处使用

句号。

细则１９２ 权利要求书有几项权利要求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

编号。

细则１９３ 权利要求中使用的科技术语应当与说明书中使用的科技术

语一致。权利要求中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但是不得有插

图。除绝对必要外，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 “如说明书……部分

所述”或者 “如图……所示”等类似用语。绝对必要的情况是

指当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涉及的某特定形状仅能用图形限定而无

法用语言表达时，权利要求可以使用 “如图……所示”等类似

用语。

权利要求中通常不允许使用表格，除非使用表格能够更清

楚地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主题。

细则１９４ 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可以引用说明书附图中相应的标

记，以帮助理解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但是，这些标记

应当用括号括起来，放在相应的技术特征后面。附图标记不得

解释为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制。

通常，一项权利要求用一个自然段表述。但是当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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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内容和相互关系较复杂，借助于标点符号难以将其关系

表达清楚时，一项权利要求也可以用分行或者分小段的方式

描述。

通常，开放式的权利要求宜采用 “包含”、“包括”、“主要

由……组成”的表达方式，其解释为还可以含有该权利要求中

没有述及的结构组成部分或方法步骤。封闭式的权利要求宜采

用 “由……组成”的表达方式，其一般解释为不含有该权利要

求所述以外的结构组成部分或方法步骤。

一般情况下，权利要求中包含有数值范围的，其数值范围

尽量以数学方式表达，例如， “≥３０℃”、 “＞５”等。通常，
“大于”、 “小于”、 “超过”等理解为不包括本数； “以上”、

“以下”、“以内”等理解为包括本数。

在得到说明书支持的情况下，允许权利要求对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作概括性的限定。通常，概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１）用上位概念概括。例如，用 “气体激光器”概括氦氖

激光器、氩离子激光器、一氧化碳激光器、二氧化碳激光器

等。又如用 “Ｃ１—Ｃ４烷基”概括甲基、乙基、丙基和丁基。再
如，用 “皮带传动”概括平皮带、三角皮带和齿形皮带传

动等。

（２）用并列选择法概括，即用 “或者”或者 “和”并列几

个必择其一的具体特征。例如， “特征 Ａ、Ｂ、Ｃ或者 Ｄ”。又
如，“由 Ａ、Ｂ、Ｃ和 Ｄ组成的物质组中选择的一种物质”等。

采用并列选择法概括时，被并列选择概括的具体内容应当

是等效的，不得将上位概念概括的内容，用 “或者”与其下位

概念并列。另外，被并列选择概括的概念，应含义清楚。例如

在 “Ａ、Ｂ、Ｃ、Ｄ或者类似物 （设备、方法、物质）”这一描

述中，“类似物”这一概念含义是不清楚的，因而不能与具体

的物或者方法 （Ａ、Ｂ、Ｃ、Ｄ）并列。

３３１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按照

下列规定撰写：

（１）前序部分：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
案的主题名称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主题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

有的必要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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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特征部分：使用 “其特征是……”或者类似的用语，

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区别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

这些特征和前序部分写明的特征合在一起，限定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一项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应当只有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并且写在同一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之前。这一规定的本意是为了使权利要求

书从整体上更清楚、简要。

独立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主题与最

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是指要求保护的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与最接近的一份现有技术文件中所共有的

技术特征。在合适的情况下，选用一份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

求保护的主题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文件进行 “划界”。

独立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中，除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外，仅需写明那些与发明或实用

新型技术方案密切相关的、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例如，一项

涉及照相机的发明，该发明的实质在于照相机布帘式快门的改

进，其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只要写出 “一种照相机，包括布帘

式快门……”就可以了，不需要将其他共有特征，例如透镜和

取景窗等照相机零部件都写在前序部分中。独立权利要求的特

征部分，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必要技术特征中与最接

近的现有技术不同的区别技术特征，这些区别技术特征与前序

部分中的技术特征一起，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全部必要技

术特征，限定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独立权利要求分两部分撰写的目的，在于使公众更清楚地

看出独立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中哪些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所共有的技术特征，哪些是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区别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特征。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性质不适于用上述方式撰写的，独立权利要求也可

以不分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例如下列情况：

（１）开拓性发明；
（２）由几个状态等同的已知技术整体组合而成的发明，其

发明实质在组合本身；

（３）已知方法的改进发明，其改进之处在于省去某种物质
或者材料，或者是用一种物质或材料代替另一种物质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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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省去某个步骤；

（４）已知发明的改进在于系统中部件的更换或者其相互关
系上的变化。

３３２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按照

下列规定撰写：

（１）引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其主题名称；
（２）限定部分：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附加的技术特征。

细则２２２ 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权

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的权利要

求，并不得作为被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引用的基础，即在

后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得引用在前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应当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

号，其后应当重述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例如，一项从

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应当写成： “根据权利要求 １所述的金
属纤维拉拔装置，……”。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是指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从属权利

要求，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方式，包括引用在前的独立权

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以及引用在前的几项从属权利要求。

当从属权利要求是多项从属权利要求时，其引用的权利要

求的编号应当用 “或”或者其他与 “或”同义的择一引用方式

表达。例如，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写成下列方式： “根据

权利要求１或２所述的……”；“根据权利要求２、４、６或８所
述的……”；或者 “根据权利要求 ４至 ９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
的……”。

一项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得作为

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基础。例如，权利要求 ３为
“根据权利要求１或２所述的摄像机调焦装置，……”，如果多
项从属权利要求４写成 “根据权利要求１、２或３所述的摄像机
调焦装置，……”，则是不允许的，因为被引用的权利要求 ３
是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从属权利要求的限定部分可以对在前的权利要求 （独立权

利要求或者从属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进行限定。在前的独

立权利要求采用两部分撰写方式的，其后的从属权利要求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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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一步限定该独立权利要求特征部分中的特征，也可以进

一步限定前序部分中的特征。

直接或间接从属于某一项独立权利要求的所有从属权利要

求都应当写在该独立权利要求之后，另一项独立权利要求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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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 颖 性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因此，申请专

利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备新颖性是授予其专利权的必要条件

之一。

法２２２ ２新颖性的概念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

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

向专利局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 （含申请日）公布

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２１现有技术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现有技术是指申请

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现有技术包括在申请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

在国内外公开使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现有技术应当是在申请日以前公众能够得知的技术内容。

换句话说，现有技术应当在申请日以前处于能够为公众获得的

状态，并包含有能够使公众从中得知实质性技术知识的内容。

应当注意，处于保密状态的技术内容不属于现有技术。所

谓保密状态，不仅包括受保密规定或协议约束的情形，还包括

社会观念或者商业习惯上被认为应当承担保密义务的情形，即

默契保密的情形。

然而，如果负有保密义务的人违反规定、协议或者默契泄

露秘密，导致技术内容公开，使公众能够得知这些技术，这些

技术也就构成了现有技术的一部分。

２１１时间界限
现有技术的时间界限是申请日，享有优先权的，则指优先

权日。广义上说，申请日以前公开的技术内容都属于现有技

术，但申请日当天公开的技术内容不包括在现有技术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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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公开方式
现有技术公开方式包括出版物公开、使用公开和以其他方

式公开三种，均无地域限制。

２１２１出版物公开
专利法意义上的出版物是指记载有技术或设计内容的独立

存在的传播载体，并且应当表明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公开发

表或出版的时间。

符合上述含义的出版物可以是各种印刷的、打字的纸件，

例如专利文献、科技杂志、科技书籍、学术论文、专业文献、

教科书、技术手册、正式公布的会议记录或者技术报告、报

纸、产品样本、产品目录、广告宣传册等，也可以是用电、

光、磁、照相等方法制成的视听资料，例如缩微胶片、影片、

照相底片、录像带、磁带、唱片、光盘等，还可以是以其他形

式存在的资料，例如存在于互联网或其他在线数据库中的资

料等。

出版物不受地理位置、语言或者获得方式的限制，也不受

年代的限制。出版物的出版发行量多少、是否有人阅读过、申

请人是否知道是无关紧要的。

印有 “内部资料”、“内部发行”等字样的出版物，确系在

特定范围内发行并要求保密的，不属于公开出版物。

出版物的印刷日视为公开日，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公开日的

除外。印刷日只写明年月或者年份的，以所写月份的最后一日

或者所写年份的１２月３１日为公开日。
审查员认为出版物的公开日期存在疑义的，可以要求该出

版物的提交人提出证明。

２１２２使用公开
由于使用而导致技术方案的公开，或者导致技术方案处于

公众可以得知的状态，这种公开方式称为使用公开。

使用公开的方式包括能够使公众得知其技术内容的制造、

使用、销售、进口、交换、馈赠、演示、展出等方式。只要通

过上述方式使有关技术内容处于公众想得知就能够得知的状

态，就构成使用公开，而不取决于是否有公众得知。但是，未

给出任何有关技术内容的说明，以致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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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得知其结构和功能或材料成分的产品展示，不属于使用

公开。

如果使用公开的是一种产品，即使所使用的产品或者装置

需要经过破坏才能够得知其结构和功能，也仍然属于使用公

开。此外，使用公开还包括放置在展台上、橱窗内公众可以阅

读的信息资料及直观资料，例如招贴画、图纸、照片、样本、

样品等。

使用公开是以公众能够得知该产品或者方法之日为公

开日。

２１２３以其他方式公开
为公众所知的其他方式，主要是指口头公开等。例如，口

头交谈、报告、讨论会发言、广播、电视、电影等能够使公众

得知技术内容的方式。口头交谈、报告、讨论会发言以其发生

之日为公开日。公众可接收的广播、电视或电影的报道，以其

播放日为公开日。

２２抵触申请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新颖性的判断中，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专利局提出并且在申请日以后 （含申请

日）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损害该申请日提

出的专利申请的新颖性。为描述简便，在判断新颖性时，将这

种损害新颖性的专利申请，称为抵触申请。

审查员在检索时应当注意，确定是否存在抵触申请，不仅

要查阅在先专利或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而且要查阅其说明

书 （包括附图），应当以其全文内容为准。

抵触申请还包括满足以下条件的进入了中国国家阶段的国

际专利申请，即申请日以前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提出、并在申

请日之后 （含申请日）由专利局作出公布或公告的且为同样的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国际专利申请。

另外，抵触申请仅指在申请日以前提出的，不包含在申请

日提出的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２３对比文件
为判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等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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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相关文件，包括专利文件和非专利文件，统称为对比

文件。

由于在实质审查阶段审查员一般无法得知在国内外公开使

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技术，因此，在实质审查程序

中所引用的对比文件主要是公开出版物。

引用的对比文件可以是一份，也可以是数份；所引用的内

容可以是每份对比文件的全部内容，也可以是其中的部分

内容。

对比文件是客观存在的技术资料。引用对比文件判断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等时，应当以对比文件公开的

技术内容为准。该技术内容不仅包括明确记载在对比文件中的

内容，而且包括对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隐含的且

可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技术内容。但是，不得随意将对

比文件的内容扩大或缩小。另外，对比文件中包括附图的，也

可以引用附图。但是，审查员在引用附图时必须注意，只有能

够从附图中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技术特征才属于公开的

内容，由附图中推测的内容，或者无文字说明、仅仅是从附图

中测量得出的尺寸及其关系，不应当作为已公开的内容。

３新颖性的审查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具备新颖性，只有在其具

备实用性后才予以考虑。

３１审查原则
审查新颖性时，应当根据以下原则进行判断：

（１）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被审查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与现有技术或者申请

日前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专利局提出申请并在申请日后 （含

申请日）公布或公告的 （以下简称申请在先公布或公告在后

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相关内容相比，如果其技术领域、所

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预期效果实质上相同，则认为两

者为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新颖性

判断时，审查员首先应当判断被审查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与对

比文件的技术方案是否实质上相同，如果专利申请与对比文件

公开的内容相比，其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公

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上相同，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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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方案可以确定两者能够适用于相同的技术领域，解决相

同的技术问题，并具有相同的预期效果，则认为两者为同样的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２）单独对比
判断新颖性时，应当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各项

权利要求分别与每一项现有技术或申请在先公布或公告在后的

发明或实用新型的相关技术内容单独地进行比较，不得将其与

几项现有技术或者申请在先公布或公告在后的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内容的组合、或者与一份对比文件中的多项技术方案的组合

进行对比。即，判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新颖性适用

单独对比的原则。这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创造性的判

断方法有所不同 （参见本部分第四章第３１节）。

３２审查基准
判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有无新颖性，应当以专利法第二十

二条第二款为基准。

为有助于掌握该基准，以下给出新颖性判断中几种常见的

情形。

３２１相同内容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对比文件所公开的技

术内容完全相同，或者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变换，则该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不具备新颖性。另外，上述相同的内容应该理解为包

括可以从对比文件中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技术内容。例

如一件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是 “一种电机转子铁心，所述

铁心由钕铁硼永磁合金制成，所述钕铁硼永磁合金具有四方晶

体结构并且主相是 Ｎｄ２Ｆｅ１４Ｂ金属间化合物”，如果对比文件公
开了 “采用钕铁硼磁体制成的电机转子铁心”，就能够使上述

权利要求丧失新颖性，因为该领域的技术人员熟知所谓的 “钕

铁硼磁体”即指主相是 Ｎｄ２Ｆｅ１４Ｂ金属间化合物的钕铁硼永磁合
金，并且具有四方晶体结构。

３２２具体 （下位）概念与一般 （上位）概念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对比文件相比，其区

别仅在于前者采用一般 （上位）概念，而后者采用具体 （下

位）概念限定同类性质的技术特征，则具体 （下位）概念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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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使采用一般 （上位）概念限定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丧失新颖

性。例如，对比文件公开某产品是 “用铜制成的”，就使 “用

金属制成的”同一产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丧失新颖性。但

是，该铜制品的公开并不使铜之外的其他具体金属制成的同一

产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丧失新颖性。

反之，一般 （上位）概念的公开并不影响采用具体 （下

位）概念限定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例如，对比文件

公开的某产品是 “用金属制成的”，并不能使 “用铜制成的”

同一产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丧失新颖性。又如，要求保护的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对比文件的区别仅在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中选用了 “氯”来代替对比文件中的 “卤素”或者另一种具体

的卤素 “氟”，则对比文件中 “卤素”的公开或者 “氟”的公

开并不导致用氯对其作限定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丧失新颖性。

３２３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对比文件的区别仅仅

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则该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不具备新颖性。例如，对比文件公开了采用螺钉固定的装

置，而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仅将该装置的螺钉固定方

式改换为螺栓固定方式，则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新

颖性。

３２４数值和数值范围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中存在以数值或者连续

变化的数值范围限定的技术特征，例如部件的尺寸、温度、压

力以及组合物的组分含量，而其余技术特征与对比文件相同，

则其新颖性的判断应当依照以下各项规定。

（１）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或者数值范围落在上述限定的技
术特征的数值范围内，将破坏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新颖性。

【例１】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铜基形状记忆合金，包含１０％ ～

３５％ （重量）的锌和 ２％ ～８％ （重量）的铝，余量为铜。如

果对比文件公开了包含２０％ （重量）锌和５％ （重量）铝的铜

基形状记忆合金，则上述对比文件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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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热处理台车窑炉，其拱衬厚度

为１００～４００毫米。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拱衬厚度为 １８０～２５０
毫米的热处理台车窑炉，则该对比文件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

颖性。

（２）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范围与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的数
值范围部分重叠或者有一个共同的端点，将破坏要求保护的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

【例１】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氮化硅陶瓷的生产方法，其烧

成时间为１～１０小时。如果对比文件公开的氮化硅陶瓷的生产
方法中的烧成时间为４～１２小时，由于烧成时间在 ４～１０小时
的范围内重叠，则该对比文件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例２】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等离子喷涂方法，喷涂时的喷

枪功率为 ２０～５０ｋＷ。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喷枪功率为 ５０～
８０ｋＷ的等离子喷涂方法，因为具有共同的端点５０ｋＷ，则该对
比文件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３）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范围的两个端点将破坏上述限定
的技术特征为离散数值并且具有该两端点中任一个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新颖性，但不破坏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为该两端点

之间任一数值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

【例如】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二氧化钛光催化剂的制备方

法，其干燥温度为 ４０℃、５８℃、７５℃或者 １００℃。如果对比文
件公开了干燥温度为 ４０℃ ～１００℃的二氧化钛光催化剂的制备
方法，则该对比文件破坏干燥温度分别为 ４０℃和 １００℃时权利
要求的新颖性，但不破坏干燥温度分别为５８℃和７５℃时权利要
求的新颖性。

（４）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的数值或者数值范围落在对比文
件公开的数值范围内，并且与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范围没有共

同的端点，则对比文件不破坏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新颖性。

【例１】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内燃机用活塞环，其活塞环的

圆环直径为９５毫米，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圆环直径为７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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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的内燃机用活塞环，则该对比文件不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

颖性。

【例２】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乙烯 －丙烯共聚物，其聚合度

为１００～２００，如果对比文件公开了聚合度为 ５０～４００的乙烯 －
丙烯共聚物，则该对比文件不破坏该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有关数值范围的修改适用本部分第八章第 ５２节的规定。
有关通式表示的化合物的新颖性判断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第 ５１
节的规定。

３２５包含性能、参数、用途或制备方法等特征的产品权利
要求

对于包含性能、参数、用途、制备方法等特征的产品权利

要求新颖性的审查，应当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１）包含性能、参数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对于这类权利要求，应当考虑权利要求中的性能、参数特

征是否隐含了要求保护的产品具有某种特定结构和／或组成。
如果该性能、参数隐含了要求保护的产品具有区别于对比文件

产品的结构和／或组成，则该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相反，如
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该性能、参数无法将要求保护

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区分开，则可推定要求保护的产品与对

比文件产品相同，因此申请的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除非申

请人能够根据申请文件或现有技术证明权利要求中包含性能、

参数特征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在结构和／或组成上不同。例
如，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用 Ｘ衍射数据等多种参数表征的一
种结晶形态的化合物 Ａ，对比文件公开的也是结晶形态的化合
物 Ａ，如果根据对比文件公开的内容，难以将两者的结晶形态
区分开，则可推定要求保护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相同，该申

请的权利要求相对于对比文件而言不具备新颖性，除非申请人

能够根据申请文件或现有技术证明，申请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

产品与对比文件公开的产品在结晶形态上的确不同。

（２）包含用途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对于这类权利要求，应当考虑权利要求中的用途特征是否

隐含了要求保护的产品具有某种特定结构和／或组成。如果该
用途由产品本身固有的特性决定，而且用途特征没有隐含产品

在结构和／或组成上发生改变，则该用途特征限定的产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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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相对于对比文件的产品不具有新颖性。例如，用于抗病毒

的化合物 Ｘ的发明与用作催化剂的化合物 Ｘ的对比文件相比，
虽然化合物 Ｘ用途改变，但决定其本质特性的化学结构式并没
有任何变化，因此用于抗病毒的化合物 Ｘ的发明不具备新颖
性。但是，如果该用途隐含了产品具有特定的结构和／或组成，
即该用途表明产品结构和／或组成发生改变，则该用途作为产
品的结构和／或组成的限定特征必须予以考虑。例如 “起重机

用吊钩”是指仅适用于起重机的尺寸和强度等结构的吊钩，其

与具有同样形状的一般钓鱼者用的 “钓鱼用吊钩”相比，结构

上不同，两者是不同的产品。

（３）包含制备方法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对于这类权利要求，应当考虑该制备方法是否导致产品具

有某种特定的结构和／或组成。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可以断定该方法必然使产品具有不同于对比文件产品的特定结

构和／或组成，则该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相反，如果申请的
权利要求所限定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相比，尽管所述方法不

同，但产品的结构和组成相同，则该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

除非申请人能够根据申请文件或现有技术证明该方法导致产品

在结构和／或组成上与对比文件产品不同，或者该方法给产品
带来了不同于对比文件产品的性能从而表明其结构和／或组成
已发生改变。例如，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用 Ｘ方法制得的玻
璃杯，对比文件公开的是用 Ｙ方法制得的玻璃杯，如果两个方
法制得的玻璃杯的结构、形状和构成材料相同，则申请的权利

要求不具备新颖性。相反，如果上述 Ｘ方法包含了对比文件中
没有记载的在特定温度下退火的步骤，使得用该方法制得的玻

璃杯在耐碎性上比对比文件的玻璃杯有明显的提高，则表明要

求保护的玻璃杯因制备方法的不同而导致了微观结构的变化，

具有了不同于对比文件产品的内部结构，该权利要求具备新

颖性。

上述第３２１至３２５节中的基准同样适用于创造性判断
中对该类技术特征是否相同的对比判断。

４优 先 权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又在中国提出申请的，依照该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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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

先权。这种优先权，称为外国优先权。

法２９２、细则３２ 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

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以该发明专利申请为基础向专

利局提出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或者又以该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为基础向专利局提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者

发明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这种优先权称为本国优

先权。

法２９１ ４１外国优先权

４１１享有外国优先权的条件
享有外国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１）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
申请 （以下简称外国首次申请）后又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 （以

下简称中国在后申请）。

（２）就发明和实用新型而言，中国在后申请之日不得迟于
外国首次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

（３）申请人提出首次申请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应当是同中
国签有协议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或者相互承认优先权原则

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享有外国优先权的发明创造与外国首次申请审批的最终结

果无关，只要该首次申请在有关国家或政府间组织中获得了确

定的申请日，就可作为要求外国优先权的基础。

４１２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的定义
专利法第二十九条所述的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是指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预期的效果相

同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但应注意这里所谓的相同，并不意味

在文字记载或者叙述方式上完全一致。

审查员应该注意，对于中国在后申请权利要求中限定的技

术方案，只要已记载在外国首次申请中就可享有该首次申请的

优先权，而不必要求其包含在该首次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 （有

关优先权的核实适用本部分第八章第４６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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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外国优先权的效力
申请人在外国首次申请后，就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在优先

权期限内向中国提出的专利申请，都看作是在该外国首次申请

的申请日提出的，不会因为在优先权期间内，即首次申请的申

请日与在后申请的申请日之间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了相同主题

的申请或者公布、利用这种发明创造而失去效力。

此外，在优先权期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可能会就相同主

题的发明创造提出专利申请。由于优先权的效力，任何单位和

个人提出的相同主题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就是说，由于有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外国首次申请的存在，使得

从外国首次申请的申请日起至中国在后申请的申请日中间由任

何单位和个人提出的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专利申请因失去新颖

性而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４１４外国多项优先权和外国部分优先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在

一件专利申请中，可以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要求多项优

先权的，该申请的优先权期限从最早的优先权日起计算。

关于外国多项优先权和外国部分优先权的规定如下。

（１）要求多项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三十
一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关于单一性的规定。

（２）作为多项优先权基础的外国首次申请可以是在不同的
国家或政府间组织提出的。例如，中国在后申请中，记载了两

个技术方案 Ａ和 Ｂ，其中，Ａ是在法国首次申请中记载的，Ｂ
是在德国首次申请中记载的，两者都是在中国在后申请之日以

前十二个月内分别在法国和德国提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在后申请就可以享有多项优先权，即 Ａ享有法国的优先权日，
Ｂ享有德国的优先权日。如果上述的 Ａ和 Ｂ是两个可供选择的
技术方案，申请人用 “或”结构将 Ａ和 Ｂ记载在中国在后申请
的一项权利要求中，则中国在后申请同样可以享有多项优先

权，即有不同的优先权日。但是，如果中国在后申请记载的一

项技术方案是由两件或者两件以上外国首次申请中分别记载的

不同技术特征组合成的，则不能享有优先权。例如，中国在后

申请中记载的一项技术方案是由一件外国首次申请中记载的特

征 Ｃ和另一件外国首次申请中记载的特征 Ｄ组合而成的，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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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特征 Ｃ和 Ｄ的技术方案未在上述两件外国首次申请中记载，
则中国在后申请就不能享有以此两件外国首次申请为基础的外

国优先权。

（３）要求外国优先权的申请中，除包括作为外国优先权基
础的申请中记载的技术方案外，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新的技

术方案。例如中国在后申请中除记载了外国首次申请的技术方

案外，还记载了对该技术方案进一步改进或者完善的新技术方

案，如增加了反映说明书中新增实施方式或实施例的从属权利

要求，或者增加了符合单一性的独立权利要求，在这种情况

下，审查员不得以中国在后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增加的技术方

案未在外国首次申请中记载为理由，拒绝给予优先权，或者将

其驳回，而应当对于该中国在后申请中所要求的与外国首次申

请中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给予优先权，有效日期为外国首次申

请的申请日，即优先权日，其余的则以中国在后申请之日为申

请日。该中国在后申请中有部分技术方案享有外国优先权，故

称为外国部分优先权。

法２９２ ４２本国优先权

４２１享有本国优先权的条件
享有本国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１）只适用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２）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

提出专利申请 （以下简称中国首次申请）后又向专利局提出专

利申请 （以下简称中国在后申请）；

（３）中国在后申请之日不得迟于中国首次申请之日起十二
个月。

细则３２２ 被要求优先权的中国在先申请的主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作为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基础：

（１）已经要求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的，但要求过外
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而未享有优先权的除外；

（２）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的；
（３）属于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出的分案

申请。

应当注意，当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时，作为本国优先权

基础的中国首次申请，自中国在后申请提出之日起即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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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

４２２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定义
适用本章第４１２节的规定。

４２３本国优先权的效力
参照本章第４１３节的相应规定。

４２４本国多项优先权和本国部分优先权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外国

多项优先权，也适用于本国多项优先权。关于本国多项优先权

和本国部分优先权的规定如下：

（１）要求多项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三十
一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关于单一性的规定。

（２）一件中国在后申请中记载了多个技术方案。例如，记
载了 Ａ、Ｂ和 Ｃ三个方案，它们分别在三件中国首次申请中记
载过，则该中国在后申请可以要求多项优先权，即 Ａ、Ｂ、Ｃ分
别以其中国首次申请的申请日为优先权日。

（３）一件中国在后申请中记载了技术方案 Ａ和实施例 ａ１、
ａ２、ａ３，其中只有 ａ１在中国首次申请中记载过，则该中国在后
申请中 ａ１可以享有本国优先权，其余则不能享有本国优先权。

（４）一件中国在后申请中记载了技术方案 Ａ和实施例 ａ１、
ａ２。技术方案 Ａ和实施例 ａ１已经记载在中国首次申请中，则在
后申请中技术方案 Ａ和实施例 ａ１可以享有本国优先权，实施例
ａ２则不能享有本国优先权。

应当指出，本款情形在技术方案 Ａ要求保护的范围仅靠实
施例 ａ１支持是不够的时候，申请人为了使方案 Ａ得到支持，可
以补充实施例 ａ２。但是，如果 ａ２在中国在后申请提出时已经是
现有技术，则应当删除 ａ２，并将 Ａ限制在由 ａ１支持的范围内。

（５）继中国首次申请和在后申请之后，申请人又提出第二
件在后申请。中国首次申请中仅记载了技术方案 Ａ１；第一件在
后申请中记载了技术方案 Ａ１和 Ａ２，其中 Ａ１已享有中国首次申
请的优先权；第二件在后申请记载了技术方案 Ａ１、Ａ２和 Ａ３。
对第二件在后申请来说，其中方案 Ａ２可以要求第一件在后申
请的优先权；对于方案 Ａ１，由于该第一件在后申请中方案 Ａ１
已享有优先权，因而不能再要求第一件在后申请的优先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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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要求中国首次申请的优先权。

５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
专利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

前六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

细则３０１及２ （一）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

出的；

（二）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

（三）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关于上述三种情况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６３节的规定。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发生专利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的，该申请不丧失新颖性。即

这三种情况不构成影响该申请的现有技术。所说的六个月期

限，称为宽限期，或者称为优惠期。

宽限期和优先权的效力是不同的。它仅仅是把申请人 （包

括发明人）的某些公开，或者第三人从申请人或发明人那里以

合法手段或者不合法手段得来的发明创造的某些公开，认为是

不损害该专利申请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公开。实际上，发明创造

公开以后已经成为现有技术，只是这种公开在一定期限内对申

请人的专利申请来说不视为影响其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现有技

术，并不是把发明创造的公开日看作是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所

以，从公开之日至提出申请的期间，如果第三人独立地作出了

同样的发明创造，而且在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以前提出了专利

申请，那么根据先申请原则，申请人就不能取得专利权。当

然，由于申请人 （包括发明人）的公开，使该发明创造成为现

有技术，故第三人的申请没有新颖性，也不能取得专利权。

发生专利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之日起六个月

内，申请人提出申请之前，发明创造再次被公开的，只要该公

开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况，则该申请将由于此在后公开而丧失新

颖性。再次公开属于上述三种情况的，该申请不会因此而丧失

新颖性，但是，宽限期自发明创造的第一次公开之日起计算。

细则３０４ 专利申请有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 （三）项所说情形的，专

利局在必要时可以要求申请人提出证明文件，证实其发生所说

情形的日期及实质内容。

细则３０５ 申请人未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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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提交证明文件的 （参见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６３
节），或者未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指

定期限内提交证明文件的，其申请不能享受专利法第二十四条

规定的新颖性宽限期。

对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的适用发生争议时，主张该规定效力

的一方有责任举证或者作出使人信服的说明。

法９ ６对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
专利法第九条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

权。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

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上述条款规定了不能重复授予专利权的原则。禁止对同样

的发明创造授予多项专利权，是为了防止权利之间存在冲突。

对于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法第九条或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四十一条中所述的 “同样的发明创造”是指两件或两件以上申

请 （或专利）中存在的保护范围相同的权利要求。

在先申请构成抵触申请或已公开构成现有技术的，应根据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款，而不是根据专利法第九条对在

后专利申请 （或专利）进行审查。

６１判断原则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

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授权，在判断是否为同样

的发明创造时，应当将两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专利

的权利要求书的内容进行比较，而不是将权利要求书与专利申

请或专利文件的全部内容进行比较。

判断时，如果一件专利申请或专利的一项权利要求与另一

件专利申请或专利的某一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相同，应当认为

它们是同样的发明创造。

两件专利申请或专利说明书的内容相同，但其权利要求保

护范围不同的，应当认为所要求保护的发明创造不同。例如，

同一申请人提交的两件专利申请的说明书都记载了一种产品以

及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其中一件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要求保

护的是该产品，另一件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要求保护的是制

造该产品的方法，应当认为要求保护的是不同的发明创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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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注意的是，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仅部分重叠的，不属于同样的

发明创造。例如，权利要求中存在以连续的数值范围限定的技

术特征的，其连续的数值范围与另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或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数值范围不完全相同的，不属于同样

的发明创造。

６２处理方式

６２１对两件专利申请的处理

６２１１申请人相同
在审查过程中，对于同一申请人同日 （指申请日，有优先

权的指优先权日）就同样的发明创造提出两件专利申请，并且

这两件申请符合授予专利权的其他条件的，应当就这两件申请

分别通知申请人进行选择或者修改。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相

应的申请被视为撤回。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仍不

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两件申请均予以驳回。

６２１２申请人不同
在审查过程中，对于不同的申请人同日 （指申请日，有优

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就同样的发明创造分别提出专利申请，并

且这两件申请符合授予专利权的其他条件的，应当根据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通知申请人自行协商确定

申请人。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其申请被视为撤回；协商不

成，或者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进行修改后仍不符合专利法第九

条第一款规定的，两件申请均予以驳回。

６２２对一件专利申请和一项专利权的处理
在对一件专利申请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对于同一申请人同

日 （指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就同样的发明创造提

出的另一件专利申请已经被授予专利权，并且尚未授权的专利

申请符合授予专利权的其他条件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进行修

改。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其申请被视为撤回。经申请人陈述

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仍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应

当驳回其专利申请。

法９１及细则４１２ 但是，对于同一申请人同日 （仅指申请日）对同样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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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又申请发明专利的，在先获得的实用新型

专利权尚未终止，并且申请人在申请时分别做出说明的，除通

过修改发明专利申请外，还可以通过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避免

重复授权。因此，在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的过程中，

如果该发明专利申请符合授予专利权的其他条件，应当通知申

请人进行选择或者修改，申请人选择放弃已经授予的实用新型

专利权的，应当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附交放弃实用新型专

利权的书面声明。此时，对那件符合授权条件、尚未授权的发

明专利申请，应当发出授权通知书，并将放弃上述实用新型专

利权的书面声明转至有关审查部门，由专利局予以登记和公

告，公告上注明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权自公告授予发明专利权之

日起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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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创 造 性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因此，申请专

利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备创造性是授予其专利权的必要条件之

一。本章仅对发明的创造性审查作了规定。

２发明创造性的概念
法２２３ 发明的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

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２１现有技术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所述的现有技术，是指专利法第

二十二条第五款和本部分第三章第２１节所定义的现有技术。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所述的，在申请日以前由任何

单位或个人向专利局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

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的内容，不属于现有技

术，因此，在评价发明创造性时不予考虑。

２２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是指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非显而易见的。如果发明是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仅仅通过合乎逻辑

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可以得到的，则该发明是显而易

见的，也就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２３显著的进步
发明有显著的进步，是指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产生有

益的技术效果。例如，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不

足，或者为解决某一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不同构思的技术方

案，或者代表某种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２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应当基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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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和能力进行评价。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可称为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是指一种假设的 “人”，假定他知晓申请

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

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

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如果所要解决的

技术问题能够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其他技术领域寻找技术

手段，他也应具有从该其他技术领域中获知该申请日或优先权

日之前的相关现有技术、普通技术知识和常规实验手段的

能力。

设定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统一审查标准，尽量避免审查

员主观因素的影响。

３发明创造性的审查
一件发明专利申请是否具备创造性，只有在该发明具备新

颖性的条件下才予以考虑。

３１审查原则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审查发明是否具备

创造性，应当审查发明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同时还应

当审查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步。

在评价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时，审查员不仅要考虑发明的

技术方案本身，而且还要考虑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

术问题和所产生的技术效果，将发明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与新颖性 “单独对比”的审查原则 （参见本部分第三章第

３１节）不同，审查创造性时，将一份或者多份现有技术中的
不同的技术内容组合在一起对要求保护的发明进行评价。

如果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则不再审查该独立权

利要求的从属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３２审查基准
评价发明有无创造性，应当以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为

基准。为有助于正确掌握该基准，下面分别给出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的一般性判断方法和显著的进步的判断标准。

３２１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的判断
判断发明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就是要判断对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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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

易见。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显而易见的，则不

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反之，如果对比的结果表明要求保护

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非显而易见的，则具有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

３２１１判断方法
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易见，通常

可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１）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是指现有技术中与要求保护的发明最

密切相关的一个技术方案，它是判断发明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

性特点的基础。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例如可以是，与要求保护

的发明技术领域相同，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效果或者用

途最接近和／或公开了发明的技术特征最多的现有技术，或者
虽然与要求保护的发明技术领域不同，但能够实现发明的功

能，并且公开发明的技术特征最多的现有技术。应当注意的

是，在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时，应首先考虑技术领域相同或

相近的现有技术。

（２）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在审查中应当客观分析并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为此，首先应当分析要求保护的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

有哪些区别特征，然后根据该区别特征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确

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明实际解决

的技术问题，是指为获得更好的技术效果而需对最接近的现有

技术进行改进的技术任务。

审查过程中，由于审查员所认定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可能

不同于申请人在说明书中所描述的现有技术，因此，基于最接

近的现有技术重新确定的该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可能不

同于说明书中所描述的技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根据审

查员所认定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重新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

问题。

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可能要依据每项发明的具体情况而

定。作为一个原则，发明的任何技术效果都可以作为重新确定

技术问题的基础，只要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从该申请说明书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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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的内容能够得知该技术效果即可。

（３）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
而易见

在该步骤中，要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

术问题出发，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

否显而易见。判断过程中，要确定的是现有技术整体上是否存

在某种技术启示，即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将上述区别特征应用

到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解决其存在的技术问题 （即发明实际

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启示，这种启示会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

面对所述技术问题时，有动机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获得

要求保护的发明。如果现有技术存在这种技术启示，则发明是

显而易见的，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下述情况，通常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ｉ）所述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例如，本领域中解决该重
新确定的技术问题的惯用手段，或教科书或者工具书等中披露

的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

【例如】

要求保护的发明是一种用铝制造的建筑构件，其要解决的

技术问题是减轻建筑构件的重量。一份对比文件公开了相同的

建筑构件，同时说明建筑构件是轻质材料，但未提及使用铝

材。而在建筑标准中，已明确指出铝作为一种轻质材料，可作

为建筑构件。该要求保护的发明明显应用了铝材轻质的公知性

质。因此可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ｉｉ）所述区别特征为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关的技术手
段，例如，同一份对比文件其他部分披露的技术手段，该技术

手段在该其他部分所起的作用与该区别特征在要求保护的发明

中为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所起的作用相同。

【例如】

要求保护的发明是一种氦气检漏装置，其包括：检测真空

箱是否有整体泄漏的整体泄漏检测装置；对泄漏氦气进行回收

的回收装置；和用于检测具体漏点的氦质谱检漏仪，所述氦质

谱检漏仪包括有一个真空吸枪。

对比文件１的某一部分公开了一种全自动氦气检漏系统，
该系统包括：检测真空箱是否有整体泄漏的整体泄漏检测装置

和对泄漏的氦气进行回收的回收装置。该对比文件 １的另一部
分公开了一种具有真空吸枪的氦气漏点检测装置，其中指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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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点检测装置可以是检测具体漏点的氦质谱检漏仪，此处记载

的氦质谱检漏仪与要求保护的发明中的氦质谱检漏仪的作用相

同。根据对比文件１中另一部分的教导，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
容易地将对比文件１中的两种技术方案结合成发明的技术方案。
因此可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ｉｉｉ）所述区别特征为另一份对比文件中披露的相关技术手
段，该技术手段在该对比文件中所起的作用与该区别特征在要

求保护的发明中为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所起的作用

相同。

【例如】

要求保护的发明是设置有排水凹槽的石墨盘式制动器，所

述凹槽用以排除为清洗制动器表面而使用的水。发明要解决的

技术问题是如何清除制动器表面上因摩擦产生的妨碍制动的石

墨屑。对比文件１记载了一种石墨盘式制动器。对比文件 ２公
开了在金属盘式制动器上设有用于冲洗其表面上附着的灰尘而

使用的排水凹槽。

要求保护的发明与对比文件１的区别在于发明在石墨盘式
制动器表面上设置了凹槽，而该区别特征已被对比文件 ２所披
露。由于对比文件１所述的石墨盘式制动器会因为摩擦而在制
动器表面产生磨屑，从而妨碍制动。对比文件 ２所述的金属盘
式制动器会因表面上附着灰尘而妨碍制动，为了解决妨碍制动

的技术问题，前者必须清除磨屑，后者必须清除灰尘，这是性

质相同的技术问题。为了解决石墨盘式制动器的制动问题，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对比文件 ２的启示，容易想到用水冲洗，
从而在石墨盘式制动器上设置凹槽，把冲洗磨屑的水从凹槽中

排出。由于对比文件２中凹槽的作用与发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
案中凹槽的作用相同，因此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有动机将对比文

件１和对比文件２相结合，从而得到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因
此可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３２１２判断示例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涉及一种改进的内燃机排气阀，该排

气阀包括一个由耐热镍基合金 Ａ制成的主体，还包括一个阀头
部分，其特征在于所述阀头部分涂敷了由镍基合金 Ｂ制成的覆
层，发明所要解决的是阀头部分耐腐蚀、耐高温的技术问题。

对比文件１公开了一种内燃机排气阀，所述的排气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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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和阀头部分，主体由耐热镍基合金 Ａ制成，而阀头部分的
覆层使用的是与主体所用合金不同的另一种合金，对比文件 １
进一步指出，为了适应高温和腐蚀性环境，所述的覆层可以选

用具有耐高温和耐腐蚀特性的合金。

对比文件２公开的是有关镍基合金材料的技术内容。其中
指出，镍基合金 Ｂ对极其恶劣的腐蚀性环境和高温影响具有优
异的耐受性，这种镍基合金 Ｂ可用于发动机的排气阀。

在两份对比文件中，由于对比文件 １与专利申请的技术领
域相同，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且公开专利申请的技术特征

最多，因此可以认为对比文件１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将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与对比文件 １对比之后可知，发明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１的区别在于发明将阀头覆层
的具体材料限定为镍基合金 Ｂ，以便更好地适应高温和腐蚀性
环境。由此可以得出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使发动机

的排气阀更好地适应高温和腐蚀性的工作环境。

根据对比文件２，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知道镍基
合金 Ｂ适用于发动机的排气阀，并且可以起到提高耐腐蚀性和
耐高温的作用，这与该合金在本发明中所起的作用相同。由

此，可以认为对比文件２给出了可将镍基合金 Ｂ用作有耐腐蚀
和耐高温要求的阀头覆层的技术启示，进而使得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有动机将对比文件２和对比文件１结合起来构成该专利申
请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故该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

对于现有技术是显而易见的。

３２２显著的进步的判断
在评价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步时，主要应当考虑发明是

否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以下情况，通常应当认为发明具有有

益的技术效果，具有显著的进步：

（１）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更好的技术效果，例如，质
量改善、产量提高、节约能源、防治环境污染等；

（２）发明提供了一种技术构思不同的技术方案，其技术效
果能够基本上达到现有技术的水平；

（３）发明代表某种新技术发展趋势；
（４）尽管发明在某些方面有负面效果，但在其他方面具有

明显积极的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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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几种不同类型发明的创造性判断
应当注意的是，本节中发明类型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发明与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区别特征的特点作出的，这种划分仅是参

考性的，审查员在审查申请案时，不要生搬硬套，而要根据每

项发明的具体情况，客观地做出判断。

以下就几种不同类型发明的创造性判断举例说明。

４１开拓性发明
开拓性发明，是指一种全新的技术方案，在技术史上未曾

有过先例，它为人类科学技术在某个时期的发展开创了新

纪元。

开拓性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

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

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和火药。此外，作为开拓性发明的例子还

有：蒸汽机、白炽灯、收音机、雷达、激光器、利用计算机实

现汉字输入等。

４２组合发明
组合发明，是指将某些技术方案进行组合，构成一项新的

技术方案，以解决现有技术客观存在的技术问题。

在进行组合发明创造性的判断时通常需要考虑：组合后的

各技术特征在功能上是否彼此相互支持、组合的难易程度、现

有技术中是否存在组合的启示以及组合后的技术效果等。

（１）显而易见的组合
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仅仅是将某些已知产品或方法组合或

连接在一起，各自以其常规的方式工作，而且总的技术效果是

各组合部分效果之总和，组合后的各技术特征之间在功能上无

相互作用关系，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叠加，则这种组合发明不具

备创造性。

【例如】

一项带有电子表的圆珠笔的发明，发明的内容是将已知的

电子表安装在已知的圆珠笔的笔身上。将电子表同圆珠笔组合

后，两者仍各自以其常规的方式工作，在功能上没有相互作用

关系，只是一种简单的叠加，因而这种组合发明不具备创

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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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组合仅仅是公知结构的变型，或者组合处于常

规技术继续发展的范围之内，而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

果，则这样的组合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２）非显而易见的组合
如果组合的各技术特征在功能上彼此支持，并取得了新的

技术效果；或者说组合后的技术效果比每个技术特征效果的总

和更优越，则这种组合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发明具备创造性。其中组合发明的每个单独的技术特征本身是

否完全或部分已知并不影响对该发明创造性的评价。

【例如】

一项 “深冷处理及化学镀镍 －磷 －稀土工艺”的发明，发
明的内容是将公知的深冷处理和化学镀相互组合。现有技术在

深冷处理后需要对工件采用非常规温度回火处理，以消除应

力，稳定组织和性能。本发明在深冷处理后，对工件不作回火

或时效处理，而是在８０℃ ±１０℃的镀液中进行化学镀，这不但
省去了所说的回火或时效处理，还使该工件仍具有稳定的基体

组织以及耐磨、耐蚀并与基体结合良好的镀层，这种组合发明

的技术效果，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预先是难以想到的，

因而，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４３选择发明
选择发明，是指从现有技术中公开的宽范围中，有目的地

选出现有技术中未提到的窄范围或个体的发明。

在进行选择发明创造性的判断时，选择所带来的预料不到

的技术效果是考虑的主要因素。

（１）如果发明仅是从一些已知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或者
发明仅仅是从一些具有相同可能性的技术方案中选出一种，而

选出的方案未能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发明不具备创

造性。

【例如】

现有技术中存在很多加热的方法，一项发明是在已知的采

用加热的化学反应中选用一种公知的电加热法，该选择发明没

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因而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２）如果发明是在可能的、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具体的尺寸、
温度范围或者其他参数，而这些选择可以由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通过常规手段得到并且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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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一项已知反应方法的发明，其特征在于规定一种惰性气体

的流速，而确定流速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通过常规计算得

到的，因而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３）如果发明是可以从现有技术中直接推导出来的选择，
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一项改进组合物 Ｙ的热稳定性的发明，其特征在于确定了
组合物 Ｙ中某组分 Ｘ的最低含量，实际上，该含量可以从组分
Ｘ的含量与组合物 Ｙ的热稳定性关系曲线中推导出来，因而该
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４）如果选择使得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
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如】

在一份制备硫代氯甲酸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中，催化剂羧

酸酰胺和／或尿素相对于原料硫醇，其用量比大于０、小于等于
１００％ （ｍｏｌ）；在给出的例子中，催化剂用量比为２％ （ｍｏｌ） ～
１３％ （ｍｏｌ），并且指出催化剂用量比从２％ （ｍｏｌ）起，产率开
始提高；此外，一般专业人员为提高产率，也总是采用提高催

化剂用量比的办法。一项制备硫代氯甲酸方法的选择发明，采

用了较小的催化剂用量比 （００２％ （ｍｏｌ） ～０２％ （ｍｏｌ）），
提高产率１１６％ ～３５７％，大大超出了预料的产率范围，并且
还简化了对反应物的处理工艺。这说明，该发明选择的技术方

案，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因而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４４转用发明
转用发明，是指将某一技术领域的现有技术转用到其他技

术领域中的发明。

在进行转用发明的创造性判断时通常需要考虑：转用的技

术领域的远近、是否存在相应的技术启示、转用的难易程度、

是否需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转用所带来的技术效果等。

（１）如果转用是在类似的或者相近的技术领域之间进行的，
并且未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这种转用发明不具备创

造性。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　　　　　　　　　　　　　　　　　　　　　　　　　创造性



１７９（２－６１　　　）

【例如】

将用于柜子的支撑结构转用到桌子的支撑，这种转用发明

不具备创造性。

（２）如果这种转用能够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或者克
服了原技术领域中未曾遇到的困难，则这种转用发明具有突出

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如】

一项潜艇副翼的发明，现有技术中潜艇在潜入水中时是靠

自重和水对它产生的浮力相平衡停留在任意点上，上升时靠操

纵水平舱产生浮力，而飞机在航行中完全是靠主翼产生的浮力

浮在空中，发明借鉴了飞机中的技术手段，将飞机的主翼用于

潜艇，使潜艇在起副翼作用的可动板作用下产生升浮力或沉降

力，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潜艇的升降性能。由于将空中技术运用

到水中需克服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且该发明取得了极好的效

果，所以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４５已知产品的新用途发明
已知产品的新用途发明，是指将已知产品用于新的目的的

发明。

在进行已知产品新用途发明的创造性判断时通常需要考

虑：新用途与现有用途技术领域的远近、新用途所带来的技术

效果等。

（１）如果新的用途仅仅是使用了已知材料的已知的性质，
则该用途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将作为润滑油的已知组合物在同一技术领域中用作切削

剂，这种用途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２）如果新的用途是利用了已知产品新发现的性质，并且
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这种用途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

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如】

将作为木材杀菌剂的五氯酚制剂用作除草剂而取得了预料

不到的技术效果，该用途发明具备创造性。

４６要素变更的发明
要素变更的发明，包括要素关系改变的发明、要素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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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和要素省略的发明。

在进行要素变更发明的创造性判断时通常需要考虑：要素

关系的改变、要素替代和省略是否存在技术启示、其技术效果

是否可以预料等。

４６１要素关系改变的发明
要素关系改变的发明，是指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形

状、尺寸、比例、位置及作用关系等发生了变化。

（１）如果要素关系的改变没有导致发明效果、功能及用途
的变化，或者发明效果、功能及用途的变化是可预料到的，则

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现有技术公开了一种刻度盘固定不动、指针转动式的测量

仪表，一项发明是指针不动而刻度盘转动的同类测量仪表，该

发明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仅是要素关系的调换，即 “动静转

换”。这种转换并未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所以这种发明

不具备创造性。

（２）如果要素关系的改变导致发明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
效果，则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

造性。

【例如】

一项有关剪草机的发明，其特征在于刀片斜角与公知的不

同，其斜角可以保证刀片的自动研磨，而现有技术中所用刀片

的角度没有自动研磨的效果。该发明通过改变要素关系，产生

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因此具备创造性。

４６２要素替代的发明
要素替代的发明，是指已知产品或方法的某一要素由其他

已知要素替代的发明。

（１）如果发明是相同功能的已知手段的等效替代，或者是
为解决同一技术问题，用已知最新研制出的具有相同功能的材

料替代公知产品中的相应材料，或者是用某一公知材料替代公

知产品中的某材料，而这种公知材料的类似应用是已知的，且

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一项涉及泵的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中的动力源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　　　　　　　　　　　　　　　　　　　　　　　　　创造性



１８１（２－６３　　　）

是液压马达替代了现有技术中使用的电机，这种等效替代的发

明不具备创造性。

（２）如果要素的替代能使发明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则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４６３要素省略的发明
要素省略的发明，是指省去已知产品或者方法中的某一项

或多项要素的发明。

（１）如果发明省去一项或多项要素后其功能也相应地消失，
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如】

一种涂料组合物发明，与现有技术的区别在于不含防冻

剂。由于取消使用防冻剂后，该涂料组合物的防冻效果也相应

消失，因而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２）如果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发明省去一项或多项要素
（例如，一项产品发明省去了一个或多个零、部件或者一项方

法发明省去一步或多步工序）后，依然保持原有的全部功能，

或者带来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

著的进步，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５判断发明创造性时需考虑的其他因素
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通常应当根据本章第 ３２节所述的

审查基准进行审查。应当强调的是，当申请属于以下情形时，

审查员应当予以考虑，不应轻易作出发明不具备创造性的

结论。

５１发明解决了人们一直渴望解决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的技术
难题

如果发明解决了人们一直渴望解决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的

技术难题，这种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

备创造性。

【例如】

自有农场以来，人们一直期望解决在农场牲畜 （如奶牛）

身上无痛而且不损坏牲畜表皮地打上永久性标记的技术问题，

某发明人基于冷冻能使牲畜表皮着色这一发现而发明的一项冷

冻 “烙印”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该发明具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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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

５２发明克服了技术偏见
技术偏见，是指在某段时间内、某个技术领域中，技术人

员对某个技术问题普遍存在的、偏离客观事实的认识，它引导

人们不去考虑其他方面的可能性，阻碍人们对该技术领域的研

究和开发。如果发明克服了这种技术偏见，采用了人们由于技

术偏见而舍弃的技术手段，从而解决了技术问题，则这种发明

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如】

对于电动机的换向器与电刷间界面，通常认为越光滑接触

越好，电流损耗也越小。一项发明将换向器表面制出一定粗糙

度的细纹，其结果电流损耗更小，优于光滑表面。该发明克服

了技术偏见，具备创造性。

５３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指发明同现有技术相

比，其技术效果产生 “质”的变化，具有新的性能；或者产生

“量”的变化，超出人们预期的想象。这种 “质”的或者

“量”的变化，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事先无法预

测或者推理出来。当发明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时，一方

面说明发明具有显著的进步，同时也反映出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非显而易见的，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５４发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当发明的产品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时，如果这种成功是由于

发明的技术特征直接导致的，则一方面反映了发明具有有益效

果，同时也说明了发明是非显而易见的，因而这类发明具有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但是，如果商业

上的成功是由于其他原因所致，例如由于销售技术的改进或者

广告宣传造成的，则不能作为判断创造性的依据。

６审查创造性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在审查发明的创造性时还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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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创立发明的途径
不管发明者在创立发明的过程中是历尽艰辛，还是唾手而

得，都不应当影响对该发明创造性的评价。绝大多数发明是发

明者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长期科学研究或者生产实践的总

结。但是，也有一部分发明是偶然做出的。

【例如】

公知的汽车轮胎具有很好的强度和耐磨性能，它曾经是由

于一名工匠在准备黑色橡胶配料时，把决定加入 ３％的碳黑错
用为３０％而造成的。事实证明，加入３０％碳黑生产出来的橡胶
具有原先不曾预料到的高强度和耐磨性能，尽管它是由于操作

者偶然的疏忽而造成的，但不影响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６２避免 “事后诸葛亮”

审查发明的创造性时，由于审查员是在了解了发明内容之

后才作出判断，因而容易对发明的创造性估计偏低，从而犯

“事后诸葛亮”的错误。审查员应当牢牢记住，对发明的创造

性评价是由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依据申请日以前的现

有技术与发明进行比较而作出的，以减少和避免主观因素的

影响。

６３对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考虑
在创造性的判断过程中，考虑发明的技术效果有利于正确

评价发明的创造性。按照本章第 ５３节中所述，如果发明与现
有技术相比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不必再怀疑其技术方

案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可以确定发明具备创造性。但

是，应当注意的是，如果通过本章第 ３２节中所述的方法，可
以判断出发明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非显而易

见的，且能够产生有益的技术效果，则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此种情况不应强调发明是否

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６４对要求保护的发明进行审查
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是针对要求保护的发明而言的，因

此，对发明创造性的评价应当针对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进

行。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例如，使发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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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技术特征，或者体现发明克服技术偏见

的技术特征，应当写入权利要求中；否则，即使说明书中有记

载，评价发明的创造性时也不予考虑。此外，创造性的判断，

应当针对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整体进行评价，即评价技术

方案是否具备创造性，而不是评价某一技术特征是否具备创

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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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 用 性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因此，申请专

利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备实用性是授予其专利权的必要条件

之一。

２实用性的概念
法２２４ 实用性，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申请的主题必须能够在产

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必须是能够解决技术问

题，并且能够应用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换句话说，如果申请

的是一种产品 （包括发明和实用新型），那么该产品必须在产

业中能够制造，并且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如果申请的是一种方

法 （仅限发明），那么这种方法必须在产业中能够使用，并且

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只有满足上述条件的产品或者方法专利申

请才可能被授予专利权。

所谓产业，它包括工业、农业、林业、水产业、畜牧业、

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体育、生活用品和医疗器械等行业。

在产业上能够制造或者使用的技术方案，是指符合自然规

律、具有技术特征的任何可实施的技术方案。这些方案并不一

定意味着使用机器设备，或者制造一种物品，还可以包括例如

驱雾的方法，或者将能量由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

方法。

能够产生积极效果，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在提

出申请之日，其产生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效果是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预料到的。这些效果应当是积极的和有

益的。

３实用性的审查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具备实用性，应当在新颖

性和创造性审查之前首先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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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审查原则
审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实用性时，应当遵循下

列原则：

（１）以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 （包括附图）和权利要求书所

公开的整体技术内容为依据，而不仅仅局限于权利要求所记载

的内容；

（２）实用性与所申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怎样创造出来
的或者是否已经实施无关。

３２审查基准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所说的 “能够制造或者使用”是

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具有在产业中被制造或使用的

可能性。满足实用性要求的技术方案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并且应

当具有再现性。因不能制造或者使用而不具备实用性是由技术

方案本身固有的缺陷引起的，与说明书公开的程度无关。

以下给出不具备实用性的几种主要情形。

３２１无再现性
具有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主题，应当具有

再现性。反之，无再现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主题不

具备实用性。

再现性，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公开的技术

内容，能够重复实施专利申请中为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

方案。这种重复实施不得依赖任何随机的因素，并且实施结果

应该是相同的。

但是，审查员应当注意，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产

品的成品率低与不具有再现性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能够重

复实施，只是由于实施过程中未能确保某些技术条件 （例如环

境洁净度、温度等）而导致成品率低；后者则是在确保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需全部技术条件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仍不可能重复实现该技术方案所要求达到的结果。

３２２违背自然规律
具有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符合自然规

律。违背自然规律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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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不具备实用性。

审查员应当特别注意，那些违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主题，例如永动机，必然是不具备实用

性的。

３２３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的产品
具备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不得是由自然条

件限定的独一无二的产品。利用特定的自然条件建造的自始至

终都是不可移动的唯一产品不具备实用性。应当注意的是，不

能因为上述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的产品不具备实用性，而

认为其构件本身也不具备实用性。

３２４人体或者动物体的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
外科手术方法包括治疗目的和非治疗目的的手术方法。以

治疗为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属于本部分第一章第 ４３节中不授
予专利权的客体；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由于是以有生

命的人或者动物为实施对象，无法在产业上使用，因此不具备

实用性。例如，为美容而实施的外科手术方法，或者采用外科

手术从活牛身体上摘取牛黄的方法，以及为辅助诊断而采用的

外科手术方法，例如实施冠状造影之前采用的外科手术方

法等。

３２５测量人体或者动物体在极限情况下的生理参数的方法
测量人体或动物体在极限情况下的生理参数需要将被测对

象置于极限环境中，这会对人或动物的生命构成威胁，不同的

人或动物个体可以耐受的极限条件是不同的，需要有经验的测

试人员根据被测对象的情况来确定其耐受的极限条件，因此这

类方法无法在产业上使用，不具备实用性。

以下测量方法属于不具备实用性的情况：

（１）通过逐渐降低人或动物的体温，以测量人或动物对寒
冷耐受程度的测量方法；

（２）利用降低吸入气体中氧气分压的方法逐级增加冠状动
脉的负荷，并通过动脉血压的动态变化观察冠状动脉的代偿反

应，以测量冠状动脉代谢机能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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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６无积极效果
具备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应当

能够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明显无益、脱离社会需要的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不具备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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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单一性和分案申请

１引　言
专利申请应当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单一性的规

定。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其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对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单一性作了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对不符合单一性的专利申请的分案及其

修改作了规定。

本章的单一性规定主要涉及发明专利申请，其中基本概念

和原则也适用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关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单

一性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９节的规定。关于
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单一性审查的特殊问题，适用本部分第

十章第８节的规定。

２单 一 性

２１单一性的基本概念

２１１单一性要求
法３１１ 单一性，是指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

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也就是说，如果一件

申请包括几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则只有在所有这几项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之间有一个总的发明构思使之相互关联的情况下才

被允许。这是专利申请的单一性要求。

专利申请应当符合单一性要求的主要原因是：

（１）经济上的原因：为了防止申请人只支付一件专利的费
用而获得几项不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

（２）技术上的原因：为了便于专利申请的分类、检索和
审查。

缺乏单一性不影响专利的有效性，因此缺乏单一性不应当

作为专利无效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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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总的发明构思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可以作为一件专利申请

提出的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应当在技术上相互关联，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

的特定技术特征，其中特定技术特征是指每一项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作为整体，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

上述条款定义了一种判断一件申请中要求保护两项以上的

发明是否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方法。也就是说，属于一个

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在技术上必须相互关联，这种

相互关联是以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表示在它们的权利

要求中的。

上述条款还对特定技术特征作了定义。特定技术特征是专

门为评定专利申请单一性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应当把它理解为

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也就是使发明相对

于现有技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技术特征，并且应当从每一

项要求保护的发明的整体上考虑后加以确定。

因此，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所称的 “属于一个总的发

明构思”是指具有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２２单一性的审查

２２１审查原则
审查员在审查发明专利申请的单一性时，应当遵循以下基

本原则：

（１）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其实施细则第三十四
条所规定的内容，判断一件专利申请中要求保护的两项以上发

明是否满足发明单一性的要求，就是要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

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是否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即判断这些

权利要求中是否包含使它们在技术上相互关联的一个或者多个

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这一判断是根据权利要求的内

容来进行的，必要时可以参照说明书和附图的内容。

（２）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的权利要求可
以按照以下六种方式之一撰写；但是，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

思的两项以上独立权利要求，即使按照所列举的六种方式中的

某一种方式撰写，也不能允许在一件申请中请求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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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不能包括在一项权利要求内的两项以上产品或者方法
的同类独立权利要求；

（ｉｉ）产品和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的独立权利要求；
（ｉｉｉ）产品和该产品的用途的独立权利要求；
（ｉｖ）产品、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和该产品的用途的独

立权利要求；

（ｖ）产品、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和为实施该方法而专
门设计的设备的独立权利要求；

（ｖｉ）方法和为实施该方法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的独立权利
要求。

其中，第 （ｉ）种方式中所述的 “同类”是指独立权利要

求的类型相同，即一件专利申请中所要求保护的两项以上发明

仅涉及产品发明，或者仅涉及方法发明。只要有一个或者多个

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使多项产品类独立权利要求之间

或者多项方法类独立权利要求之间在技术上相关联，则允许在

一件专利申请中包含多项同类独立权利要求。

　　第 （ｉｉ）至第 （ｖｉ）种方式涉及的是两项以上不同类独立
权利要求的组合。

对于产品与专用于生产该产品的方法独立权利要求的组

合，该 “专用”方法使用的结果就是获得该产品，两者之间在

技术上相关联。但 “专用”并不意味该产品不能用其他方法

制造。

对于产品与该产品用途独立权利要求的组合，该用途必须

是由该产品的特定性能决定的，它们在技术上相关联。

对于方法与为实施该方法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独立权利要求

的组合，除了该 “专门设计”的设备能够实施该方法外，该设

备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还必须与该方法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

献相对应。但是，“专门设计”的含义并不是指该设备不能用

来实施其他方法，或者该方法不能用其他设备来实施。

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是否按照引用关系撰写，只是形

式上的不同，不影响它们的单一性。例如，与一项产品 Ａ独立
权利要求相并列的一项专用于制造该产品 Ａ的方法独立权利要
求，可以写成 “权利要求１的产品 Ａ的制造方法，……”也可
以写成 “产品 Ａ的制造方法，……”

（３）以上列举了六种可允许包括在一件申请中的两项以上
同类或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组合方式及适当的排列次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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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列六种方式并非穷举，也就是说，在属于一个总的发明

构思的前提下，除上述排列组合方式外，还允许有其他的

方式。

（４）评定两项以上发明是否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无须
考虑这些发明是分别在各自的独立权利要求中要求保护，还是

在同一项权利要求中作为并列选择的技术方案要求保护。对于

上述两种情况，均应当按照相同的标准判断其单一性。后一种

情况经常出现在马库什权利要求中，关于马库什权利要求单一

性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第 ８１节的规定。此外，权利要
求的排列次序也不应当影响发明单一性的判断。

（５）一般情况下，审查员只需要考虑独立权利要求之间的
单一性，从属权利要求与其所从属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不存在

缺乏单一性的问题。但是，在遇有形式上为从属权利要求而实

质上是独立权利要求的情况时，应当审查其是否符合单一性

规定。

如果一项独立权利要求由于缺乏新颖性
!

创造性等理由而

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则需要考虑其从属权利要求之间是否符合

单一性的规定。

（６）某些申请的单一性可以在检索现有技术之前确定，而
某些申请的单一性则只有在考虑了现有技术之后才能确定。当

一件申请中不同的发明明显不具有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时，则在

检索之前即可判断其缺乏单一性。例如一件申请中包括了除草

剂和割草机两项独立权利要求，由于两者之间没有相同或者相

应的技术特征，更不可能有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

而明显不具有单一性，检索前即可得出结论。然而，由于特定

技术特征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是相对

于现有技术而言的，只有在考虑了现有技术之后才能确定，因

此，不少申请的单一性问题常常要在检索之后才能作出判断。

当申请与现有技术比较后，在否定了第一独立权利要求的

新颖性或创造性的情形下，与其并列的其余独立权利要求之间

是否还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应当重新确定。

２２２单一性审查的方法和举例
在对包含在一件申请中的两项以上发明进行检索之前，应

当首先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明显不具有单一性。如果这几项发明

没有包含相同或相应的技术特征，或所包含的相同或相应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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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特征均属于本领域惯用的技术手段，则它们不可能包含相同

或相应的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因而

明显不具有单一性。

对于不明显缺乏单一性的两项以上发明，即需要通过检索

之后才能判断单一性的情形，通常采用以下的分析方法：

（１）将第一项发明的主题与相关的现有技术进行比较，确
定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

（２）判断第二项发明中是否存在一个或者多个与第一项发
明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从而确定这两项发明是否在

技术上相关联。

（３）如果在发明之间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
定技术特征，即存在技术上的关联，则可以得出它们属于一个

总的发明构思的结论。相反，如果各项发明之间不存在技术上

的关联，则可以作出它们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结论，进

而确定它们不具有单一性。

　　以下结合单一性的基本概念、审查原则及判断方法举例说
明单一性的审查要点。

２２２１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例１】
权利要求１：一种传送带 Ｘ，特征为 Ａ。
权利要求２：一种传送带 Ｙ，特征为 Ｂ。
权利要求３：一种传送带 Ｚ，特征为 Ａ和 Ｂ。
现有技术中没有公开具有特征 Ａ或 Ｂ的传送带，从现有技

术来看，具有特征 Ａ或 Ｂ的传送带不是显而易见的，且 Ａ与 Ｂ
不相关。

说明：权利要求１和权利要求 ２没有记载相同或相应的技
术特征，也就不可能存在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

此，它们在技术上没有相互关联，不具有单一性。权利要求 １
中的特征 Ａ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
权利要求３中包括了该特定技术特征 Ａ，两者之间存在相同的
特定技术特征，具有单一性。类似地，权利要求 ２和权利要求
３之间存在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 Ｂ，具有单一性。

【例２】
权利要求 １：一种发射器，特征在于视频信号的时轴扩

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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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２：一种接收器，特征在于视频信号的时轴压
缩器。

权利要求 ３：一种传送视频信号的设备，包括权利要求 １
的发射器和权利要求２的接收器。

现有技术中既没有公开也没有暗示在本领域中使用时轴扩

展器和时轴压缩器，这种使用不是显而易见的。

说明：权利要求１的特定技术特征是视频信号时轴扩展器，
权利要求２的特定技术特征是视频信号时轴压缩器，它们之间
相互关联不能分开使用，两者是彼此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权

利要求１与２有单一性；权利要求 ３包含了权利要求 １和 ２两
者的特定技术特征，因此它与权利要求１或与权利要求 ２均有
单一性。

【例３】
权利要求１：一种插头，特征为 Ａ。
权利要求２：一种插座，特征与 Ａ相应。
现有技术中没有公开和暗示具有特征 Ａ的插头及相应的插

座，这种插头和插座不是显而易见的。

说明：权利要求１与２具有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其要求
保护的插头和插座是相互关联且必须同时使用的两种产品，因

此有单一性。

【例４】
权利要求１：一种用于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电路，所说的电

路具有特征 Ａ。
权利要求２：一种用于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电路，所说的电

路具有特征 Ｂ。
权利要求３：一种设备，包括一台具有特征 Ａ的控制电路

的直流电机。

权利要求４：一种设备，包括一台具有特征 Ｂ的控制电路
的直流电机。

从现有技术来看，特征 Ａ和 Ｂ分别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
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而且特征 Ａ和 Ｂ完全不相关。

说明：特征 Ａ是权利要求 １和 ３的特定技术特征，特征 Ｂ
是权利要求２和４的特定技术特征，但 Ａ与 Ｂ不相关。因此，
权利要求１与３之间或者权利要求２与 ４之间有相同的特定技
术特征，因而有单一性；而权利要求 １与 ２或 ４之间，或者权
利要求３与２或４之间没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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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单一性。

【例５】
权利要求１：一种灯丝 Ａ。
权利要求２：一种用灯丝 Ａ制成的灯泡 Ｂ。
权利要求３：一种探照灯，装有用灯丝 Ａ制成的灯泡 Ｂ和

旋转装置 Ｃ。
与现有技术公开的用于灯泡的灯丝相比，灯丝 Ａ是新的并

具有创造性。

说明：该三项权利要求具有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灯丝 Ａ，
因此它们之间有单一性。

【例６】
权利要求１：一种制造产品 Ａ的方法 Ｂ。
权利要求２：一种制造产品 Ａ的方法 Ｃ。
权利要求３：一种制造产品 Ａ的方法 Ｄ。
与现有技术相比，产品 Ａ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
说明：产品 Ａ是上述三项方法权利要求的相同的特定技术

特征，这三项方法Ｂ、Ｃ、Ｄ之间有单一性。当然，产品Ａ本身
还可以有一项产品权利要求。如果产品 Ａ是已知的，则其不能
作为特定技术特征，这时应重新判断这三项方法的单一性。

【例７】
权利要求１：一种树脂组合物，包括树脂 Ａ、填料 Ｂ及阻

燃剂 Ｃ。
权利要求２：一种树脂组合物，包括树脂 Ａ、填料 Ｂ及抗

静电剂 Ｄ。
本领域中树脂 Ａ、填料 Ｂ、阻燃剂 Ｃ及抗静电剂 Ｄ分别都

是已知的，且 ＡＢ组合不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的贡献，而 ＡＢＣ
的组合形成了一种性能良好的不易燃树脂组合物，ＡＢＤ的组合
也形成了一种性能良好的防静电树脂组合物，它们分别具有新

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尽管这两项权利要求都包括相同的特征 Ａ和 Ｂ，但
是，Ａ、Ｂ及 ＡＢ组合都不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的贡献，权利要
求１的特定技术特征是 ＡＢＣ组合，权利要求２的特定技术特征
是 ＡＢＤ组合，两者不相同也不相应，因此，权利要求２与权利
要求１没有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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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２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例８】
权利要求１：一种化合物 Ｘ。
权利要求２：一种制备化合物 Ｘ的方法。
权利要求３：化合物 Ｘ作为杀虫剂的应用。
（１）第一种情况：化合物 Ｘ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化合物 Ｘ是这三项权利要求相同的技术特征。由于

它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即特定技术特

征，因此，权利要求１至 ３存在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
求１、２和３有单一性。

（２）第二种情况：通过检索发现化合物 Ｘ与现有技术相比
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１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不能被授予专
利权。权利要求２和３之间的相同技术特征仍为化合物 Ｘ，但
是，由于化合物 Ｘ对现有技术没有作出贡献，故不是相同的特
定技术特征，而且，权利要求 ２和 ３之间也没有相应的特定技
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２和 ３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特定
技术特征，缺乏单一性。

【例９】
权利要求 １：一种高强度、耐腐蚀的不锈钢带，主要成分

为 （按％重量计）Ｎｉ＝２０～５０，Ｃｒ＝１５～１９，Ｍｏ＝１～２及平
衡量的 Ｆｅ，带的厚度为 ０５ｍｍ～２０ｍｍ，其伸长率为 ０２％时
屈服强度超过５０ｋｇ／ｍｍ２。

权利要求 ２：一种生产高强度、耐腐蚀不锈钢带的方法，
该带的主要成分为 （按％重量计）Ｎｉ＝２０～５０，Ｃｒ＝１５～１９，
Ｍｏ＝１～２及平衡量的 Ｆｅ，该方法包括以下次序的工艺步骤：

（１）热轧至２０ｍｍ～５０ｍｍ的厚度；
（２）退火该经热轧后的带子，退火温度为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３）冷轧该带子至０５ｍｍ～２０ｍｍ厚度；
（４）退火：温度为１１２０℃ ～１２００℃，时间为２～５分钟。
与现有技术相比，伸长率为０２％时屈服强度超过５０ｋｇ／ｍｍ２

的不锈钢带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 １与 ２之间有单一性。该产品权利要求 １
的特定技术特征是伸长率为 ０２％时屈服强度超过 ５０ｋｇ／ｍｍ２。
方法权利要求２中的工艺步骤正是为生产出具有这样的屈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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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不锈钢带而采用的加工方法，虽然在权利要求 ２的措词中
没有体现出这一点，但是从说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

这些工艺步骤就是与产品权利要求１所限定的强度特征相应的
特定技术特征。

本例的权利要求２也可以写成引用权利要求 １的形式，而
不影响它们之间的单一性，如：

权利要求２：一种生产权利要求 １的不锈钢带的方法，包
括以下工艺步骤：

（步骤 （１）至 （４）同前所述，此处省略。）
【例１０】
权利要求１：一种含有防尘物质 Ｘ的涂料。
权利要求２：应用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涂料涂布制品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１）用压缩空气将涂料喷成雾状；（２）将雾状
的涂料通过一个电极装置 Ａ使之带电后再喷涂到制品上。

权利要求３：一种喷涂设备，包括一个电极装置 Ａ。
与现有技术相比，含有物质 Ｘ的涂料是新的并具有创造

性，电极装置 Ａ也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但是，用压缩空气使
涂料雾化以及使雾化涂料带电后再直接喷涂到制品上的方法是

已知的。

说明：权利要求１与２有单一性，其中含 Ｘ的涂料是它们
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２与 ３也有单一性，其中电极
装置 Ａ是它们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但权利要求１与３缺乏单
一性，因为它们之间缺乏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例１１】
权利要求１：一种处理纺织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涂

料 Ａ在工艺条件 Ｂ下喷涂该纺织材料。
权利要求２：根据权利要求 １的方法喷涂得到的一种纺织

材料。

权利要求３：权利要求 １方法中用的一种喷涂机，其特征
在于有一喷嘴 Ｃ能使涂料均匀分布在纺织材料上。

现有技术中公开了用涂料处理纺织品的方法，但是，没有

公开权利要求１的用一种特殊的涂料 Ａ在特定的工艺条件 Ｂ下
（例如温度、辐照度等）喷涂的方法，而且，权利要求 ２的纺
织材料具有预想不到的特性。喷嘴 Ｃ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１的特定技术特征是由于选用了特殊的涂
料而必须相应地采用的特定的工艺条件；而在采用该特殊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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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定工艺条件处理之后得到了权利要求 ２所述的纺织材料，
因此，权利要求１与权利要求 ２具有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有
单一性。权利要求３的喷涂机与权利要求 １或 ２无相应的特定
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３与权利要求１或２均无单一性。

【例１２】
权利要求１：一种制造方法，包括步骤 Ａ和 Ｂ。
权利要求２：为实施步骤 Ａ而专门设计的设备。
权利要求３：为实施步骤 Ｂ而专门设计的设备。
没有检索到任何与权利要求１方法相关的现有技术文献。
说明：步骤 Ａ和 Ｂ分别为两个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

献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１与 ２或者权利要求 １与 ３之间
有单一性。权利要求２与３之间由于不存在相同的或相应的特
定技术特征，因而没有单一性。

【例１３】
权利要求１：一种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混合燃烧室有正切

方向的燃料进料口。

权利要求２：一种制造燃烧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包
括使混合燃烧室形成具有正切方向燃料进料口的步骤。

权利要求 ３：一种制造燃烧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浇铸
工序。

权利要求４：一种制造燃烧器的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设备
有一个装置 Ｘ，该装置使燃料进料口按正切方向设置在混合燃
烧室上。

权利要求５：一种制造燃烧器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有一个
自动控制装置 Ｄ。

权利要求６：一种用权利要求１的燃烧器制造碳黑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其中包括使燃料从正切方向进入燃烧室的步骤。

现有技术公开了具有非切向的燃料进料口和混合室的燃烧

器，从现有技术来看，带有正切方向的燃料进料口的燃烧器既

不是已知的，也不是显而易见的。

说明：权利要求 １、２、４与 ６有单一性，它们的特定技术
特征都涉及正切方向的进料口。而权利要求 ３或 ５与权利要求
１、２、４或６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所以权
利要求３或 ５与权利要求 １、２、４或 ６之间无单一性。此外，
权利要求３与５之间也无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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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３从属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根据本章第２２１节 （５）所述的原则，凡符合规定的从

属权利要求，与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不存在缺乏单一

性的问题，即使该从属权利要求还包含着另外的发明。

例如，一项独立权利要求是一种生产铸铁的新方法。在一

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提出了在某一温度范围内按所说的方法生

产铸铁。在此情况下，对该温度范围可撰写一项从属权利要

求，即使在独立权利要求中没有提到温度，也不应当对该从属

权利要求提出缺乏单一性的意见。

又如，权利要求１是制造产品 Ａ的方法，其特征是使用 Ｂ
为原料；权利要求２是按照权利要求 １制造产品 Ａ的方法，其
特征是所述的原料 Ｂ是由 Ｃ制备的。由于权利要求２包含了权
利要求１的全部特征，所以，无论由 Ｃ制造 Ｂ的方法本身是否
是一项发明，均不能认为权利要求１与２之间缺乏单一性。

再如，权利要求１是一种汽轮机的叶片，其特征在于该叶
片有某种特定的形状；权利要求２是按照权利要求 １所述的汽
轮机叶片，其特征是该叶片是由合金 Ａ制造的。在该例中，即
使合金 Ａ是新的，它本身可构成一项独立的发明，且它在汽轮
机叶片中的应用是有创造性的，也不应当对权利要求 ２与权利
要求１之间的单一性提出意见。

应当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形式上的从属权利要求，实际

上是独立权利要求，有可能存在缺乏单一性的问题。例如，权

利要求１是一种接触器，具有特征Ａ、Ｂ和Ｃ；权利要求２是一
种权利要求１的接触器，而其中特征 Ｃ由特征 Ｄ代替。由于权
利要求２并没有包括权利要求１的全部特征，因此不是从属权
利要求，而是独立权利要求。应当按照同类的独立权利要求的

单一性审查原则来判断它们的单一性。

在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因缺乏新颖性、创造性等原因不能被

授予专利权的情况下，其从属权利要求之间有可能存在缺乏单

一性的问题。

【例如】

权利要求１：一种显示器，具有特征 Ａ和 Ｂ。
权利要求２：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显示器，具有另一特征 Ｃ。
权利要求３：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显示器，具有另一特征 Ｄ。
（１）第一种情况：与现有技术公开的显示器相比，权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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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１所述的具有特征 Ａ和 Ｂ的显示器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２和３是进一步限定权利要求 １保护范围

的从属权利要求，因此，权利要求１、２和３具有单一性。
（２）第二种情况：从两份现有技术文献的结合来看，权利

要求１所述的显示器不具有创造性。而特征 Ｃ和 Ｄ分别是对现
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并且两者完全不相关。

说明：由于权利要求１不具有创造性而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剩下的权利要求２和３实际上应视为独立权利要求来确定其是
否具有单一性。而权利要求２中的特定技术特征 Ｃ与权利要求
３中的特定技术特征Ｄ不相同也不相应，因此，权利要求２和３
无单一性。

３分案申请

３１分案的几种情况
一件申请有下列不符合单一性情况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

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包括分案处理），使其符合单一性

要求。

（１）原权利要求书中包含不符合单一性规定的两项以上
发明。

原始提交的权利要求书中包含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

两项以上发明的，应当要求申请人将该权利要求书限制至其中

一项发明 （一般情况是权利要求１所对应的发明）或者属于一
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对于其余的发明，申请人

可以提交分案申请。

（２）在修改的申请文件中所增加或替换的独立权利要求与
原权利要求书中的发明之间不具有单一性。

在审查过程中，申请人在修改权利要求时，将原来仅在说

明书中描述的发明作为独立权利要求增加到原权利要求书中，

或者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修改权利要求，将原来仅在说明

书中描述的发明作为独立权利要求替换原独立权利要求，而该

发明与原权利要求书中的发明之间缺乏单一性。在此情况下，

审查员一般应当要求申请人将后增加或替换的发明从权利要求

书中删除。申请人可以对该删除的发明提交分案申请。

（３）独立权利要求之一缺乏新颖性或创造性，其余的权利
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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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独立权利要求 （通常是权利要求 １）缺乏新颖性或创
造性，导致与其并列的其余独立权利要求之间，甚至其从属权

利要求之间失去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即缺乏单一

性，因此需要修改，对于因修改而删除的主题，申请人可以提

交分案申请。例如，一件包括产品、制造方法及用途的申请，

经检索和审查发现，产品是已知的，其余的该产品制造方法独

立权利要求与该产品用途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显然不可能有相同

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此它们需要修改。

上述情况的分案，可以是申请人主动要求分案，也可以是

申请人按照审查员要求而分案。应当指出，由于提出分案申请

是申请人自愿的行为，所以审查员只需要求申请人将不符合单

一性要求的两项以上发明改为一项发明，或者改为属于一个总

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至于修改后对其余的发明是否提

出分案申请，完全由申请人自己决定。

另外，针对一件申请，可以提出一件或者一件以上的分案

申请，针对一件分案申请还可以以原申请为依据再提出一件或

者一件以上的分案申请。针对一件分案申请再提出分案申请

的，若其递交日不符合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５１１节 （３）
的规定，则不能被允许，除非审查员指出了单一性的缺陷。

３２分案申请应当满足的要求
分案申请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１）分案申请的文本
分案申请应当在其说明书的起始部分，即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之前，说明本申请是哪一件申请的分案申请，并写明原申请

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发明创造名称。

在提交分案申请时，应当提交原申请文件的副本；要求优

先权的，还应当提交原申请的优先权文件副本。

（２）分案申请的内容
细则５３（３） 分案申请的内容不得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否则，应当

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或者专利法第三十

三条规定为理由驳回该分案申请。

（３）分案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分案以后的原申请与分案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应当分别要求

保护不同的发明；而它们的说明书可以允许有不同的情况。例

如，分案前原申请有 Ａ、Ｂ两项发明；分案之后，原申请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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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书若要求保护 Ａ，其说明书可以仍然是 Ａ和 Ｂ，也可以
只保留 Ａ；分案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若要求保护 Ｂ，其说明书可
以仍然是 Ａ和 Ｂ，也可以只是 Ｂ。

有关分案申请的申请人、递交时间和分案申请的类别的要

求，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５１１节的规定。

３３分案的审查
在一件申请需要分案的情况下，对分案的审查包括对分案

申请的审查以及对分案以后的原申请的审查，应当依据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进行。

（１）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分案
申请的内容不得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否则，审查员应当要

求申请人进行修改。如果申请人不修改或者进一步修改的内容

超出原申请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则审查员可以根

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 （三）项的规定，以分案申请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或修改不符合专

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为理由驳回该分案申请。

（２）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一件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

四条规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对其申请进行修

改。也就是说，在该期限内将原申请改为一项发明或者属于一

个总的发明构思的几项发明。同时应当提醒申请人注意：无正

当理由期满未答复的，则该申请被视为撤回；无充分理由不将

原申请改为具有单一性的申请的，审查员可以以申请不符合专

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为理由驳回该申请。同样，对于

原申请的分案申请不符合单一性规定的，也应当按照上述方式

处理。

（３）除了依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进
行审查之外，其他的审查与对一般申请的审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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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检　索

１引　言
每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在被授予专利权前都应当进行检索。

检索是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程序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其目的

在于找出与申请的主题密切相关或者相关的现有技术中的对比

文件，或者找出抵触申请文件和防止重复授权的文件，以确定

申请的主题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

新颖性和创造性，或者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实用新型专利检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短期专利检索参照本

章执行。

检索的结果应当记载在检索报告中。

２审查用检索资料

２１检索用专利文献
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程序中的检索，主要在检索用专利

文献中进行。检索用专利文献主要包括：电子形式 （机检数据

库和光盘）的多国专利文献；纸件形式的、按国际专利分类号

排列的审查用检索文档和按流水号排列的各国专利文献；缩微

胶片形式的各国专利文献。

专利局的电子形式的专利文献主要包括：中国发明专利申

请公开说明书、中国发明专利说明书、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

书、欧洲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专利申请

公开说明书、美国专利说明书、日本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和日

本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及多国专利分类文摘等。专利局的纸件

形式的专利文献主要包括：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中

国发明专利说明书、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美国专利说明

书、欧洲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专利申请

公开说明书及多国专利分类文摘等。

２２检索用非专利文献
审查员除在专利文献中进行检索外，还应当查阅检索用非

专利文献。检索用非专利文献主要包括：电子或纸件等形式的

国内外科技图书、期刊、索引工具及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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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检索的主题

３１检索依据的申请文本
检索依据的申请文本，通常是申请人在申请日提交的原权

利要求书和说明书 （有附图的，包括附图）。申请人按照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应审查员的要求对权利要求书和／或说
明书进行了修改，或者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

规定对权利要求书和／或说明书提出了主动修改的，检索依据
的申请文本应当是申请人最后提交的、并且符合专利法第三十

三条规定的权利要求书和／或说明书 （参见本部分第八章第４１
节）。

３２对独立权利要求的检索
检索主要针对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进行，并考虑说明书及其

附图的内容。审查员首先应当以独立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

案作为检索的主题。这时，应当把重点放在独立权利要求的发

明构思上，而不应当只限于独立权利要求的字面意义，但也不

必扩展到考虑说明书及其附图的内容后得出的每个细节。

３３对从属权利要求的检索
对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进行检索，找到了使该技

术方案丧失新颖性或者创造性的对比文件的，为了评价从属权

利要求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员还需要以从属权利

要求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作为检索的主题，继续检索。但

是，对于其限定部分的附加技术特征属于公知常识范围的从属

权利要求则可不作进一步的检索。

当检索的结果显示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具有新颖

性和创造性时，一般不需要再对其从属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

案作进一步的检索。

３４对要素组合的权利要求的检索
权利要求是要素 Ａ、Ｂ和 Ｃ的组合的，审查员在检索这种

权利要求时，应当首先对 Ａ＋Ｂ＋Ｃ的技术方案进行检索，如果
未查找到可评述其新颖性、创造性的对比文件，则应当对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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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Ｂ＋Ｃ、Ａ＋Ｃ的分组组合以及 Ａ、Ｂ和 Ｃ单个要素进行
检索。

３５对不同类型权利要求的检索
申请中包含了几种不同类型 （产品、方法、设备或者用

途）权利要求的，审查员应当对所有不同类型的权利要求进行

检索。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申请只包含一种类型的权利要求，

也可能需要对相关的其他类型的主题进行检索。例如，对一项

化学方法权利要求进行检索时，除了对该方法权利要求本身进

行检索外，为了评价其创造性，对用该方法制造的最终产品，

除它们是明显已知的以外，也应当进行检索。

３６对说明书及其附图的检索
除了对由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即申请请求保护的主

题 （以下简称申请的主题）进行检索之外，审查员有时还应当

针对说明书及其附图中公开的对该申请的主题作进一步限定的

其他实质性内容进行检索。因为申请人在修改权利要求时，有

可能把它们补充到权利要求中去。例如，一件有关电路的申

请，其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仅仅是电路的功能和工作方

式。但是，在说明书及其附图中，详细公开了一个重要的晶体

管电路，对于这件申请，审查员不但应当对权利要求所限定的

电路的功能和工作方式进行检索，而且还应当将该晶体管电路

作为检索的主题。这样，即使申请人以后通过修改将该晶体管

电路写入权利要求书，审查员也不必再进行补充检索。但是，

对于在说明书中记载的那些与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之间不

具有单一性的发明内容不必进行检索，因为通过修改将这些不

具有单一性的发明内容作为申请请求保护的主题写入权利要求

书是不允许的 （参见本部分第八章第５２１３节 （３））。

４检索的时间界限

４１检索现有技术中相关文献的时间界限
审查员应当检索发明专利申请在中国提出申请之日以前公

开的所有相同或相近技术领域的专利文献和非专利文献。这样

做的好处是，审查员可以省去核实优先权是否成立的工作，除

非出现了本部分第八章第 ４６１节所述的需要核实优先权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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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例如检索到在该申请的优先权期间申请或公开的、影响其

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对比文件。

４２检索抵触申请的时间界限
为了确定是否存在影响发明专利申请主题新颖性的抵触申

请，审查员至少还需要检索：

（１）所有由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该申请的申请日之前向专利
局提交的，并且在该申请的申请日后十八个月内已经公布或公

告的相同或相近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或专利文件；

（２）所有由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该申请的申请日之前向国际
申请受理局提交的，并且在该申请的申请日后十八个月内作出

国际公布的相同或相近技术领域的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以便

检索出与该申请相同的、可能会按照专利合作条约 （ＰＣＴ）的
规定进入中国国家阶段而成为该申请的抵触申请的国际申请。

５检索前的准备

５１阅读有关文件
说明书中引证了下面的文件的，审查员在必要时应当找出

并阅读这些文件：

（１）作为申请主题的基础的文件；
（２）与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关的背景技术文件；

法３６
（３）有助于正确理解申请的主题的文件。
如果上述文件在专利局内不能得到，而它们对于正确理解

和评价申请的主题又是必要的，没有这类文件，审查员不能进

行有效的检索，那么审查员应当暂缓进行检索，通知申请人在

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这类文件的副本，待收到副本后再进行检索

（参见本部分第八章第３２４和３２５节）。
如果说明书中所引证的文件明显与申请的主题没有直接关

系，那么审查员可以不予考虑。

如果申请人提交了外国的检索报告，审查员应当阅读检索

报告中引证的文件，尤其要阅读其中对申请的主题的新颖性、

创造性有影响的文件。

５２核对申请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检索，审查员应当先确定申请的国际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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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分类号 （简称分类号）。关于如何确定分类号，适用本指南

第一部分第四章的规定。为此，审查员应当在正确理解申请的

主题的基础上，运用分类知识核对分类部门或国际检索单位所

给出的分类号。当发现分类号不准确时，应当按照本部分第八

章第３１节中的规定处理。

５３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
通常，审查员在申请的主题所属的技术领域中进行检索，

必要时应当把检索扩展到功能类似的技术领域。所属技术领域

是根据权利要求书中限定的内容来确定的，特别是根据明确指

出的那些特定的功能和用途以及相应的具体实施例来确定的。

审查员确定的表示发明信息的分类号，就是申请的主题所属的

技术领域。功能类似的技术领域是根据申请文件中揭示出的申

请的主题所必须具备的本质功能或者用途来确定，而不是只根

据申请的主题的名称，或者申请文件中明确指出的特定功能来

确定。例如，茶叶搅拌机和混凝土搅拌机属于功能类似的技

术，因为搅拌是两者都必须具备的本质功能。同理，切砖机和

切饼干机也是功能类似的技术。再如，一件申请的独立权利要

求限定了具有某种结构特征的电缆夹子。如果在电缆夹子所属

的技术领域中检索不到相关的文件，应当把检索扩展到有关管

夹和其他类似的夹子的技术领域，因为这些夹子具有与电缆夹

子类似的本质功能，因此很可能具有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中限

定的结构特征。也就是说，进行扩展检索时，对于可能包含有

与申请的主题的全部特征或者某些特征相关的内容的文献都应

当检索。

５３１利用机检数据库
审查员可以用关键词、发明名称、发明人等检索入口在机

检数据库中通过计算机检索来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其中利用

关键词检索入口来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是最主要的方式。

在正确理解申请的主题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或者几个 “关

键词”，然后根据确定的 “关键词”在机检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和统计分析，例如，对检索得到的文献的分类号进行统计分

析，尽可能准确、全面地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采用同样的方

法，也可以确定针对前面所述的其他的检索主题应当检索的技

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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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利用国际专利分类表
在利用机检数据库得不到确切的检索技术领域的情况下，

审查员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查阅国际专利分类表，确定检索的

技术领域：

（１）查阅国际专利分类表每个部开始部分的 “部的内容”

栏，按类名选择可能的分部和大类。

（２）阅读所选定分部和大类下面的类名，从中选择最适合
于覆盖检索的主题内容的小类。

在进行以上两步时，审查员应当注意分部类名和／或大类、
小类类名中的附注或者参见。这种附注或者参见可能影响小类

的内容，指出小类之间的可能的差别，并可能指示所期望的检

索的主题所在的位置。如果选择的小类在高级版分类表的电子

层信息中有分类定义，则应当注意其详细内容，因为分类定义

对小类的范围给出了最准确的指示。另外，审查员还应当注

意，当存在与检索主题的功能类似的功能性分类位置时，可能

还存在与检索主题的功能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应用性分类位置。

在找不到检索主题的专门位置时，可以考虑将类名或者组名为

“其他 ＸＸ”、“未列入 ＸＸ组的 ＸＸ”的这一类剩余分类位置的
分类号作为检索的技术领域。

（３）参看小类开始部分的 “小类索引”，阅读大组完整的

类名及附注和参见，选择最适合于覆盖检索的主题的大组。

（４）阅读所选择的大组下面全部带一个圆点的小组，确定
一个最适合于覆盖检索的主题的小组。如果该小组有附注和参

见部分，则应当根据它们考虑其他分类位置，以便找到一个或

者多个更适合于检索的主题的分类位置。

（５）选择带一个以上圆点的，但仍旧覆盖检索的主题的
小组。

通过以上五个步骤可以选定最适合于覆盖检索的主题的小

组。这个小组及其下的不明显排除检索的主题的全部小组就是

检索的技术领域。如果选定的小组有优先注释，那么由优先注

释确定的小组及其下的不明显排除检索的主题的全部小组也是

检索的技术领域。此外，选定的小组上面的高一级小组直到大

组都是检索的技术领域，因为在那里具有包含了检索的主题且

范围更宽的主题的文献资料。如果选定的小组处于按 “最后位

置规则”分类的小类中，那么除了对选定小组及其下不明显排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七章　　　　　　　　　　　　　　　　　　　　　　　　　检　索



２０９（２－９１　　　）

除检索的主题的小组进行检索外，还应当对与选定小组具有相

同点数、且相关的在后的小组及其下不明显排除检索的主题的

小组进行检索，此外，还应当对该选定小组的高一级相关的各

小组直到大组进行检索。例如，Ｃ０８Ｇ８／００中的三点组 ８／２０，
是按 “最后位置规则”选定的小组，其下有四点组 ８／２２。在
８／２０后，具有与 ８／２０相同点数、且相关的小组，还有三点组
８／２４。在三点组以上，有相关的二点组 ８／０８及一点组 ８／０４。
因此，审查员应当首先检索 ８／２０小组，然后依次检索 ８／２２、
８／２４、８／０８、８／０４小组，直到８／００大组。

（６）用上述方法考虑同一小类中可能的其他大组或小组，
以及通过步骤 （２）选择的其他小类。

５４分析权利要求、确定检索要素
审查员在阅读申请文件、充分理解了发明内容并初步确定

了分类号和检索的技术领域后，应该进一步分析权利要求，确

定检索要素。

５４１整体分析权利要求
阅读权利要求书，找出全部独立权利要求，初步分析独立

权利要求，以确定独立权利要求所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否属

于本章第１０节所述的不必检索的情况。
对于能够检索的权利要求，确定请求保护范围最宽的独立

权利要求并分析该独立权利要求。一般首先针对保护范围最宽

的独立权利要求进行检索。

５４２确定检索要素
首先分析请求保护范围最宽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

确定反映该技术方案的基本检索要素。基本检索要素是体现技

术方案的基本构思的可检索的要素。一般地，确定基本检索要

素时需要考虑技术领域、技术问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等

方面。

在确定了基本检索要素之后，应该结合检索的技术领域的

特点，确定这些基本检索要素中每个要素在计算机检索系统中

的表达形式，例如关键词、分类号、化学结构式等。为了全面

检索，通常需要尽可能地以关键词、分类号等多种形式表达这

些检索要素，并将用不同表达形式检索到的结果合并作为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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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检索要素的检索结果。

在选取关键词时，一般需要考虑相应检索要素的各种同义

或近义表达形式，而且在必要时还需要考虑相关的上位概念、

下位概念以及其他相关概念及其各种同义或近义表达形式。

在确定反映技术方案的检索要素时，不仅要考虑技术方案

中明确的技术特征，必要时还应当考虑技术方案中的某些技术

特征的等同特征。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相比，以

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

果，并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联想到的特征。在确定

等同特征时，应当考虑说明书中描述的各种变型实施例、说明

书中不明显排除的内容等因素。

６对发明专利申请的检索

６１检索的要点
审查员在检索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新颖性上，同时也要

注意和创造性有关的现有技术，把那些相互结合后可能使申请

的主题不具备创造性的两份或者多份对比文件检索出来。此

外，审查员也要注意那些由于其他原因可能是重要的文件。例

如，有助于理解申请的主题的文件；或者最适于说明申请的主

题，并可能成为审查员要求申请人改写独立权利要求前序部分

及说明书的有关部分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文件。

在检索时，审查员应当注意现有技术中专利文献的全部内

容，尤其是专利文献的说明书 （及其附图）的内容，而不应仅

将注意力放在权利要求书上，应当将要检索的申请的权利要求

书的内容与有关的现有技术中专利文献所公开的内容进行

对比。

６２检索的顺序

６２１在所属技术领域中检索
所属技术领域是申请的主题所在的主要技术领域，在这些

领域中检索，找到密切相关的对比文件的可能性最大。因此，

审查员首先应当在这些领域的检索用专利文献中进行全面检

索。例如，表示发明信息的分类号为 ×××７／１６…… （７／１２优
先），那么首先检索 ７／１６，然后检索 ７／１２；之后，还应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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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６及７／１２之下属于不明显排除申请的主题的各个小组；最
后检索覆盖申请的主题的高一级小组直到大组。如果表示发明

信息的分类号不止一个，那么还应当以同样的方法，在其他分

类号的技术领域的检索用专利文献中进行检索。

对申请的其他应检索的主题，应当在其所属和相关的技术

领域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检索。

６２２在功能类似的技术领域中检索
审查员应当根据本章第 ６２１节所述的检索的结果，考虑

是否需要把检索扩展到功能类似的技术领域。如有必要，应当

在功能类似的技术领域中按照本章第 ６２１节所述的方法进行
检索。

６２３重新确定技术领域后再进行检索
如果通过本章第 ６２１及 ６２２节中的检索，没有找到对

比文件，有可能是原来确定的技术领域不正确。这时，审查员

应当重新确定技术领域，在该技术领域中进行检索。

在本章第６２１、６２２及６２３节的检索中，检索的时间
顺序，即所查阅的检索资料的公开时间的顺序，一般都是相对

于申请日而言由近至远。

６２４检索其他资料
根据需要，审查员还应当在检索用非专利文献 （参见本章

第２２节）中进行检索。
此外，审查员还可以查阅在上述第 ６２１至 ６２３节检索

得到的对比文件中所引证的文件，以及查阅检索出的专利申请

公开说明书或专利说明书中 “引证参考资料”栏下列举的相关

文件。

６３具体的步骤

６３１机检方式
在进行计算机检索时，为尽可能全面地检索，对于每个检

索要素，审查员应当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进行表达，如用关键

词、分类号、化学结构式等。例如，对于一个包含两个基本检

索要素 Ａ和 Ｂ的权利要求，基本的检索思路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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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涉及检索要素 Ａ的分类号和关键词的两种检索结果以逻
辑或的关系合并，作为针对检索要素 Ａ的检索结果；将涉及检
索要素 Ｂ的分类号和关键词的两种检索结果以逻辑或的关系合
并，作为针对检索要素 Ｂ的检索结果；然后将上述针对检索要
素 Ａ、Ｂ的检索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作为针对该权利要
求的检索结果。

在实际检索过程中，审查员可以根据申请的具体情况采用

不同组合方式进行检索，例如：

（１）将涉及要素 Ａ的分类号和涉及要素 Ｂ的关键词的两种
检索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

（２）将涉及要素 Ａ的分类号和涉及要素 Ｂ的分类号的两种
检索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

（３）将涉及要素 Ａ的关键词和涉及要素 Ｂ的关键词的两种
检索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

（４）将涉及要素 Ａ的关键词和涉及要素 Ｂ的分类号的两种
检索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

（５）将涉及要素 Ａ的分类号和涉及要素 Ａ的关键词的两种
检索结果以逻辑或的关系合并，其结果再与涉及要素 Ｂ的关键
词或分类号的结果以逻辑与的关系合并。

当采用一种方式检索没有找到较相关的对比文件时，应当

考虑所采用的这种方式可能遗漏的文献。比如在方式 （１）中，
可能遗漏的文献有：含有至少与 Ａ、Ｂ之一相关的关键词，但
未分在 Ａ的分类号下的文献；分类号至少与 Ａ、Ｂ的分类号之
一相同，但不含有与 Ｂ相关的关键词的文献。对于可能遗漏的
文献，应当调整检索方式进行针对性的检索。如果针对检索要

素 Ａ、Ｂ的结合没有检索到能够评价该技术方案的新颖性或创
造性的单份文件时，一般还应当考虑分别针对单独检索要素 Ａ
或 Ｂ进行检索的结果。如果技术方案包含有多个基本检索要
素，例如基本检索要素 Ａ、Ｂ和 Ｃ，在找不到能够评价该技术
方案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单份文献时，一般应该考虑基本检索

要素的组合，例如考虑 Ａ＋Ｂ、Ａ＋Ｃ和 Ｂ＋Ｃ的组合；必要时，
还需要考虑单独检索要素 Ａ、Ｂ、Ｃ。

此外，在计算机检索过程中，审查员还可以随时根据相关

文献进行针对引用文献、被引用文献、发明人、申请人的跟踪

检索，以便找到进一步相关的文献。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七章　　　　　　　　　　　　　　　　　　　　　　　　　检　索



２１３（２－９５　　　）

６３２手检方式
在用手检方式进行检索时，审查员可以按照下述步骤查阅

专利文献：

第一步，迅速浏览要检索的技术领域的审查用检索文档中

专利文献扉页上的摘要和附图以及权利要求书中独立权利要求

的内容；日本、俄罗斯 （包括原苏联）、德国 （包括原联邦德

国）、英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的专利分类文摘；中外期刊论文

分类题录等，将那些初步判断可能与申请的主题有关的文件提

出来。如果检索针对的申请有显示各种具体结构的附图，审查

员可以把申请的附图与审查用检索文档中文件的附图一一对

照，将那些附图所显示的结构特征与申请中的结构相同或者类

似的文件提出来。

第二步，仔细阅读第一步中提出的那些文件的摘要、附图

和权利要求，以及有关文摘和题录所对应的文件，选出与申请

较相关的对比文件。

第三步，仔细阅读和分析研究第二步中选出的文件的说明

书部分，最后确定在检索报告和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中将引用

的对比文件。

６４抵触申请的检索

６４１基本原则
在对申请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前，抵触申请的检索应当

完成到尽可能完善的程度，即应当作到已经全面查阅了当时的

检索用专利文献中在本申请的申请日之前提出并在其后公布的

专利申请文件和公告的专利文件。

６４２申请满十八个月公布后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的检索
通常，发明专利申请在其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公布，此后

进入实质审查程序。对这种情况，审查员在发出第一次审查意

见通知书之前所作的检索，应当包括抵触申请的检索。

６４３申请提前公布后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的检索
发明专利申请提前公布后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的，审查员在

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前，可以初步检索抵触申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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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该申请作出审查结论的日期在从该申请的申请日起十八个

月之内，审查员可视抵触申请进入检索用专利文献中的情况不

断进行抵触申请的补充检索；如果对该申请作出审查结论的日

期，在该申请的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当天或者之后，审查员应

当在满十八个月当天或者之后，在作出审查结论前，进一步进

行抵触申请检索。

　法９１
７防止重复授权的检索

在对申请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前，防止重复授权的检索

应当完成到尽可能完善的程度，即应当将在中国专利文献中已

经有的涉及同样的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文件检索出

来。有关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判断，适用本部分第三章第 ６节的
规定。

８中止检索

８１检索的限度
从理论上说，任何完善的检索都应当是既全面又彻底的检

索。但是从成本的合理性角度考虑，检索要有一定的限度。审

查员要随时根据已经检索出的对比文件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是否

应当中止检索。考虑的原则是用于检索的时间、精力和成本与

预期可能获得的结果要相称。

８２可中止检索的几种情况
检索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审查员可以中止

检索：

（１）审查员已经找到一份与申请的全部主题密切相关的对
比文件，并且认为它清楚地公开了申请的全部主题的全部技术

特征，或者由它所公开的内容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

得出权利要求书中的全部技术方案，即审查员认为该对比文件

单独影响申请的全部主题的新颖性或创造性，构成检索报告中

所规定的 Ｘ类文件或 Ｅ类文件；
（２）审查员已经找到两份或者多份与申请的全部主题密切

相关的对比文件，并且认为，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

够容易地把它们结合起来，得出权利要求书中的全部技术方

案，即审查员认为这些对比文件结合起来影响申请的全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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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性，构成检索报告中所规定的 Ｙ类文件；
（３）审查员根据其知识和工作经验，认为不可能找到密切

相关的对比文件，或者认为预期的结果与需要花费的时间、精

力和成本相比十分不相称，不值得继续检索；

（４）审查员从公众提供的材料中，或者从申请人提交的外
国为其申请进行检索的资料或者审查结果的资料中，发现了上

述 （１）或 （２）所述的密切相关的对比文件 （通常为检索报告

中所规定的 Ｘ或 Ｙ类文件）。

９特殊情况的检索

９１申请的主题跨领域时的检索
如果申请的主题跨越不同的技术领域，审查员除了在其负

责审查的技术领域进行检索外，还应当视情况与负责其他技术

领域的审查员商量，决定如何进行进一步检索。

９２申请缺乏单一性时的检索

９２１对明显缺乏单一性的申请的检索
审查员在分析研究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 （及其附图）后，

就能判断申请的主题之间缺乏单一性的，可以采取下列方式之

一处理申请：

（１）待申请人修改申请并消除缺乏单一性的缺陷后再进行
检索；

（２）如果缺乏单一性的两项或者多项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
方案都属于该审查员负责审查的技术领域，且它们涉及的检索

领域非常接近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叠，则审查员可以在不增加

太多工作量的情况下同时完成对它们检索，这样，在撰写审查

意见通知书正文时，既可以指出缺乏单一性的缺陷，又可以对

这些独立权利要求作出评价，减少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从而

加速审查进程。如果通过检索发现申请中的一项或者几项独立

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者创造性，那么申请人在收到审查意

见通知书之后，就可以删去这样的权利要求，而且不会再对它

或者它们提出分案申请，从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工作。此

外，通过这样的检索还有可能找到进一步证明申请的主题缺乏

单一性的对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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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２对不明显缺乏单一性的申请的检索
不明显缺乏单一性的申请，是指只有经过检索，才能确定

其申请的主题之间缺乏单一性的那些申请。对于这些申请，审

查员应当按照下列方式进行检索：

（１）对第一独立权利要求进行检索，若发现它不具备新颖
性或者创造性，则按照本部分第六章第 ２２１节所述的单一性
审查原则，根据已有检索结果判断其余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是

否缺乏单一性，对缺乏单一性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不再进行

检索。

（２）如果一件申请中的两项或者多项相互并列的独立权利
要求，在发明构思上非常接近，而且其中没有一项独立权利要

求需要在其他的技术领域中进行检索，则可以对申请的全部主

题进行检索，因为这不会增加太多工作量。

（３）对独立权利要求进行检索，若发现它不具备新颖性或
创造性，从而导致其相互并列的从属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

性，则可参照本章第９２１节 （１）或 （２）或者本节 （１）或
（２）所述的方式处理。

９３其他情况的检索
申请的部分主题属于本章第１０节中列出的情形的，审查员

应当对该申请其他不属于这些情形的主题进行检索；申请中其

他不属于这些情形的主题之间存在单一性缺陷的，按本章第

９２节的规定进行检索。

１０不必检索的情况
一件申请的全部主题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员对该申

请不必进行检索：

（１）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
权的情形；

（２）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３）不具备实用性；
（４）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未对该申请的主题作出清楚、完

整的说明，以致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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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补充检索
在申请的实质审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了获得

更适合的对比文件，审查员应当对申请进行补充检索：

（１）申请人修改了权利要求，原先的检索没有覆盖修改后
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

（２）申请人澄清了某些内容，使得原先的检索不完整、不
准确；

（３）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以前的检索不完整或者不准确；
（４）审查意见的改变使得已经作出的检索不完整或者不准

确而需要增加或者改变其检索领域的。

在复审后的继续审查过程中，如果出现上述情形，也应当

进行补充检索。

此外，对于本章第 ４２节 （２）中所述的可能构成抵触申
请的指定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文件，在对申请发出授予专利权

的通知之前，应当通过补充检索查看其是否进入了中国国家阶

段并作出了中文公布。

１２检索报告
检索报告用于记载检索的结果，特别是记载构成相关现有

技术的文件。检索报告采用专利局规定的表格。审查员应当在

检索报告中清楚地记载检索的领域、数据库以及所用的基本检

索要素及其表达形式 （如关键词等）、由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

以及对比文件与申请主题的相关程度，并且应当按照检索报告

表格的要求完整地填写其他各项。

在检索报告中，审查员采用下列符号来表示对比文件与权

利要求的关系：

Ｘ：单独影响权利要求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文件；
Ｙ：与检索报告中其他 Ｙ类文件组合后影响权利要求的创

造性的文件；

Ａ：背景技术文件，即反映权利要求的部分技术特征或者
有关的现有技术的文件；

Ｒ：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申请日向专利局提交的、属于同样
的发明创造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文件；

Ｐ：中间文件，其公开日在申请的申请日与所要求的优先
权日之间的文件，或者会导致需要核实该申请优先权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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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单独影响权利要求新颖性的抵触申请文件。
上述类型的文件中，符号 Ｘ、Ｙ和 Ａ表示对比文件与申请

的权利要求在内容上的相关程度；符号 Ｒ和 Ｅ同时表示对比文
件与申请在时间上的关系和在内容上的相关程度；而符号 Ｐ表
示对比文件与申请在时间上的关系，其后应附带标明文件内容

相关程度的符号 Ｘ、Ｙ、Ｅ或 Ａ，它属于在未核实优先权的情况
下所作的标记。

一项权利要求中包括几个并列的技术方案，而一份对比文

件与这些技术方案的相关程度各不相同的，审查员在检索报告

中应当用表示其中最高相关程度的符号来标注该对比文件。

除上述类型的文献外，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的其他文献

也应当填写在检索报告中，但不填写文献类型和／或所涉及的
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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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实质审查程序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进

行实质审查。

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的目的在于确定发明专利申

请是否应当被授予专利权，特别是确定其是否符合专利法有关

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规定。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实质审查程序通常

由申请人提出请求后启动。根据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实质审查

程序也可以由专利局启动。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

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专利局应当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

决定。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实质审查中，发明专利

申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专利局认为仍然不符

合专利法规定，即仍然存在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

定情形的缺陷的，应当予以驳回。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在被授予专利

权之前随时撤回其专利申请。专利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

十七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还规定了在实质

审查程序中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情形。

本章所说的实质审查，是指中国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

查。对于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在本指南

第三部分第二章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中有

具体规定的，适用该章规定；无具体规定的，适用本章的规定。

２实质审查程序及其基本原则

２１实质审查程序概要
在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程序中可能发生的行为如下：

法３７ （１）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审查员认为该申请
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审查

员发出通知书 （审查意见通知书、分案通知书或提交资料通知

实质审查程序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



２２０ （２－１０２　　 ）

书等）和申请人的答复可能反复多次，直到申请被授予专利

权、被驳回、被撤回或者被视为撤回；

法３９ （２）对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或者经申请人陈述
意见或修改后消除了原有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发出授

予发明专利权的通知书；

法３８ （３）专利申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修改后，仍然存在通
知书中指出过的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所列情形的缺

陷的，审查员应当予以驳回；

法３７及３６２
细则４２２

（４）申请人无正当理由对审查意见通知书、分案通知书或
者提交资料通知书等逾期不答复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申请被视

为撤回通知书。

此外，根据需要，审查员还可以按照本指南的规定在实质

审查程序中采用会晤、电话讨论和现场调查等辅助手段。

２２实质审查程序中的基本原则
（１）请求原则
除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另有规定外，实质审查程序只有在

申请人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前提下才能启动。审查员只能根据

申请人依法正式呈请审查 （包括提出申请时、依法提出修改时

或者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的申请文件进行审查。

（２）听证原则
在实质审查过程中，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给

申请人提供至少一次针对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陈述

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即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时，
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在之前的审查意见通知书

中已经告知过申请人。

（３）程序节约原则
在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时，审查员应当尽可能地

缩短审查过程。换言之，审查员要设法尽早地结案。因此，除

非确认申请根本没有被授权的前景，审查员应当在第一次审查

意见通知书中，将申请中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所

有问题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对所有问题给予答

复，尽量地减少与申请人通信的次数，以节约程序。

但是，审查员应当注意，不得以节约程序为理由而违反请

求原则和听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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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申请文件的核查与实审准备

３１核对申请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审查员接到申请案后，不管近期是否进行审查，都应当首

先核对申请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审查员认为申请不属于自己负责审查的分类范围的，应当

根据专利分类协调的规定及时处理，以免延误审查。

审查员认为分类号不确切，但仍属于自己负责审查的范围

的，应当自行改正分类号。

３２查对申请文档
审查员对属于自己负责审查的分类范围的申请案，或者调

配给自己的申请案，不管近期是否进行审查，都应当及时查对

申请文档。对于应由其他部门处理的手续文件以及与实质审查

无关的其他文件，审查员应当及时转交相应的部门，以免

延误。

法３５
　细则５０

３２１查对启动程序的依据
审查员应当查对申请文档中是否有实质审查请求书，其提

交的时间是否在自申请日起三年之内 （分案申请参见本指南第

一部分第一章第５１２节），是否有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及进入实
质审查程序通知书；专利局决定自行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

审查的，是否有经局长签署的通知书和已经通知申请人的

记录。

法２６１
细则５１１

３２２查对申请文件
审查员应当查对实质审查所需要的文件 （包括原始申请文

件及公布的申请文件，如果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了主动修改

或在初审期间应专利局的要求作过修改，还应当包括经修改的

申请文件）是否齐全。

法３０ ３２３查对涉及优先权的资料
申请人要求外国优先权的，审查员应当查对申请文档中是

否有要求优先权声明以及经受理在先申请的国家或者政府间组

织的主管部门出具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申请人要求本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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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权的，审查员应当查对申请文档中是否有要求优先权声明以

及在中国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

法３６２
细则４９

３２４查对其他有关文件
发明已在外国提出过专利申请的，审查员应当查对申请文

档中是否有申请人提交的该国为审查其申请进行检索的资料或

者审查结果的资料。

法３６２ ３２５申请文档存在缺陷时的处理
审查员如果发现申请文档中缺少上述第 ３２１节至 ３２３

节中任何一项所述的依据、文件或资料，或者某些文件不符合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将申请案返回流程管理部门

并且说明理由。审查员如果发现申请文档中缺少上述第 ３２４
节所述的资料，而且确信申请人已获得这样的资料，可以填写

提交资料通知书，要求申请人在指定的两个月期限内提交有关

资料；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提交的，该申请被视为撤回。

此外，在实质审查前，审查员最好能初阅申请文件，查看

是否需要申请人提交有关的参考资料，如果需要，可填写提交

资料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定的两个月期限内提交。提前做

好此项工作，有利于加快审查程序。

３３建立个人审查档案
审查员查对申请文档之后，应当着手建立个人审查档案，

记载本人审查的案件的重要数据，并在此后的审查过程中补充

有关信息，以便随时掌握各申请案的审查过程及其基本情况。

３４审查的顺序

３４１一般原则
对于接收的发明专利申请，除本章第 ３４２节所述的特殊

情况外，都应当按照接收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查，但可以将先后

接收的同类的专利申请放在一起同时审查。

在申请人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作出答复之后，审查员

对申请继续审查时，一般应按照答复的先后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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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特殊处理
对下列几种情况可作特殊处理：

（１）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申请，由申
请人或者其主管部门提出请求，经专利局局长批准后，可以优

先审查，并在随后的审查过程中予以优先处理。

法３５２ （２）对于专利局自行启动实质审查的专利申请，可以优先
处理。

（３）保留原申请日的分案申请，可以与原申请一起审查。

４实质审查

４１审查的文本
审查员首次审查所针对的文本通常是申请人按照专利法及

其实施细则规定提交的原始申请文件或者应专利局初步审查部

门要求补正后的文件。

细则５１１ 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或者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

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对

发明专利申请进行了主动修改的，无论修改的内容是否超出原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均应当以申请人提交的经过

该主动修改的申请文件作为审查文本。

申请人在上述规定期间内多次对申请文件进行了主动修改

的，应当以最后一次提交的申请文件为审查文本。申请人在上

述规定以外的时间对申请文件进行的主动修改，一般不予接

受，其提交的经修改的申请文件，不应作为审查文本。审查员

应当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告知此修改文本不作为审查文本的理

由，并以之前的能够接受的文本作为审查文本。如果申请人进

行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但

审查员在阅读该经修改的文件后认为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

的应当消除的缺陷，又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且在该

修改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审查将有利于节约审查程序，则可以接

受该经修改的申请文件作为审查文本。

４２阅读申请文件并理解发明
审查员在开始实质审查后，首先要仔细阅读申请文件，力

求准确地理解发明。重点在于了解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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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解决所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并且明确该技术方案的全

部必要技术特征，特别是其中区别于背景技术的特征，还应了

解该技术方案所能带来的技术效果。审查员在阅读和理解发明

时，可以作必要的记录，便于进一步审查。

４３不必检索即可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情况
专利申请的全部主题明显属于本部分第七章第 １０节情形

的，审查员不必检索即可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应当指出的是，如果申请中只有部分主题属于上述情形，

而其他主题不属于上述情形，则应当对不属于上述情形的其他

主题进行检索后再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４４对缺乏单一性申请的处理
专利申请缺乏单一性的缺陷有时是明显的，有时要通过检

索与审查后才能确定。缺乏单一性的缺陷既可能存在于相互并

列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也可能因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不具

备新颖性或创造性而存在于相互并列的从属权利要求之间，还

可能存在于一项权利要求的多个并列技术方案之间。

法３１１
细则３４及４２２

对于缺乏单一性的申请，审查员可以采用下述之一的方法

进行处理。

（１）先通知申请人修改
审查员在阅读申请文件时，立即能判断出申请的主题之间

明显缺乏单一性的，可以暂缓进行检索 （参见本部分第七章第

９２１节 （１）），先向申请人发出分案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指
定的两个月期限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

（２）检索后再通知申请人修改
检索后才能确定申请的主题之间缺乏单一性的，审查员可

以视情况决定是暂缓进一步检索和审查还是继续进一步检索和

审查 （参见本部分第七章第９２２节）：
如果经检索和审查后认为第一独立权利要求或者其从属权

利要求具有被授权的前景，而其他独立权利要求与该有授权前

景的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则审查员可以暂缓对其他独立

权利要求的检索和审查，并且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只针

对第一独立权利要求或者其从属权利要求提出审查意见，同时

要求申请人删除或者修改缺乏单一性的其他权利要求，以克服

申请缺乏单一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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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检索和审查后确认第一独立权利要求和其从属权利

要求没有授权前景，而其他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

审查员可以暂缓对其他独立权利要求的检索和审查，在第一次

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第一独立权利要求和其从属权利要求没

有授权前景的同时，指出该专利申请缺乏单一性的缺陷；也可

以继续检索和审查其他独立权利要求，尤其是当检索领域非常

接近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叠时，并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中，同时指出单一性缺陷和其他缺陷 （参见本部分第七章第

９２２节 （１）或 （２））。
如果申请人按照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对申请进

行了符合本章第５２节规定的修改，且权利要求书已不存在缺
乏单一性的缺陷，审查员应当对该权利要求书继续进行审查。

对于因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而导致其相互

并列的从属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的情况，参照上述 （１）
或 （２）的方式处理。

应当注意的是，有时申请的主题之间虽然缺乏单一性，特

别是因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而导致其相互并列

的从属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但是它们所对应的检索领域

非常接近，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在这种情况下，审查

员最好一并检索和审查这些权利要求，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

出这些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其他规定的缺

陷，同时指出申请缺乏单一性的缺陷，以利于节约审查程序

（参见本部分第七章第９２１节 （２））。
细则４２２ 无论申请属于上述第 （１）、（２）项中的哪一种情形，申请

人都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例如对权利要

求书进行限制，以克服单一性缺陷。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该

申请被视为撤回。

申请人在答复中对审查员关于申请缺乏单一性的论点提出

了反对意见，审查员认为反对意见成立，或者申请人修改了权

利要求书并克服了单一性缺陷的，申请的审查程序应当继续进

行；反对意见不成立，或者未消除单一性缺陷的，审查员可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的有关规定驳回该申请。

４５检　索
每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前都应当进行检

索。如何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及如何进行检索，参见本部分第

实质审查程序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



２２６ （２－１０８　　 ）

七章的内容。

４６优先权的核实

４６１需要核实优先权的情况
审查员应当在检索后确定是否需要核实优先权。当检索得

到的所有对比文件的公开日都早于申请人所要求的优先权日

时，不必核实优先权。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需要核实优先权：

（１）对比文件公开了与申请的主题相同或密切相关的内容，
而且对比文件的公开日在申请日和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间，即

该对比文件构成 ＰＸ或 ＰＹ类文件；
（２）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的申请所公开的内容与申

请的全部主题相同，或者与部分主题相同，前者的申请日在后

者的申请日和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间，而前者的公布或公告日

在后者的申请日或申请日之后，即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

的申请构成 ＰＥ类文件；
（３）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的申请所公开的内容与申

请的全部主题相同，或者与部分主题相同，前者所要求的优先

权日在后者的申请日和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间，而前者的公布

或公告日在后者的申请日或申请日之后，即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在专利局的申请构成 ＰＥ类文件。
对于第 （３）种情形，应当首先核实所审查的申请的优先

权；当所审查的申请不能享有优先权时，还应当核实作为对比

文件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在专利局的申请的优先权。

４６２优先权核实的一般原则
一般来说，核实优先权是指核查申请人要求的优先权是否

能依照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成立。为此，审查员应当在初

步审查部门审查的基础上 （参见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６２
节）核实：

（１）作为要求优先权的基础的在先申请是否涉及与要求优
先权的在后申请相同的主题；

（２）该在先申请是否是记载了同一主题的首次申请；
（３）在后申请的申请日是否在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十二个

月内。

进行上述第 （１）项核实，即判断在后申请中各项权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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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述的技术方案是否清楚地记载在上述在先申请的文件 （说

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不包括摘要）中。为此，审查员应当把在

先申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只要在先申请文件清楚地

记载了在后申请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就应当认定该在先

申请与在后申请涉及相同的主题。审查员不得以在先申请的权

利要求书中没有包含该技术方案为理由，而拒绝给予优先权。

所谓清楚地记载，并不要求在叙述方式上完全一致，只要

阐明了申请的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即可。但是，如果在先

申请对上述技术方案中某一或者某些技术特征只作了笼统或者

含糊的阐述，甚至仅仅只有暗示，而要求优先权的申请增加了

对这一或者这些技术特征的详细叙述，以致于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认为该技术方案不能从在先申请中直接和毫无疑义地

得出，则该在先申请不能作为在后申请要求优先权的基础。

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对上述第 （２）项进行核实。例如，
一件申请 Ａ以申请人的另一件在先申请 Ｂ为基础要求优先权，
在对申请 Ａ进行检索时审查员找到了该申请人的又一件在申请
Ａ的申请日和优先权日之间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公告的专利
文件 Ｃ，文件 Ｃ中已公开了申请 Ａ的主题，且文件 Ｃ的申请日
早于申请 Ａ的优先权日，即早于申请 Ｂ的申请日，因此可以确
定在先申请 Ｂ并不是该申请人提出的记载了申请 Ａ的相同主题
的首次申请，因此申请 Ａ不能要求以在先申请 Ｂ的申请日为优
先权日。

４６２１部分优先权的核实
由于对在先申请中的发明作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完善，申请

人在其在后申请中，可能会增加在先申请中没有的技术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员在核实优先权时，不能以在后申请增加

内容为理由断定优先权要求不成立，而应当对在后申请中被在

先申请清楚记载过的相同主题给予优先权，即给予部分优先

权。具体地说，在在后申请中，其技术方案已在在先申请中清

楚记载的权利要求可以享有优先权；而其技术方案未在在先申

请中记载的权利要求则不能享有优先权，应当视为是在在后申

请的申请日提出的。就整个申请而言，这种情况称为部分优先

权，即该申请的部分主题享有优先权，也就是说部分权利要求

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享有优先权。

实质审查程序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



２２８ （２－１１０　　 ）

４６２２多项优先权的核实
细则３２１ 如果一件具有单一性的专利申请要求了多项优先权，审查

员在核实优先权时，应当检查该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所反映的

各种技术方案，是否分别在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多件外国或者本

国的专利申请中已有清楚的记载。此外，审查员还要核实所有

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是否都在在后申请的优先权期限之内。满

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在后申请的多项优先权成立，并且其记载

上述各种技术方案的各项权利要求具有不同的优先权日。如果

某些权利要求不满足上述条件，但其他权利要求满足上述条

件，则不满足上述条件的那些权利要求的优先权不能成立，而

满足上述条件的其他权利要求的优先权成立。

如果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多件外国或者本国的专利申请，分

别记载了不同的技术特征，而在后申请的权利要求是这些特征

的组合，则多项优先权不能成立。

４６３优先权核实后的处理程序
经核实，申请的优先权不成立的，审查员应当在审查意见

通知书中说明优先权不成立的理由，并以新确定的优先权日

（在没有其他优先权时，以申请日）为基础，进行后续审查。

在该申请被授予专利权时，审查员应当在著录项目变更通知单

中对其优先权作出变更。

４７全面审查
为节约程序，审查员通常应当在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

书之前对专利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即审查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

及其实施细则有关实质方面和形式方面的所有规定。

审查的重点是说明书和全部权利要求是否存在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五十三条所列的情形。一般情况下，首先审查申请的主

题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

情形；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否具有专利法

第二十二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实用性；说明书是否按照专利法第

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要求充分公开了请求保护的主题。然后审查

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和第三款规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权利要求书是否按照专利法

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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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２０２

法３１１

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独立权利要求是否表述了一个解决技

术问题的完整的技术方案。在进行上述审查的过程中，还应当

审查权利要求书是否存在缺乏单一性的缺陷；申请的修改是否

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及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分案申

请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依

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还需审查申请文件是否符合专利

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

如果审查员有理由认为申请所涉及的发明是在中国完成，

且向外国申请专利之前未报经专利局进行保密审查，应当审查

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细则１７～１９
及２１～２３

申请不存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所列情形，或者虽

然存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所列情形的实质性缺陷但经

修改后仍有授权前景的，为节约程序，审查员应当一并审查其

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其他所有规定。

审查员在检索之后已经确切地理解了请求保护的主题及其

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的，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据检索结

果对上述审查重点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

４７１审查权利要求书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以

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根据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

要求的内容为准。因此，实质审查应当围绕权利要求书，特别

是独立权利要求进行。

一般情况下，在确定申请的主题不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

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

款的规定，具有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实用性，且

说明书充分公开了请求保护的主题后，应当对权利要求书进行

下述审查。

法２２２及３ （１）按照本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规定审查独立权利要求
是否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

如果经审查认为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则

应当进一步审查从属权利要求是否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如果

经审查认为全部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均不具备新颖性

或创造性，则对权利要求书不必再继续进行审查。

如果经审查认为独立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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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但是从属权利要求

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则该申请有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审查

员应当遵循程序节约的原则，对权利要求书进行下述第 （２）
至第 （７）项的审查。

法２６４ （２）审查权利要求书中的全部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
（及其附图）的支持，以及是否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

的范围。

细则２０２ （３）审查独立权利要求是否表述了一个针对发明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的完整的技术方案。判断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

是否完整的关键，在于查看独立权利要求是否记载了解决上述

技术问题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４）审查从属权利要求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
第三款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细则２１３ （５）审查一项发明是否只有一个独立权利要求，并且该独
立权利要求写在同一发明的从属权利要求之前。

细则１９３ （６）审查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术语 （科技术语）是否符合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与说明书中使用的

技术术语一致。

法９１ （７）如果检索出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同一申请日向专利局提
交的属于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对比文件，应当注意避免对相同权

利要求的重复授权。有关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方式，适用本

部分第三章第６节的规定。如果两件或两件以上的发明专利申
请涉及同样的发明创造，则应当由同一审查员进行审查，原则

上由最先提出转案要求的审查员审查。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某些申请，由于存在例如权利要求不

清楚等问题，而导致审查员无法先审查该申请权利要求的新颖

性和创造性，则应当先就这些问题进行审查。同时审查员也可

以根据对说明书的理解，就说明书中的技术方案给出有关新颖

性或创造性的审查意见，供申请人参考。

４７２审查说明书和摘要
法２６３及４
法５９１

说明书 （及其附图）应当清楚、完整地公开发明，使所属

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同时，说明书作为权利要求书

的依据，在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

内容。

对于说明书 （及其附图），审查员应当审查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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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６３ （１）说明书 （及其附图）是否清楚、完整地公开了发明，

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说明书中记载的技术方

案能否解决发明的技术问题并取得预期的有益效果 （参见本部

分第二章第２１节）；
法２６４、细则１７ （２）各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所表述的请求保护的范围能否

在说明书中找到根据，且说明书中发明内容部分所述的技术方

案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应技术方案的表述是否一致；

（３）说明书是否包含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的相关
内容，是否按照规定的方式和顺序撰写，并且用词规范、语句

清楚 （参见本部分第二章第２２节）。
如果发明的性质使采用其他方式或者顺序撰写说明书能节

约篇幅并有利于他人准确地理解发明，则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这种撰写也是允许的。

专利申请包含一个或多个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的，应当审

查说明书是否包括符合规定的序列表。

对于有附图的申请，应当审查附图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十八条的规定 （参见本部分第二章第２３节）。
在不需要附图的申请中，其说明书可以不包括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第 （四）项的内容。

细则３１ 另外，审查员还应当审查说明书中所用的科技术语是否规

范；外国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尚无标准中文译文的，是否注

明了原文等。

细则２３ 审查员还应当重视对说明书摘要的审查。对于说明书摘要

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二章第２４节的规定。
审查员按照本章第 ４７１节 （１）进行审查后，如果认为

全部权利要求都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则应当注意说明书中

是否记载了与原独立权利要求属于同一个总的发明构思且具备

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其他技术方案，以便确定申请属于本章第

４１０２２节中所列的第 （３）种情形还是第 （４）种情形。

法２６５
细则２６２

４７３审查其他申请文件
对于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审查员还应当审查申

请人是否提交了专利局制定的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登记表，该遗

传资源来源披露登记表中是否说明了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

原始来源；对于未说明原始来源的，是否说明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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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不全面审查的情况
对于一件发明专利申请，通常应当按照本章第 ４７节的要

求进行全面审查，以节约程序。

但是，申请文件存在严重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

的缺陷的，即存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所列情形的缺

陷，并且该申请不可能被授予专利权的，审查员可以对该申请

不作全面审查，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仅指出对审查结论起主导

作用的实质缺陷即可，此时指出其次要的缺陷和／或形式方面
的缺陷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细则４８ ４９对公众意见的处理
任何人对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发明专利申请向专利局提出

的意见，应当存入该申请文档中供审查员在实质审查时考虑。

如果公众的意见是在审查员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之后收到

的，就不必考虑。专利局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不必通知提

出意见的公众。

４１０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４１０１总的要求
审查员对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通常以审查意见通知书的

形式，将审查的意见和倾向性结论通知申请人。

在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中，审查员必须根据专利法及其实

施细则具体阐述审查的意见。审查的意见应当明确、具体，使

申请人能够清楚地了解其申请存在的问题。

在任何情况下，审查的意见都应当说明理由，明确结论，

并引用专利法或专利法实施细则的相关条款，但不应当写入带

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词语。为了使申请人尽快地作出符合要求的

修改，必要时审查员可以提出修改的建议供申请人修改时参

考。如果申请人接受审查员的建议，应当正式提交经过修改的

文件，审查员在通知书中提出的修改建议不能作为进一步审查

的文本。

为了加快审查程序，应当尽可能减少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次

数。因此，除该申请因存在严重实质性缺陷而无授权前景 （例

如本章第４３节、第４８节的情况）或者审查员因申请缺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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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而暂缓继续审查之外，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应当写明审

查员对申请的实质方面和形式方面的全部意见。此外，在审查

文本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况下，审查员也可以针

对审查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提出审查意见，供申请人参考。

４１０２组成部分和要求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应当包括标准表格和通知书正文。

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对比文件的，视情况，还应当包括对比

文件的复制件。

４１０２１标准表格
审查员应当按照要求完整地填写标准表格中的各项内容，

尤其要注意确认和填写审查依据的文本，该审查依据的文本应

当是依据本章第４１节的规定确认的审查文本，在审查意见通
知书正文中对其提出参考性的审查意见的文本不在该表格中填

写。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应当写明全部申请人或其代表人。

在标准表格的引用对比文件一项中，审查员应当按照下列

要求填写。

（１）对比文件为专利文献 （指专利说明书或者专利申请公

开说明书）的，应当按照 “巴黎联盟专利局间情报检索国际合

作委员会”（ＩＣＩＲＥＰＡＴ）的规定，写明国别代码、文献号和文
献类别；此外，还应注明这些文献的公开日期；对于抵触申请

还应注明其申请日。

例如：文献名称　　　　　　　公开日
ＣＮ１１６１２９３Ａ １９９７１０８
ＵＳ４２４３１２８Ａ １９８１１６
ＪＰ昭５９－１４４８２５（Ａ） １９８４８２０

（２）对比文件为期刊中的文章的，应当写明文章的名称、
作者姓名、期刊名称、期刊卷号、相关内容的起止页数、出版

日期等。

例如：“激光两坐标测量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激光两

坐标测量仪研制小组，计量学报，第 １卷第 ２期，第 ８４～８５
页，１９８０年４月。

（３）对比文件为书籍的，应当写明书名、作者姓名、相关
内容的起止页数，出版社名称及出版日期。

例如： “气体放电”，杨津基，第 ２５８～２６０页，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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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４１０２２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
根据申请的具体情况和检索结果，通知书正文可以按照如

下几种方式撰写。

（１）申请属于本章第 ４３节所述的不必检索即可发出审查
意见通知书的情形的，通知书正文只需指出主要问题并说明理

由，而不必指出任何其他缺陷，最后指出因申请属于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五十三条所列的某种驳回情形，将根据专利法第三十

八条驳回申请。

（２）申请虽然可以被授予专利权，但还存在某些不重要的
缺陷的，为了加快审查程序，审查员可以在通知书中提出具体

的修改建议，或者直接在作为通知书附件的申请文件复制件上

进行建议性修改，并在通知书正文中说明建议的理由，然后指

出，如果申请人同意审查员建议的修改，应当正式提交修改的

文件或者替换页。

（３）申请虽然可以被授予专利权，但还存在较严重的缺陷，
而且这些缺陷既涉及权利要求书，又涉及说明书的，通知书正

文应当按照审查意见的重要性的顺序来撰写。通常，首先阐述

对独立权利要求的审查意见；其次是对从属权利要求的审查意

见；再次是对说明书 （及其附图）和说明书摘要的审查意见。

对说明书的审查意见，可以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

的顺序加以陈述。

独立权利要求必须进行修改的，通常应当要求申请人对说

明书的有关部分作相应的修改。此外，如果审查员检索到比申

请人在说明书中引证的对比文件更相关的对比文件，则在通知

书正文中，应当要求申请人对说明书背景技术部分和其他相关

部分作相应的修改。

细则２１１
细则１７１（２）

对于改进型发明，审查员如果检索到一份与发明最接近的

对比文件，使原先用作独立权利要求划界所依据的对比文件显

然不适合，则应当要求申请人对独立权利要求重新划界。在这

种情况下，通知书正文还应当详细说明根据引用的这份对比文

件如何划界，并要求申请人对说明书进行相应的修改，例如在

说明书的背景技术部分对该对比文件公开的内容作客观的

评述。

如果说明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或者仅仅笼统地记载了发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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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但审查员通过阅读整个说明书的内容，能

够理解出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据此进行了检索和实质

审查，那么审查员应当在通知书正文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其认定

的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４）申请由于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而不可能被授予专利
权的，审查员在通知书正文中，必须对每项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或者创造性提出反对意见，首先对独立权利要求进行评述，然

后对从属权利要求一一评述。但是，在权利要求较多或者反对

意见的理由相同的情况下，也可以将从属权利要求分组加以评

述；最后还应当指出说明书中也没有可以取得专利权的实质

内容。

在此种情况下，审查员在通知书正文中不必指出次要的缺

陷和形式方面的缺陷，也不必要求申请人作任何修改。

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依据所引用的对比文件的某部

分提出意见的，应当指出对比文件中相关的具体段落或者附图

的图号及附图中零部件的标记。

如何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有关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规定，

对权利要求及说明书的内容提出审查意见并说明理由，请参见

本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有关内容。

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的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应当

是确凿的，如果申请人对审查员引用的公知常识提出异议，审

查员应当能够说明理由或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细则４２２及１ （５）申请属于本章第 ４４节 （１）中所述的明显缺乏单一
性的情形的，审查员可发出分案通知书，要求申请人修改申请

文件，并明确告之待申请克服单一性缺陷后再进行审查；申请

属于本章第 ４４节 （２）中所述的情形的，审查员在审查意见
通知书正文中阐述具体审查意见的同时，还应当指出申请包含

的几项发明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有关单一性的规

定。审查员检索后发现独立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

从而导致发明专利申请缺乏单一性的，应当根据本章第 ４４节
的规定，决定是否继续审查。

４１０２３对比文件的复制件
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的对比文件，应复制一份放入申请

案卷中。当引用的对比文件篇幅较长时，只需复制其中与审查

意见通知书正文相关的部分。此外，对比文件的复制件上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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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楚的标记，表明其来源及公开日，尤其是对比文件引自期

刊或者书籍的，更需要包含上述标记。

法３７ ４１０３答复期限
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审查员应当指定答复期限。该期限

由审查员考虑与申请有关的因素后确定。这些因素包括：审查

意见的数量和性质；申请可能进行修改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

等。答复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为四个月。

４１０４签　署
审查意见通知书应当由负责审查的审查员盖章。如果审查

意见通知书是由实习审查员起草的，应当由实习审查员和负责

指导其审查的审查员共同盖章。

４１１继续审查
在申请人答复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后，审查员应当对

申请继续进行审查，考虑申请人陈述的意见和／或对申请文件
作出的修改。审查员应当在审查程序的各阶段，使用相同的审

查标准。

在继续审查前，审查员应当核实答复文件中的申请号、申

请人、专利代理机构及代理人、发明名称等事项，以避免差错。

如果审查员在撰写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前，已对申请

进行了全面审查，则在继续审查阶段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申请

人对通知书正文中提出的各审查意见的反应上，特别应当注意

申请人针对全部或者部分审查意见进行争辩时所陈述的理由和

提交的证据。如果申请人同时提交了经修改的说明书和／或权
利要求书，审查员首先应当按照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分别审查修改是否超出原说

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修改是否按照审查意见通知

书要求进行 （参见本章第 ５２节）；如果修改符合上述规定，
再进一步审查经过修改的申请是否克服了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所

指出的缺陷，是否出现了新的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

规定的缺陷，尤其是审查新修改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符合专利

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从而确定该经修改的申请是否可以被授

予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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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１对申请继续审查后的处理
审查员继续审查申请后，视不同情况，可对申请作如下不

同的处理。

（１）申请人根据审查员的意见，对申请作了修改，消除了
可能导致被驳回的缺陷，使修改后的申请有可能被授予专利权

的，如果申请仍存在某些缺陷，则审查员应当再次通知申请人

消除这些缺陷，必要时，还可以通过与申请人会晤的方式 （参

见本章第４１２节）来加速审查；对个别的问题，如有可能，审
查员可以用本章第４１３节所述的方式通过电话与申请人讨论；
但是，除审查员对明显错误进行依职权修改 （参见本章第

５２４２和第６２２节）的情况外，不论采用什么方式提出修
改意见，都必须以申请人正式提交的书面修改文件为依据。

法３８ （２）申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仍然存在原
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过的、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

规定情形的缺陷的，在符合听证原则的前提下，审查员可以作

出驳回申请的决定。

法３９ （３）申请经过修改或者申请人陈述意见后已经符合专利法
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授予发明专利权通

知书。

４１１２补充检索
在继续审查 （包括复审后的审查）中，必要时，审查员应

当进行补充检索。例如，在阅读申请人的答复之后，审查员意

识到，原先对发明的理解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检索的全面

性；或者由于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了修改，需要进一步的检

索；或者由于在首次检索时检索到了本部分第七章第 ４２节
（２）中所述的有可能构成抵触申请的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文件
（参见本部分第七章第 １１节），而需要通过补充检索确定其是
否进入了中国国家阶段，并作出了中文公布。

４１１３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４１１３１再次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情况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审查员应当再次发出审查意见通

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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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审查员发现与申请的主题更加相关的对比文件，需要
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评价；

（２）在前一阶段的审查中，审查员未对某项或某几项权利
要求提出审查意见，经继续审查后，发现其中有不符合专利法

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情况；

（３）经申请人陈述意见和／或进行修改之后，审查员认为有
必要提出新的审查意见；

（４）修改后的申请有可能被授予专利权，但仍存在不符合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缺陷，这些缺陷可能是修改后出现

的新缺陷、审查员新发现的缺陷以及已经通知过申请人但仍未

完全消除的缺陷；

（５）审查员拟驳回申请，但在此前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未
向申请人明确指出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或证据。

４１１３２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内容及要求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撰写方式及要求同样适合于再次

审查意见通知书。

申请人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提交了修改文本的，审查

员应当针对修改文本提出审查意见，指出新修改的权利要求书

和说明书中存在的问题。

申请人在答复时仅陈述意见而未对申请文件作修改的，审

查员通常可以在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中，坚持先前阐述过

的意见；但是如果申请人提出了充分的理由，或者出现本章第

４１１３１节中所述的某些情形时，审查员应当考虑新的审查
意见。

审查员在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意

见陈述书中的争辩意见进行必要的评述。

为了加快审查程序，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应当将对申请审

查的结论明确告知申请人。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定的答复期

限为两个月。

４１２会　晤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本章第 ４１１１节 （１）中所述的情

况，审查员可以约请申请人会晤，以加快审查程序。申请人亦

可以要求会晤，此时，审查员只要认为通过会晤能达到有益的

目的，就应当同意申请人提出的会晤要求；反之，审查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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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会晤要求。

４１２１举行会晤的条件
举行会晤的条件是：

（１）审查员已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并且
（２）申请人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同时或者之后提出了

会晤要求，或者审查员根据案情的需要向申请人发出了约请。

不管是审查员约请的，还是申请人要求的会晤，都应当预

先约定。可采用会晤通知书或通过电话来约定，会晤通知书的

副本和约定会晤的电话记录应当存放在申请案卷中。在会晤通

知书或约定会晤的电话记录中，应当写明经审查员确认的会晤

内容、时间和地点。如果审查员或者申请人准备在会晤中提出

新的文件，应当事先提交给对方。

会晤日期确定后一般不得变动；必须变动时，应当提前通

知对方。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会晤的，审查员可以不再安

排会晤，而通过书面方式继续审查。

４１２２会晤地点和参加人
会晤应当在专利局指定的地点进行，审查员不得在其他地

点同申请人就有关申请的问题进行会晤。

会晤由负责审查该申请的审查员主持。必要时，可以邀请

有经验的其他审查员协助。实习审查员主持的会晤，应当有负

责指导的审查员参加。

申请人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会晤必须有代理人参加。

参加会晤的代理人应当出示代理人执业证。申请人更换代理人

的，应当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并在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合格

后由变更后的代理人参加会晤。在委托代理机构的情况下，申

请人可以与代理人一起参加会晤。

申请人没有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申请人应当参加会晤；

申请人是单位的，由该单位指定的人员参加，该参加会晤的人

员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和单位出具的介绍信。

上述规定也适用于共同申请人。除非另有声明或者委托了

代理机构，共有专利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都应当参加会晤。

必要时，发明人受申请人的指定或委托，可以同代理人一

起参加会晤，或者在申请人未委托代理机构的情况下受申请人

的委托代表申请人参加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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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晤的申请人或代理人等的总数，一般不得超过两

名；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共有一项专利申请，又未委托代理

机构的，可以按共同申请的单位或个人的数目确定参加会晤的

人数。

４１２３会晤记录
会晤结束后，审查员应当填写会晤记录。会晤记录采用专

利局统一制定的标准表格，一式两份，经审查员和参加会晤的

申请人 （或者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后，一份交申请人，一份留

在申请案卷中。

通常，在会晤记录中应当写明讨论的问题、结论或者同意

修改的内容。如果会晤时讨论的问题很多，例如涉及有关新颖

性、创造性、修改是否引入了新的内容等诸方面的问题，审查

员应当详尽记录讨论的情况和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晤记录不能代替申请人的正式书面答复或者修改。即使

在会晤中，双方就如何修改申请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申请人也

必须重新提交正式的修改文件，审查员不能代为修改。

如果在会晤中，对申请文件的修改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审

查工作将通过书面方式继续进行。

法３７ 会晤后，需要申请人重新提交修改文件或者作出书面意见

陈述的，如果对原定答复期限的监视还继续存在，则该答复期

限可以不因会晤而改变，或者视情况延长一个月；如果对原定

答复期限的监视已不再存在，则审查员应当在会晤记录中另行

指定提交修改文件或意见陈述书的期限。此提交的修改文件或

意见陈述书视为对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答复，申请人未按期答复

的，该申请将被视为撤回。

如果会晤时，申请人提出了新的文件，而会晤前审查员没

有收到这些文件，审查员可以决定中止会晤。

４１３电话讨论
审查员可以与申请人就申请文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电话讨

论，但电话讨论仅适用于解决次要的且不会引起误解的形式方

面的缺陷所涉及的问题。审查员应当记录电话讨论的内容，并

将其存入申请案卷。对于电话讨论中审查员同意的修改内容，

通常申请人应当正式提交经过该修改的书面文件，审查员应当

根据该书面修改文件作出审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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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５１４ 如果审查员在电话讨论中同意的修改内容属于本章第

５２４２节和第６２２节所述的情况，则审查员可以对这些明
显错误依职权进行修改。

４１４取证和现场调查
一般说来，在实质审查程序中审查员不必要求申请人提供

证据，因为审查员的主要职责是向申请人指出申请不符合专利

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问题。如果申请人不同意审查员的意

见，那么，由申请人决定是否提供证据来支持其主张。如果申

请人决定提供证据，审查员应当给予申请人一个适当的机会，

使其能提供任何可能有关的证据，除非审查员确信提供证据也

达不到有益的目的。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可以是书面文件或者实物模型。例如，

申请人提供有关发明的技术优点方面的资料，以证明其申请具

有创造性；又如，申请人提供实物模型进行演示，以证明其申

请具有实用性等。

如果某些申请中的问题，需要审查员到现场调查方能得到

解决，则应当由申请人提出要求，经负责审查该申请的实质审

查部的部长批准后，审查员方可去现场调查。调查所需的费用

由专利局承担。

５答复和修改

５１答　复
法３７ 对专利局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应当在通知书指

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

申请人的答复可以仅仅是意见陈述书，也可以进一步包括

经修改的申请文件 （替换页和／或补正书）。申请人在其答复中
对审查意见通知书中的审查意见提出反对意见或者对申请文件

进行修改时，应当在其意见陈述书中详细陈述其具体意见，或

者对修改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以及如何克服原申请文件存在

的缺陷予以说明。例如当申请人在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中引入新

的技术特征以克服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的该权利要求不具有

创造性的缺陷时，应当在其意见陈述书中具体指出该技术特征

可以从说明书的哪些部分得到，并说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具有

创造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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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请求专利局延长指定的答复期限。但是，延长

期限的请求应当在期限届满前提出。有关延长期限请求的处理

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４节的规定。专利局收到申请人
的答复之后即可以开始后续的审查程序，如果后续审查程序的

通知书或者决定已经发出，对于此后在原答复期限内申请人再

次提交的答复，审查员不予考虑。

５１１答复的方式
法３７
细则２

对于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应当采用专利局规定的意见

陈述书或补正书的方式 （参见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一章第４节），
在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申请人提交的无具体答复内容的意

见陈述书或补正书，也是申请人的正式答复，对此审查员可理

解为申请人未对审查意见通知书中的审查意见提出具体反对意

见，也未克服审查意见通知书所指出的申请文件中存在的

缺陷。

申请人的答复应当提交给专利局受理部门。直接提交给审

查员的答复文件或征询意见的信件不视为正式答复，不具备法

律效力。

５１２答复的签署
细则１１９１ 申请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其提交的意见陈述书或者

补正书，应当有申请人的签字或者盖章；申请人是单位的，应

当加盖公章；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可以由其代表人签字或者

盖章。

申请人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其答复应当由其所委托的

专利代理机构盖章，并由委托书中指定的专利代理人签字或者

盖章。专利代理人变更之后，由变更后的专利代理人签字或者

盖章。

申请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如果其答复没有申请人的

签字或者盖章 （当申请人有两个以上时，应当有全部申请人的

签字或盖章，或者至少有其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审查员应

当将该答复退回初步审查部门处理。

申请人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如果其答复没有专利代理

机构盖章，或者由申请人本人作出了答复，审查员应当将该答

复退回初步审查部门处理。

细则１１９２ 如果申请人或者委托的专利代理人发生变更，则审查员应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　　　　　　　　　　　　　　　　　　　　　　实质审查程序



２４３（２－１２５　　 ）

当核查案卷中是否有相应的著录项目变更通知单；没有该通知

单的，审查员应当将答复退回初步审查部门处理。

５２修　改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

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

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国际申请的申请

人根据专利合作条约规定所提交的修改文件，同样应当符合专

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专利

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

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可以对发

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人在

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后修改专利申请文件，应当

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５２１修改的要求
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对修改的内容与范围作出了规定。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对主动修改的时机作出了规定，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对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的

修改方式作出了规定。

法 ３３ ５２１１修改的内容与范围
在实质审查程序中，为了使申请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

的规定，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可能会进行多次。审查员对申请人

提交的修改文件进行审查时，要严格掌握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

规定。不论申请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属于主动修改还是针对通

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都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书记载的范围。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包括原说明

书和权利要求书文字记载的内容和根据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文字记载的内容以及说明书附图能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

内容。申请人在申请日提交的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

围，是审查上述修改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依据，

申请人向专利局提交的申请文件的外文文本和优先权文件的内

容，不能作为判断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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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依据。但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原始提交的外文文

本除外，其法律效力参见本指南第三部分第二章第３３节。
如果修改的内容与范围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则这样的修改不能被允许。

５２１２主动修改的时机
细则５１１ 申请人仅在下述两种情形下可对其发明专利申请文件进行

主动修改：

（１）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
（２）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通知书之日起的三个月内。

细则５１３ 在答复专利局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时，不得再进行主动

修改。

５２１３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的修改方式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在答复审

查意见通知书时，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的，应当针对通知书指

出的缺陷进行修改，如果修改的方式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则这样的修改文本一般不予接受。

然而，对于虽然修改的方式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

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但其内容与范围满足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要

求的修改，只要经修改的文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

并且具有被授权的前景，这种修改就可以被视为是针对通知书

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因而经此修改的申请文件可以接受。

这样处理有利于节约审查程序。但是，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即

使修改的内容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也

不能被视为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因而不予

接受。

（１）主动删除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扩大了该权利
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

例如，申请人从独立权利要求中主动删除技术特征，或者

主动删除一个相关的技术术语，或者主动删除限定具体应用范

围的技术特征，即使该主动修改的内容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

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只要修改导致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

扩大，则这种修改不予接受。

（２）主动改变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导致扩大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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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保护的范围。

例如，申请人主动将原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 “螺旋弹

簧”修改为 “弹性部件”，尽管原说明书中记载了 “弹性部件”

这一技术特征，但由于这种修改扩大了请求保护的范围，因而

不予接受。

又如，本章第５２３２节 （１）的例１至例４中，即使这四
种改变后的内容在原说明书中有记载，也不予接受，因为这样

的修改扩大了其请求保护的范围。

（３）主动将仅在说明书中记载的与原来要求保护的主题缺
乏单一性的技术内容作为修改后权利要求的主题。

例如，一件有关自行车新式把手的发明专利申请，申请人

在说明书中不仅描述了新式把手，而且还描述了其他部件，例

如，自行车的车座等。经实质审查，权利要求限定的新式把手

不具备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作出主动修改，将权利

要求限定为自行车车座。由于修改后的主题与原来要求保护的

主题之间缺乏单一性，这种修改不予接受。

（４）主动增加新的独立权利要求，该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
技术方案在原权利要求书中未出现过。

（５）主动增加新的从属权利要求，该从属权利要求限定的
技术方案在原权利要求书中未出现过。

如果申请人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提交的修改文本不是针

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作出的，而是属于上述不予接受的情况，

则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不接受该修改文本的

理由，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

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修改文本。同时应当指出，到指定期限届

满日为止，申请人所提交的修改文本如果仍然不符合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或者出现其他不符合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内容，审查员将针对修改前的文

本继续审查，如作出授权或驳回决定。

如果审查员对当前修改文本中符合要求的部分文本有新的

审查意见，可以在本次通知书中一并指出。

５２２允许的修改
这里所说的 “允许的修改”，主要指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

条规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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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１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主要包括：通过增加或变更独立权利

要求的技术特征，或者通过变更独立权利要求的主题类型或主

题名称以及其相应的技术特征，来改变该独立权利要求请求保

护的范围；增加或者删除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修改独立权利

要求，使其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重新划界；修改从属权利

要求的引用部分，改正其引用关系，或者修改从属权利要求的

限定部分，以清楚地限定该从属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对

于上述修改，只要经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已清楚地记

载在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就应该允许。

允许的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包括下述各种情形：

法２２２及３
法２６４
细则２０２

（１）在独立权利要求中增加技术特征，对独立权利要求作
进一步的限定，以克服原独立权利要求无新颖性或创造性、缺

少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或者未清

楚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等缺陷。只要增加了技术特征的

独立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

载的范围，这样的修改就应当被允许。

法２２２及３
　法２６４

（２）变更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以克服原独立权利
要求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未清楚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或

者无新颖性或创造性等缺陷。只要变更了技术特征的独立权利

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

围，这种修改就应当被允许。

对于含有数值范围技术特征的权利要求中数值范围的修

改，只有在修改后数值范围的两个端值在原说明书和／或权利
要求书中已确实记载且修改后的数值范围在原数值范围之内的

前提下，才是允许的。例如，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中，某温度

为２０℃ ～９０℃，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内容与该技术方案的区别
是其所公开的相应的温度范围为０℃ ～１００℃，该文件还公开了
该范围内的一个特定值４０℃，因此，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书
中指出该权利要求无新颖性。如果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或者

权利要求书还记载了２０℃ ～９０℃范围内的特定值４０℃、６０℃和
８０℃，则允许申请人将权利要求中该温度范围修改成 ６０℃ ～
８０℃或者６０℃ ～９０℃。

法２２２及３
法２６４

（３）变更独立权利要求的类型、主题名称及相应的技术特
征，以克服原独立权利要求类型错误或者缺乏新颖性或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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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缺陷。只要变更后的独立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未超出原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就可允许这种修改。

法３１１及２６４
细则２１３

（４）删除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以克服原第一独立权利要
求和并列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或者两项权利要求

具有相同的保护范围而使权利要求书不简要，或者权利要求未

以说明书为依据等缺陷，这样的修改不会超出原权利要求书和

说明书记载的范围，因此是允许的。

细则２１１ （５）将独立权利要求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正确划界。
这样的修改不会超出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因此

是允许的。

细则２２１及２ （６）修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改正引用关系上的错
误，使其准确地反映原说明书中所记载的实施方式或实施例。

这样的修改不会超出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因此

是允许的。

细则２０３
及２２１

（７）修改从属权利要求的限定部分，清楚地限定该从属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使其准确地反映原说明书中所记载的实施

方式或实施例，这样的修改不会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

载的范围，因此是允许的。

上面对权利要求书允许修改的几种情况作了说明，由于这

些修改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因而是允许的。但经过

上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其他

所有规定，还有待审查员对其进行继续审查。对于答复审查意

见通知书时所作的修改，审查员要判断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是

否已克服了审查意见通知书所指出的缺陷，这样的修改是否造

成了新出现的其他缺陷；对于申请人所作出的主动修改，审查

员应当判断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是否存在不符合专利法及其

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缺陷。

５２２２对说明书及其摘要的修改
对于说明书的修改，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说明书

中本身存在的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缺陷作出的修

改，另一种是根据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作出的适应性修改，上

述两种修改只要不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则

都是允许的。

细则１７ 允许的说明书及其摘要的修改包括下述各种情形。

（１）修改发明名称，使其准确、简要地反映要求保护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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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名称。如果独立权利要求的类型包括产品、方法和用途，

则这些请求保护的主题都应当在发明名称中反映出来。发明名

称应当尽可能简短，一般不得超过 ２５个字，特殊情况下，例
如，化学领域的某些专利申请，可以允许最多到４０个字。

（２）修改发明所属技术领域。该技术领域是指该发明在国
际专利分类表中的分类位置所反映的技术领域。为便于公众和

审查员清楚地理解发明和其相应的现有技术，应当允许修改发

明所属技术领域，使其与国际专利分类表中最低分类位置涉及

的领域相关。

（３）修改背景技术部分，使其与要求保护的主题相适应。
独立权利要求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撰写的，

说明书背景技术部分应当记载与该独立权利要求前序部分所述

的现有技术相关的内容，并引证反映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如

果审查员通过检索发现了比申请人在原说明书中引用的现有技

术更接近所要求保护的主题的对比文件，则应当允许申请人修

改说明书，将该文件的内容补入这部分，并引证该文件，同时

删除描述不相关的现有技术的内容。应当指出，这种修改实际

上使说明书增加了原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未曾记载的内

容，但由于修改仅涉及背景技术而不涉及发明本身，且增加的

内容是申请日前已经公知的现有技术，因此是允许的。

（４）修改发明内容部分中与该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有关
的内容，使其与要求保护的主题相适应，即反映该发明的技术

方案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当然，修改

后的内容不应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细则３１ （５）修改发明内容部分中与该发明技术方案有关的内容，
使其与独立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主题相适应。如果独立权利要

求进行了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修改，则允许该部分

作相应的修改；如果独立权利要求未作修改，则允许在不改变

原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对该部分进行理顺文字、改正不规范用

词、统一技术术语等修改。

（６）修改发明内容部分中与该发明的有益效果有关的内容。
只有在某 （些）技术特征在原始申请文件中已清楚地记载，而

其有益效果没有被清楚地提及，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从原始申请文件中推断出这种效果的情

况下，才允许对发明的有益效果作合适的修改。

（７）修改附图说明。申请文件中有附图，但缺少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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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允许补充所缺的附图说明；附图说明不清楚的，允许根据

上下文作出合适的修改。

（８）修改最佳实施方式或者实施例。这种修改中允许增加
的内容一般限于补入原实施方式或者实施例中具体内容的出处

以及已记载的反映发明的有益效果数据的标准测量方法 （包括

所使用的标准设备、器具）。如果由检索结果得知原申请要求

保护的部分主题已成为现有技术的一部分，则申请人应当将反

映这部分主题的内容删除，或者明确写明其为现有技术。

细则１８ （９）修改附图。删除附图中不必要的词语和注释，可将其
补入说明书文字部分之中；修改附图中的标记使之与说明书文

字部分相一致；在文字说明清楚的情况下，为使局部结构清楚

起见，允许增加局部放大图；修改附图的阿拉伯数字编号，使

每幅图使用一个编号。

细则２３ （１０）修改摘要。通过修改使摘要写明发明的名称和所属技
术领域，清楚地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

方案的要点以及主要用途；删除商业性宣传用语；更换摘要附

图，使其最能反映发明技术方案的主要技术特征。

（１１）修改由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识别出的明显错
误，即语法错误、文字错误和打印错误。对这些错误的修改必

须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从说明书的整体及上下文看出

的唯一的正确答案。

５２３不允许的修改
法３３ 作为一个原则，凡是对说明书 （及其附图）和权利要求书

作出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修改，均是不允许的。

具体地说，如果申请的内容通过增加、改变和／或删除其
中的一部分，致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看到的信息与原申

请记载的信息不同，而且又不能从原申请记载的信息中直接

地、毫无疑义地确定，那么，这种修改就是不允许的。

这里所说的申请内容，是指原说明书 （及其附图）和权利

要求书记载的内容，不包括任何优先权文件的内容。

５２３１不允许的增加
不能允许的增加内容的修改，包括下述几种。

（１）将某些不能从原说明书 （包括附图）和／或权利要求
书中直接明确认定的技术特征写入权利要求和／或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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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为使公开的发明清楚或者使权利要求完整而补入不能
从原说明书 （包括附图）和／或权利要求书中直接地、毫无疑
义地确定的信息。

（３）增加的内容是通过测量附图得出的尺寸参数技术特征。
（４）引入原申请文件中未提及的附加组分，导致出现原申

请没有的特殊效果。

（５）补入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直接从原始申请
中导出的有益效果。

（６）补入实验数据以说明发明的有益效果，和／或补入实施
方式和实施例以说明在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内发明能够

实施。

（７）增补原说明书中未提及的附图，一般是不允许的；如
果增补背景技术的附图，或者将原附图中的公知技术附图更换

为最接近现有技术的附图，则应当允许。

５２３２不允许的改变
不能允许的改变内容的修改，包括下述几种。

（１）改变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超出了原权利要求书和
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例１】
原权利要求限定了一种在一边开口的唱片套。附图中也只

给出了一幅三边胶接在一起、一边开口的套子视图。如果申请

人后来把权利要求修改成 “至少在一边开口的套子”，而原说

明书中又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 “一个以上的边可以开口”，那

么，这种改变超出了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例２】
原权利要求涉及制造橡胶的成分，不能将其改成制造弹性

材料的成分，除非原说明书已经清楚地指明。

【例３】
原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自行车闸，后来申请人把权利要

求修改成一种车辆的闸，而从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不能直接

得到修改后的技术方案。这种修改也超出了原权利要求书和说

明书记载的范围。

【例４】
用不能从原申请文件中直接得出的 “功能性术语 ＋装置”

的方式，来代替具有具体结构特征的零件或者部件。这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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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了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２）由不明确的内容改成明确具体的内容而引入原申请文
件中没有的新的内容。

【例如】

一件有关合成高分子化合物的发明专利申请，原申请文件

中只记载在 “较高的温度”下进行聚合反应。当申请人看到审

查员引证的一份对比文件中记载了在４０℃下进行同样的聚合反
应后，将原说明书中 “较高的温度”改成 “高于 ４０℃的温
度”。虽然 “高于４０℃的温度”的提法包括在 “较高的温度”

范围内，但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并不能从原申请文

件中理解到 “较高的温度”是指 “高于 ４０℃的温度”。因此，
这种修改引入了新内容。

（３）将原申请文件中的几个分离的特征，改变成一种新的
组合，而原申请文件没有明确提及这些分离的特征彼此间的

关联。

（４）改变说明书中的某些特征，使得改变后反映的技术内
容不同于原申请文件记载的内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书记载的范围。

【例１】
一件有关多层层压板的发明专利申请，其原申请文件中描

述了几种不同的层状安排的实施方式，其中一种结构是外层为

聚乙烯。如果申请人修改说明书，将外层的聚乙烯改变为聚丙

烯，那么，这种修改是不允许的。因为修改后的层压板完全不

同于原来记载的层压板。

【例２】
原申请文件中记载了 “例如螺旋弹簧支持物”的内容，说

明书经修改后改变为 “弹性支持物”，导致将一个具体的螺旋

弹簧支持方式，扩大到一切可能的弹性支持方式，使所反映的

技术内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例３】
原申请文件中限定温度条件为 １０℃或者 ３００℃，后来说明

书中修改为 １０℃ ～３００℃，如果根据原申请文件记载的内容不
能直接地、毫无疑义地得到该温度范围，则该修改超出了原说

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例４】
原申请文件中限定组合物的某成分的含量为５％或者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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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后来说明书中修改为 ５％ ～６０％，如果根据原申请文件
记载的内容不能直接地、毫无疑义地得到该含量范围，则该修

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５２３３不允许的删除
不能允许删除某些内容的修改，包括下述几种。

（１）从独立权利要求中删除在原申请中明确认定为发明的
必要技术特征的那些技术特征，即删除在原说明书中始终作为

发明的必要技术特征加以描述的那些技术特征；或者从权利要

求中删除一个与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方案有关的技术术语；或者

从权利要求中删除在说明书中明确认定的关于具体应用范围的

技术特征。

例如，将 “有肋条的侧壁”改成 “侧壁”。又例如，原权

利要求是 “用于泵的旋转轴密封……”，修改后的权利要求是

“旋转轴密封”。上述修改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原说明书中找

不到依据。

（２）从说明书中删除某些内容而导致修改后的说明书超出
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例如，一件有关多层层压板的发明专利申请，其说明书中

描述了几种不同的层状安排的实施方式，其中一种结构是外层

为聚乙烯。如果申请人修改说明书，将外层的聚乙烯这一层去

掉，那么，这种修改是不允许的。因为修改后的层压板完全不

同于原来记载的层压板。

（３）如果在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没有记载某特征的原
数值范围的其他中间数值，而鉴于对比文件公开的内容影响发

明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或者鉴于当该特征取原数值范围的某部

分时发明不可能实施，申请人采用具体 “放弃”的方式，从上

述原数值范围中排除该部分，使得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的数

值范围从整体上看来明显不包括该部分，由于这样的修改超出

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因此除非申请人能够根

据申请原始记载的内容证明该特征取被 “放弃”的数值时，本

发明不可能实施，或者该特征取经 “放弃”后的数值时，本发

明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否则这样的修改不能被允许。例如，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某一数值范围为 Ｘ１＝６００～１００００，对比
文件公开的技术内容与该技术方案的区别仅在于其所述的数值

范围为Ｘ２＝２４０～１５００，因为Ｘ１与Ｘ２部分重叠，故该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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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新颖性。申请人采用具体 “放弃”的方式对 Ｘ１进行修改，
排除Ｘ１中与Ｘ２相重叠的部分，即６００～１５００，将要求保护的技
术方案中该数值范围修改为 Ｘ１＞１５００至 Ｘ１＝１００００。如果申请
人不能根据原始记载的内容和现有技术证明本发明在 Ｘ１＞１５００
至Ｘ１＝１００００的数值范围相对于对比文件公开的Ｘ２＝２４０～１５００
具有创造性，也不能证明 Ｘ１取 ６００～１５００时，本发明不能实
施，则这样的修改不能被允许。

５２４修改的具体形式

５２４１提交替换页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说明书或者权利

要求书的修改部分，应当按照规定格式提交替换页。替换页的

提交有两种方式。

（１）提交重新打印的替换页和修改对照表。
这种方式适用于修改内容较多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以及

所有作了修改的附图。申请人在提交替换页的同时，要提交一

份修改前后的对照明细表。

（２）提交重新打印的替换页和在原文复制件上作出修改的
对照页。

这种方式适用于修改内容较少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申

请人在提交重新打印的替换页的同时提交直接在原文复制件上

修改的对照页，使审查员更容易察觉修改的内容。

细则５２及５１４ ５２４２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通常，对申请的修改必须由申请人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

出。对于申请文件中个别文字、标记的修改或者增删及对发明

名称或者摘要的明显错误 （参见本章第 ５２２２节 （１１）和第
６２２节）的修改，审查员可以依职权进行，并通知申请人。
此时，应当使用钢笔、签字笔或者圆珠笔作出清楚明显的修

改，而不得使用铅笔进行修改。

６驳回决定和授予专利权的通知
法３８及３９
细则５８

审查员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申请的实质审查。通

常，在发出一次或者两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审查员就可以作

出驳回决定或者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决定或者通知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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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出，申请人的任何呈文、答复和修改均不再予以考虑。

６１驳回决定

６１１驳回申请的条件
法３８ 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将其经实质审查认定申

请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应予驳回情形的事

实、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并给申请人至少一次陈述意见和／
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

驳回决定一般应当在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后才能作

出。但是，如果申请人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

未针对通知书指出的可驳回缺陷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陈述和／
或证据，也未针对该缺陷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或者修改仅是改

正了错别字或更换了表述方式而技术方案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则审查员可以直接作出驳回决定。

如果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了修改，即使修改后的申请文

件仍然存在用已通知过申请人的理由和证据予以驳回的缺陷，

但只要驳回所针对的事实改变，就应当给申请人再一次陈述意

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但对于此后再次修改涉及同类
缺陷的，如果修改后的申请文件仍然存在足以用已通知过申请

人的理由和证据予以驳回的缺陷，则审查员可以直接作出驳回

决定，无需再次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以兼顾听证原则与程序

节约原则。

６１２驳回的种类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的驳回发明专利申请的情

形如下：

法５
法２５

（１）专利申请的主题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
益，或者申请的主题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

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或者申请的主题属于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客体；

法２２ （２）专利申请不是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
技术方案；

法２０１ （３）专利申请所涉及的发明在中国完成，且向外国申请专
利前未报经专利局进行保密审查的；

法２２ （４）专利申请的发明不具备新颖性、创造性或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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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６３及４ （５）专利申请没有充分公开请求保护的主题，或者权利要
求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或者权利要求未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

专利保护的范围；

法２６５ （６）专利申请是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在
专利申请文件中没有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

对于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也没有陈述理由；

法３１１ （７）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关于发明专利申请单一性的
规定；

法９ （８）专利申请的发明是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
利权的；

细则２０２ （９）独立权利要求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法３３
细则４３１

（１０）申请的修改或者分案的申请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书记载的范围。

６１３驳回决定的组成
驳回决定应当包括如下两部分。

（１）标准表格
标准表格中各项应当按照要求填写完整；申请人有两个以

上的，应当填写所有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参见本指南第五

部分第六章第１２节）。
（２）驳回决定正文
驳回决定正文包括案由、驳回的理由以及决定三个部分。

６１４驳回决定正文的撰写

６１４１案　由
案由部分应当简要陈述申请的审查过程，特别是与驳回决

定有关的情况，即历次的审查意见 （包括所采用的证据）和申

请人的答复概要、申请所存在的导致被驳回的缺陷以及驳回决

定所针对的申请文本。

６１４２驳回的理由
在驳回理由部分，审查员应当详细论述驳回决定所依据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尤其应当注意下列各项要求。

（１）正确选用法律条款。当可以同时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
细则的不同条款驳回申请时，应当选择其中最为适合、占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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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条款作为驳回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简要地指出申请中

存在的其他实质性缺陷。

（２）以令人信服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作为驳回的依据，而
且对于这些事实、理由和证据的听证，已经符合本章第 ６１１
节所述的驳回申请的条件。

（３）对于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且即使经过修改
也不可能被授予专利权的申请，应当逐一地对每项权利要求进

行分析。

驳回的理由要充分完整、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措词恰

当，不能只援引法律条款或者只作出断言。审查员在驳回理由

部分还应当对申请人的争辩意见进行简要的评述。

６１４３决　定
在决定部分，审查员应当写明驳回的理由属于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五十三条的哪一种情形，并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的规

定引出驳回该申请的结论。

６２授予专利权的通知

６２１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的条件
法３９
细则５４１

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专利局应

当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在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之前，应

当发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通知书。授权的文本，必须是经申请

人以书面形式最后确认的文本。

６２２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时应做的工作
在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前，允许审查员对准备授权的

文本依职权作如下的修改 （参见本章第５２４２节）。
细则５１４ （１）说明书方面：修改明显不适当的发明名称和／或发明所

属技术领域；改正错别字、错误的符号、标记等；修改明显不

规范的用语；增补说明书各部分所遗漏的标题；删除附图中不

必要的文字说明等。

（２）权利要求书方面：改正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错
误的附图标记、附图标记增加括号。但是，可能引起保护范围

变化的修改，不属于依职权修改的范围。

（３）摘要方面：修改摘要中不适当的内容及明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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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所作的上述修改应当通知申请人。

审查员还应当依次做好下述工作：在案卷封面上填写自己

确定的该专利的 ＩＰＣ分类号并交本审查处的分类裁决负责人核
定；将整理好的准备授权的文本放入公报袋，同时在公报袋上

填写规定的项目并且盖章；填写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 （标准表

格），一式两份，盖章后，一份装订在案卷中，另一份放入申

请案卷封面里夹；整理好一份完整的案卷，并且在封面和封底

填写授权时案卷交接记录和授权发文记录；申请人对发明的名

称进行了修改的，优先权经核实有变化的，或者经核定的 ＩＰＣ
分类号相对于原分类号有变化的，还应当填写 “著录项目变更

通知单”一式两份，一份装订在案卷第一装订条的首页之前，

另一份放入案卷封面里夹。

７实质审查程序的终止、中止和恢复

７１程序的终止
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程序，因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且

决定生效，或者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或者因申请人主动

撤回申请，或者因申请被视为撤回而终止。

对于驳回或者授权的申请，审查员应当在其案卷封面上的

“实审”一栏内写明 “驳回”或者 “授权”字样，并且盖章。

对于每件申请，审查员应当建立个人审查档案，便于今后

的查询、统计 （参见本章第３３节）。

７２程序的中止
实质审查程序可能因专利申请权归属纠纷的当事人根据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请求而中止或因财

产保全而中止。一旦审查员接到程序中止调回案卷的通知，应

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案卷返还流程管理部门。

７３程序的恢复
专利申请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正当理由耽误专利法或其实

施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专利局指定的期限造成被视为撤回而导

致程序终止的，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

规定，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局请求恢复被终止的实质审查程序，

权利被恢复的，专利局恢复实质审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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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８６３ 对于因专利申请权归属纠纷当事人的请求而中止的实质审

查程序，在专利局收到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或判决书后，凡

不涉及权利人变动的，应及时予以恢复；涉及权利人变动的，

在办理相应的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后予以恢复。若自上述请求中

止之日起一年内，专利申请权归属纠纷未能结案，请求人又未

请求延长中止的，专利局将自行恢复被中止的实质审查程序。

审查员在接到流程管理部门送达的有关恢复审查程序的书

面通知和专利申请案卷后，应当重新启动实质审查程序。

８前置审查与复审后的继续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员应当对专

利复审委员会转送的复审请求书进行前置审查，并在收到转交

的案卷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前置审查意见书，该前置审查意见

书随案卷转送专利复审委员会，由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复审决

定。前置审查的要求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第３节的规定。
细则６３２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撤销专利局的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

后，审查员应当对专利申请进行继续审查。对继续审查的要求

适用本章的规定，但在继续审查过程中，审查员不得以同一事

实、理由和证据作出与该复审决定意见相反的驳回决定 （参见

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第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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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关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
审查的若干规定

１引　言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本章旨在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对涉及计算机

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特殊性作出具体规定。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还具有与其他领域的发明

专利申请相同的一般性，对于本章未提及的一般性审查事项，

应当遵循本指南其他章的规定，对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

申请进行审查。

本章所说的计算机程序本身是指为了能够得到某种结果而

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

列，或者可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

者符号化语句序列。计算机程序本身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

本章所说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是指为解决发明提出的

问题，全部或部分以计算机程序处理流程为基础，通过计算机

执行按上述流程编制的计算机程序，对计算机外部对象或者内

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的解决方案。所说的对外部对象的控制

或处理包括对某种外部运行过程或外部运行装置进行控制，对

外部数据进行处理或者交换等；所说的对内部对象的控制或处

理包括对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的改进，对计算机系统内部资源

的管理，对数据传输的改进等。涉及计算机程序的解决方案并

不必须包含对计算机硬件的改变。

２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基准
审查应当针对要求保护的解决方案，即每项权利要求所限

定的解决方案。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的规定，对智力

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授予专利权。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

申请属于本部分第一章第 ４２节所述情形的，按照该节的原则
进行审查：

（１）如果一项权利要求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数学计算规则，
或者计算机程序本身或仅仅记录在载体 （例如磁带、磁盘、光

盘、磁光盘、ＲＯＭ、ＰＲＯＭ、ＶＣＤ、ＤＶＤ或者其他的计算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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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介质）上的计算机程序，或者游戏的规则和方法等，则该权

利要求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除其主题名称之外，对其进行限定的全

部内容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者数学计算规则，或者程序本身，

或者游戏的规则和方法等，则该权利要求实质上仅仅涉及智力

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如，仅由所记录的程序限定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或者

一种计算机程序产品，或者仅由游戏规则限定的、不包括任何

技术性特征，例如不包括任何物理实体特征限定的计算机游戏

装置等，由于其实质上仅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因而

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但是，如果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介质

涉及其物理特性的改进，例如叠层构成、磁道间隔、材料等，

则不属此列。

（２）除了上述 （１）所述的情形之外，如果一项权利要求
在对其进行限定的全部内容中既包含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

内容，又包含技术特征，例如在对上述游戏装置等限定的内容

中既包括游戏规则，又包括技术特征，则该权利要求就整体而

言并不是一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应当依据专利法第二

十五条排除其获得专利权的可能性。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

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涉及计算机

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构成技术方案才是专利保护的客体。

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算

机程序的目的是解决技术问题，在计算机上运行计算机程序从

而对外部或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所反映的是遵循自然规律

的技术手段，并且由此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则这种

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

保护的客体。

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算

机程序的目的不是解决技术问题，或者在计算机上运行计算机

程序从而对外部或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所反映的不是利用

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或者获得的不是受自然规律约束的效

果，则这种解决方案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术方

案，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如，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

行计算机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工业过程、测量或测试过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　　　　　关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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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制，通过计算机执行一种工业过程控制程序，按照自然规

律完成对该工业过程各阶段实施的一系列控制，从而获得符合

自然规律的工业过程控制效果，则这种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

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算

机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一种外部技术数据，通过计算机执行

一种技术数据处理程序，按照自然规律完成对该技术数据实施

的一系列技术处理，从而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数据处理效

果，则这种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术方

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算

机程序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通过计算机执

行一种系统内部性能改进程序，按照自然规律完成对该计算机

系统各组成部分实施的一系列设置或调整，从而获得符合自然

规律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效果，则这种解决方案属于专

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３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示例
以下，根据上述审查基准，给出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

利申请的审查示例。

（１）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范围之内的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１】
利用计算机程序求解圆周率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求解圆周

率的方法，该方法首先将一正方形的面积用均匀的足够精确的

“点”进行划分，再作此正方形的内切圆，然后执行一个计算

机程序来求解圆周率 π，该计算机程序先对上述正方形内均匀
分布的 “点”进行脉冲计数，然后按照如下公式进行计算求出

圆周率 π：

π ＝ Σ圆内 “点”计数值

Σ正方形内 “点”计数值
×４

在计算中，若取样的 “点”划分得越多越细，则圆周率的

值也就计算得越精确。

申请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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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求解圆周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计算一个正方形内 “点”的数目；

计算该正方形内切圆内 “点”的数目；

根据公式

π ＝ Σ圆内 “点”计数值

Σ正方形内 “点”计数值
×４

来求解圆周率。

分析及结论

这种解决方案仅仅涉及一种由计算机程序执行的纯数学运

算方法或者规则，本质属于人的抽象思维方式，因此，该发明

专利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的智力

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２】
一种自动计算动摩擦系数 μ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涉及一种使用计算机程序计算动

摩擦系数 μ的方法。测量动摩擦系数的传统方法是采用一种装
置以固定速度牵引被测绳状物，分别测出摩擦片的位置变化量

Ｓ１和 Ｓ２，再按下列公式：
μ＝（ｌｏｇＳ２－ｌｏｇＳ１）／ｅ

计算出被测绳状物的动摩擦系数 μ。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实现自动计算动摩擦系数 μ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计算摩擦片的位置变化量 Ｓ１和 Ｓ２的比值；
计算变化量的比值 Ｓ２／Ｓ１的对数 ｌｏｇＳ２／Ｓ１；
求出对数 ｌｏｇＳ２／Ｓ１与 ｅ的比值。
分析及结论

这种解决方案不是对测量方法的改进，而是一种由计算机

程序执行的数值计算方法，求解的虽然与物理量有关，但求解

过程是一种数值计算，该解决方案整体仍旧属于一种数学计算

方法。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

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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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３】
一种全球语言文字通用转换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现有的自动翻译系统只是一对一、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语

言处理系统，其存在的问题是程序复杂、各种词性的词性标注

方式不同、数量繁多且复杂。针对上述缺陷，发明专利申请提

供一种统一的、针对全球任意多种语言进行翻译的方法，利用

与世界语辅助语标注方式相同的 “全球语言文字输入方法”实

现不同语言在语法、句法上一体化，在语言转换时，使用世界

语和世界语辅助语作为机器翻译的中介语。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利用计算机进行全球语言文字通用转换的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将全球语言文字统一在单词后先以辅音字母标词法，后以

辅音字母标句法的方式，形成与各种录入语言相对应的录入语

言辅助语；

利用中介语与录入的语言辅助语的对应关系进行语言转

换，所述中介语为世界语和世界语辅助语；

其特征在于，所述录入时的标词法和标句法方式与形成世

界语辅助语的标词法和标句法方式相同，其中标词法方式为：

－ｍ为名词， －ｘ为形容词， －ｙ为复数， －ｓ为数量词， －ｆ
为副词；所述标句法的方式为： －ｚ为主语， －ｗ为谓语， －ｄ
为定语， －ｎ为宾语， －ｂ为补语，其包括表语， －ｋ为状语。

分析及结论

这种解决方案虽然在主题名称中包括有计算机，但对其限

定的全部内容只是利用统一的翻译中介语，通过人为规定全球

语言文字的录入规则，实现对全球语言进行统一方式的翻译转

换。该解决方案不是对机器翻译方法的改进，没有在机器翻译

上体现不同语言文字自身固有的客观语言规律与计算机技术结

合的改进，而是根据发明人自己的主观认识对语言文字转换规

则进行重新规定和定义，所体现的只是录入语言辅助语与中介

语的对应关系被统一于世界语辅助语的标词和标句规则，其本

质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

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２）为了解决技术问题而利用技术手段，并获得技术效果
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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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技术方案，因而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４】
一种控制橡胶模压成型工艺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发明专利申请涉及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对橡胶模压成型工

艺进行控制的方法，该计算机程序可以精确、实时地控制该成

型工艺中的橡胶硫化时间，克服了现有技术的橡胶模压成型工

艺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过硫化和欠硫化的缺陷，使橡胶产品的质

量大为提高。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采用计算机程序控制橡胶模压成型工艺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通过温度传感器对橡胶硫化温度进行采样；

响应所述硫化温度计算橡胶制品在硫化过程中的正硫化

时间；

判断所述的正硫化时间是否达到规定的正硫化时间；

当所述正硫化时间达到规定的正硫化时间时即发出终止硫

化信号。

分析及结论

该解决方案是利用计算机程序控制橡胶模压成型工艺过

程，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橡胶的过硫化和欠硫化，解决的是技术

问题，该方法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完成对橡胶模压成型工艺进

行的处理，反映的是根据橡胶硫化原理对橡胶硫化时间进行精

确、实时控制，利用的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由于精确

实时地控制了硫化时间，从而使橡胶产品的质量大为提高，所

获得的是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是一种通过执行计

算机程序实现工业过程控制的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

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５】
一种扩充移动计算设备存储容量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现有移动计算设备例如便携式计算机、手机等由于其体积

以及便携性的要求，通常使用存储容量较小的闪存卡作为存储

介质，使得移动计算设备由于受到存储容量的限制而不能处理

需要大存储容量的多媒体数据，因而在移动计算设备上无法应

用多媒体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提供了一种利用虚拟设备文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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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来扩充移动计算设备的存储容量的方法，使移动计算设备能

够将服务器上的大容量存储空间用于本地应用。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利用虚拟设备文件系统扩充移动计算设备存储容量的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在移动计算设备上建立一个虚拟设备文件系统模块，并挂

入移动设备的操作系统；

通过虚拟设备文件系统模块向移动计算设备上的应用提供

一个虚拟的存储空间，并把对这个虚拟存储空间的读写请求通

过网络发送到远端服务器；

在远端服务器上，把从移动计算设备传来的读写请求转化

为对服务器上本地存储设备的读写请求，并把读写的结果通过

网络传回移动计算设备。

分析及结论

该解决方案是一种改进移动计算设备存储容量的方法，解

决的是如何增加便携式计算机等移动计算设备的有效存储容量

的技术问题，该方法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实现对移动计算设备

内部运行性能的改进，反映的是利用虚拟设备文件系统模块在

本地计算机上建立虚拟存储空间，将对本地存储设备的访问转

换为对服务器上的存储设备的访问，利用的是遵循自然规律的

技术手段，获得移动计算设备对数据的存储不受其本身存储容

量限制的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是一种通过执行计

算机程序实现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的解决方案，属于专利

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６】
一种去除图像噪声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现有技术通常采用均值滤波方式，即用噪声周围的像素点

的均值替代噪声的像素值的方式来去除图像噪声，但这会造成

相邻像素的灰度差值被缩小，从而产生图像模糊的现象。发明

专利申请提出一种去除图像噪声的方法，利用概率统计论中的

３θ原理，将灰度值落在均值上下３倍方差外的像素点看作是噪
声进行去除，而对灰度值落在均值上下３倍方差内的像素点不
修改其灰度值，从而既能有效地去除图像噪声，又能够减少因

去除图像噪声处理产生的图像模糊现象。

申请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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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去除图像噪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获取输入计算机的待处理图像的各个像素数据；

使用该图像所有像素的灰度值，计算出该图像的灰度均值

及其灰度方差值；

读取图像所有像素的灰度值，逐个判断各个像素的灰度值

是否落在均值上下３倍方差内，如果是，则不修改该像素的灰
度值，否则该像素为噪声，通过修改该像素的灰度值去除

噪声。

分析及结论

该解决方案是一种图像数据处理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在有效地去除图像噪声的同时，又能够减少因去除图像噪

声处理产生的图像模糊现象，是技术问题，该方法通过执行计

算机程序实现图像数据的去除噪声处理，反映的是根据具有技

术含义的像素数据的灰度均值及其灰度方差值，对灰度值落在

均值上下３倍方差外的像素点视为图像噪声予以去除，对灰度
值落在均值上下３倍方差内的像素点视为图像信号不修改其灰
度值，避免像现有技术那样对所有像素点都用均值替代的缺

陷，利用的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获得既能有效去除图

像噪声又能减少因去除图像噪声处理造成的图像模糊现象的效

果，同时由于被替换的像素点明显减少，使得系统的运算量减

少，图像处理速度和图像质量提高，因而获得的是技术效果。

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是一种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实现外部技

术数据处理的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

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７】
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测量液体粘度的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液体粘度是液体生产和应用过程中一个常用的重要技术指

标，通常的液体粘度测量方法是利用一种旋转式测量装置通过

人工操作的方式进行的，首先电机带动转子在液体中旋转，转

子转动的角度通过指针在刻度盘上扭转的角度反映出来，然后

读取刻度盘上的扭转角度，从而测出液体粘度值。该测量方法

存在的问题是测量过程由人工操作完成，测量速度慢，精度

低，不适宜在生产现场实时检测。发明专利申请提出一种利用

计算机程序控制的粘度测量方法，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对液体

粘度测量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显示过程进行自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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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现在生产现场对液体粘度进行实时检测。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测量液体粘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通过前置参数信号处理程序，根据液体种类确定合适的传

感探头转速；

通过传感探头控制程序启动传感探头，使传感探头在液体

中以上述转速做旋转剪切运动，并将传感探头感应到的液体粘

滞阻力值变换成电流信号；

通过传感探头信号处理程序，根据上述电流信号计算出液

体的粘度值，并将计算得到的粘度值传送到液晶显示器上显

示，或者通过通讯接口送入生产控制中心。

分析及结论

该解决方案是一种测量液体粘度的方法，所要解决的是如

何提高液体粘度测量的速度和精度的技术问题，该方法通过执

行计算机程序实现对液体粘度测量过程的控制，反映的是对传

感探头的转速选定、启动运动状态等传感探头工作过程以及对

所采集技术数据的处理过程和测量结果的显示过程进行自动控

制，利用的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从而实现对液体粘度

的现场实时检测，获得提高液体粘度测量的速度和精度的技术

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是一种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实现

测量或者测试过程控制的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

规定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３）未解决技术问题，或者未利用技术手段，或者未获得
技术效果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不属于专利法第

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因而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８】
一种计算机游戏方法

申请内容概述

就现有计算机游戏类型而言，一种是通过问答方式达到寓

教于乐的目的，另一种是成长类游戏，根据游戏角色的成长来

实现游戏角色和游戏环境的变化。发明专利申请要集中上述两

种游戏类型的优点于一身，通过游戏中的问答方式实现游戏角

色和游戏环境的变化。该游戏方法向用户提供一个游戏界面，

根据游戏进度，将对应所述游戏进度的问题显示出来，当使用

者输入问题答案时，判断上述答案是否正确以决定是否需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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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受用户操作的游戏角色在该计算机游戏中的等级、装备或

环境。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向用户提供兼具成长类及问答类游戏方式的计算机游

戏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提问步骤，当使用者通过计算机游戏装置进入该计算机游

戏的游戏环境时，从存储的题目资料、对应该题目资料的答案

资料及游戏进度资料中调出对应该游戏进度的问题资料，并将

问题资料显示给使用者；

成绩判断步骤，根据提供的问题资料判断使用者所输入的

答案是否与存储的对应该题目的答案资料一致，若是，则进到

下一步骤，若否，则返回提问步骤；

改变游戏状态步骤，依据成绩判断步骤的判断结果及所存

储的问答成绩记录资料，决定受使用者操作的游戏角色在该计

算机游戏中的等级、装备或环境，若答对问题的次数达到一定

的标准，则其等级、装备或环境会相应升级、增加；若未达到

一定的次数标准，则其等级、装备或环境不予改变。

分析与评述

该解决方案是利用公知计算机执行问答游戏过程控制的程

序，从而形成将问答类游戏及成长类游戏结合在一起的计算机

游戏方法，该方法通过问答以及改变游戏角色状态的方式，使

游戏角色和环境在问答过程中相应变化。该解决方案虽然通过

游戏装置进入计算机游戏环境并通过执行计算机程序对游戏过

程进行控制，但该游戏装置是公知的游戏装置，对游戏过程进

行的控制既没有给游戏装置的内部性能例如数据传输、内部资

源管理等带来改进，也没有给游戏装置的构成或功能带来任何

技术上的改变。而该方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据人的主观

意志来兼顾两种游戏的特点，不构成技术问题，采用的手段是

根据人为制定的活动规则将问答类游戏和成长类游戏结合，而

不是技术手段，获得的效果仅仅是对问答类游戏和成长类游戏

结合的过程进行管理和控制，该效果仍然只是对游戏过程或游

戏规则的管理和控制，而不是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

请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不属于专利保

护的客体。

【例９】
一种以自定学习内容的方式学习外语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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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内容概述

现有计算机辅助学习系统的学习内容都是由系统预先确定

的，因此用户必须学习这些预先确定的内容，而不能根据自己

的外语水平需求自行确定学习内容。发明专利申请能够使用户

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学习资料，并将资料输入到系统中，系统

程序将资料中的句子分割为多个句子单元，用户将分割的句子

单元重组并输入给系统，系统程序将用户重组的句子与原句子

进行比较，并根据预先确定的评分标准给出得分分数，然后将

分数输出给学习者。

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以自定学习内容的方式学习外语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

学习机，将选择出的学习资料输入给该学习机；

文件接收模块，接收用户所传送的语言文件；

文件分割模块，将所述语言文件分割成至少一个独立

句子；

句子分割模块，将所述独立句子分割成多个分割单元；

造句式语言学习模块，将所述分割单元输出给用户，并接

受用户自己重组的句子，将所述独立句子与用户自己重组输入

的句子进行比较，根据预先确定的评分标准给出得分分数，将

分数输出给所述学习者。

分析及结论

该解决方案是利用一组计算机程序功能模块构成学习系

统，这些功能模块能够接收用户确定并传送的语言文件，将其

中的句子和用户重组的句子进行比较，并将比较结果输出给用

户。该系统虽然通过学习机执行计算机程序来实现对学习过程

的控制，但该学习机是公知的电子设备，对外语语句所进行的

分割、重组、对比和评分既没有给学习机的内部性能带来改

进，也没有给学习机的构成或功能带来任何技术上的改变。而

该系统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据用户的主观愿望确定学习内容，

不构成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手段是人为制定了学习规则，并按

照规则的要求来进行，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因而未利用技术

手段，该方法可以使用户根据自身需求自行确定学习内容，进

而提高学习效率，所获得的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因

此，该发明专利申请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

案，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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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５１（２） ４汉字编码方法及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
汉字编码方法属于一种信息表述方法，它与声音信号、语

言信号、可视显示信号或者交通指示信号等各种信息表述方式

一样，解决的问题仅取决于人的表达意愿，采用的解决手段仅

是人为规定的编码规则，实施该编码方法的结果仅仅是一个符

号／字母数字串，解决的问题、采用的解决手段和获得的效果
也未遵循自然规律。因此，仅仅涉及汉字编码方法的发明专利

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的智力活动

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如，一项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仅仅涉及一种汉语字

根编码方法，这种汉语字根编码方法用于编纂字典和利用所述

字典检索汉字，该发明专利申请的汉字编码方法仅仅是根据发

明人的认识和理解，人为地制定编码汉字的相应规则，选择、

指定和组合汉字编码码元，形成表示汉字的代码／字母数字串。
该汉字编码方法没有解决技术问题，未使用技术手段，且不具

有技术效果。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的汉字编码方法属于专利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

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但是，如果把汉字编码方法与该编码方法可使用的特定键

盘相结合，构成计算机系统处理汉字的一种计算机汉字输入方

法或者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方法，使计算机系统能够以汉字信

息为指令，运行程序，从而控制或处理外部对象或者内部对

象，则这种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或者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方法

构成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术方案，不再属于智力活动

的规则和方法，而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对于这种由汉字编码方法与该编码方法所使用的特定键盘

相结合而构成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在说明

书及权利要求书中应当描述该汉字输入方法的技术特征，必要

时，还应当描述该输入方法所使用键盘的技术特征，包括该键

盘中对各键位的定义以及各键位在该键盘中的位置等。

例如，发明专利申请的主题涉及一种计算机汉字输入方

法，包括从组成汉字的所有字根中选择确定数量的特定字根作

为编码码元的步骤、将这些编码码元指定到所述特定键盘相应

键位上的步骤、利用键盘上的特定键位根据汉字编码输入规则

输入汉字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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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发明专利申请涉及将汉字编码方法与特定键盘相结合的

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通过该输入方法，使计算机系统能够运

行汉字，增加了计算机系统的处理功能。该发明专利申请要解

决的是技术问题，采用的是技术手段，并能够产生技术效果，

因此该发明专利申请构成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５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的
撰写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的

撰写要求与其他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

书的撰写要求原则上相同。以下仅就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

利申请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在撰写方面的特殊要求作如下

说明。

法２６３ ５１说明书的撰写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除了应当从整体

上描述该发明的技术方案之外，还必须清楚、完整地描述该计

算机程序的设计构思及其技术特征以及达到其技术效果的实施

方式。为了清楚、完整地描述该计算机程序的主要技术特征，

说明书附图中应当给出该计算机程序的主要流程图。说明书中

应当以所给出的计算机程序流程为基础，按照该流程的时间顺

序，以自然语言对该计算机程序的各步骤进行描述。说明书对

该计算机程序主要技术特征的描述程度应当以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根据说明书所记载的流程图及其说明编制出能够达到所

述技术效果的计算机程序为准。为了清楚起见，如有必要，申

请人可以用惯用的标记性程序语言简短摘录某些关键部分的计

算机源程序以供参考，但不需要提交全部计算机源程序。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包含对计算机装置硬件结

构作出改变的发明内容的，说明书附图应当给出该计算机装置

的硬件实体结构图，说明书应当根据该硬件实体结构图，清

楚、完整地描述该计算机装置的各硬件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

系，以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法２６４
细则２０２

５２权利要求书的撰写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可以写成一种

方法权利要求，也可以写成一种产品权利要求，即实现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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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置。无论写成哪种形式的权利要求，都必须得到说明书的

支持，并且都必须从整体上反映该发明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

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而不能只概括地描述该计算机程序

所具有的功能和该功能所能够达到的效果。如果写成方法权利

要求，应当按照方法流程的步骤详细描述该计算机程序所执行

的各项功能以及如何完成这些功能；如果写成装置权利要求，

应当具体描述该装置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

系，并详细描述该计算机程序的各项功能是由哪些组成部分完

成以及如何完成这些功能。

如果全部以计算机程序流程为依据，按照与该计算机程序

流程的各步骤完全对应一致的方式，或者按照与反映该计算机

程序流程的方法权利要求完全对应一致的方式，撰写装置权利

要求，即这种装置权利要求中的各组成部分与该计算机程序流

程的各个步骤或者该方法权利要求中的各个步骤完全对应一

致，则这种装置权利要求中的各组成部分应当理解为实现该程

序流程各步骤或该方法各步骤所必须建立的功能模块，由这样

一组功能模块限定的装置权利要求应当理解为主要通过说明书

记载的计算机程序实现该解决方案的功能模块构架，而不应当

理解为主要通过硬件方式实现该解决方案的实体装置。

下面给出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分别撰写成装置权利要求

和方法权利要求的例子，以供参考。

【例１】
一件关于 “对ＣＲＴ屏幕上的字符进行游标控制”的发明专

利申请，其独立权利要求可以按下述方法权利要求撰写。

一种 ＣＲＴ显示屏幕的游标控制方法，包括：
用于输入信息的输入步骤；

用于将游标水平和垂直移动起始位置地址存储到 Ｈ／Ｖ起始
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步骤；

用于将游标水平和垂直移动终点位置地址存储到 Ｈ／Ｖ终点
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步骤；

用于将游标当前位置的水平和垂直地址存储到游标位置存

储装置中的步骤；

其特征是所述游标控制方法还包括：

用于分别将存储在所述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游标当前的

水平及垂直地址与存储在所述 Ｈ／Ｖ终点位置存储装置中相应于
其水平及垂直终点位置的地址进行比较的比较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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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述输入键盘输出信号和所述比较器输出信号控制的游

标位置变换步骤；该步骤可对如下动作进行选择：

对存储在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地址，按单个

字符位置给予增１，
或对存储在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地址，按单

个字符位置给予减１，
或把存储在 Ｈ／Ｖ起点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起始位置的

地址向游标位置存储装置进行置位；

用于根据所述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存储状态在显示屏上

显示所述游标当前位置的游标显示步骤。

【例２】
将上述例１所述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

求写成装置权利要求。

一种 ＣＲＴ显示屏幕的游标控制器，包括：
用于输入信息的输入装置；

用于存储游标水平和垂直移动起始位置地址的 Ｈ／Ｖ起始位
置存储装置；

用于存储游标水平和垂直移动终点位置地址的 Ｈ／Ｖ终点位
置存储装置；

用于存储游标当前位置的水平和垂直地址的游标位置存储

装置；

其特征是所述游标控制器还包括：

用于分别将存储在所述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游标当前的

水平及垂直地址与存储在所述 Ｈ／Ｖ终点位置存储装置中相应于
其水平及垂直终点位置的地址进行比较的比较器；

由所述输入键盘输出信号和所述比较器输出信号控制的游

标位置变换装置；该装置包含：

对存储在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地址，按单个

字符位置给予增１的装置，
或对存储在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地址，按单

个字符位置给予减１的装置，
或把存储在 Ｈ／Ｖ起点存储装置中的水平及垂直起始位置的

地址向游标位置存储装置进行置位的装置；

用于根据所述游标位置存储装置中的存储状态在显示屏上

显示所述游标当前位置的游标显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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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３】
一件有关 “适用作顺序控制和伺服控制的计算机系统”的

发明专利申请，其采用并行处理，以打开、关闭和暂停三种指

令作为在第一和第二程序之间并行处理指令来进行顺序控制和

伺服控制。其写成的方法独立权利要求如下。

利用打开、关闭和暂停指令作为并行处理指令来进行顺序

控制和伺服控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下列步骤：

将欲执行任务的顺序控制或者伺服控制程序存入该计算机

系统的程序存贮器中；

启动该计算机系统工作，ＣＰＵ按程序计数器内容读取指
令、执行操作，并根据所执行指令的内容更新程序计数器；

当所执行指令为通常的程序指令时，程序计数器的更新与

通用计算机相同；

当所执行指令为打开指令时，程序计数器被更新为此打开

指令之后指令的地址，即要打开的并行处理程序的首地址，从

而启动控制子过程操作；

当所执行指令为关闭指令时，程序计数器由地址表中选择

得到的地址，或者此关闭指令之后指令的地址来更新，从而使

发出该关闭指令的程序本身或者另一并行程序终止执行，同时

伴随着启动其他的并行程序；

当所执行的指令为暂停指令时，程序计数器由该暂停指令

之后的指令地址更新，从而使此程序按需要暂停执行一定的时

间，同时在此期间内启动另一并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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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关于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
审查的若干规定

１引　言
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存在着许多特殊的问题。例

如，在多数情况下，化学发明能否实施往往难以预测，必须借

助于试验结果加以证实才能得到确认；有的化学产品的结构尚

不清楚，不得不借助于性能参数和／或制备方法来定义；发现
已知化学产品新的性能或用途并不意味着其结构或组成的改

变，因此不能视为新的产品；某些涉及生物材料的发明仅仅按

照说明书的文字描述很难实现，必须借助于保藏生物材料作为

补充手段。本章旨在按照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原则，并

在符合本指南一般性规定的前提下，对于如何处理化学发明审

查中的某些特殊问题作出若干规定。

２不授予专利权的化学发明专利申请

２１天然物质
人们从自然界找到以天然形态存在的物质，仅仅是一种发

现，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的 “科学发

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如果是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

提取出来的物质，其结构、形态或者其他物理化学参数是现有

技术中不曾认识的，并能被确切地表征，且在产业上有利用价

值，则该物质本身以及取得该物质的方法均可依法被授予专

利权。

２２物质的医药用途
物质的医药用途如果是用于诊断或治疗疾病，则因属于专

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的情形，不能被授予专

利权。但是如果它们用于制造药品，则可依法被授予专利权

（参见本章第４５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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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６３ ３化学发明的充分公开

３１化学产品发明的充分公开
这里所称的化学产品包括化合物、组合物以及用结构和／

或组成不能够清楚描述的化学产品。要求保护的发明为化学产

品本身的，说明书中应当记载化学产品的确认、化学产品的制

备以及化学产品的用途。

（１）化学产品的确认
对于化合物发明，说明书中应当说明该化合物的化学名称

及结构式 （包括各种官能基团、分子立体构型等）或者分子

式，对化学结构的说明应当明确到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确认

该化合物的程度；并应当记载与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关的

化学、物理性能参数 （例如各种定性或者定量数据和谱图等），

使要求保护的化合物能被清楚地确认。此外，对于高分子化合

物，除了应当对其重复单元的名称、结构式或者分子式按照对

上述化合物的相同要求进行记载之外，还应当对其分子量及分

子量分布、重复单元排列状态 （如均聚、共聚、嵌段、接枝

等）等要素作适当的说明；如果这些结构要素未能完全确认该

高分子化合物，则还应当记载其结晶度、密度、二次转变点等

性能参数。

对于组合物发明，说明书中除了应当记载组合物的组分

外，还应当记载各组分的化学和／或物理状态、各组分可选择
的范围、各组分的含量范围及其对组合物性能的影响等。

对于仅用结构和／或组成不能够清楚描述的化学产品，说
明书中应当进一步使用适当的化学、物理参数和／或制备方法
对其进行说明，使要求保护的化学产品能被清楚地确认。

（２）化学产品的制备
对于化学产品发明，说明书中应当记载至少一种制备方

法，说明实施所述方法所用的原料物质、工艺步骤和条件、专

用设备等，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对于化合物发明，

通常需要有制备实施例。

（３）化学产品的用途和／或使用效果
对于化学产品发明，应当完整地公开该产品的用途和／或

使用效果，即使是结构首创的化合物，也应当至少记载一种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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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根据现有技术预测发明

能够实现所述用途和／或使用效果，则说明书中还应当记载对
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足以证明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实现所

述用途和／或达到预期效果的定性或者定量实验数据。
对于新的药物化合物或者药物组合物，应当记载其具体医

药用途或者药理作用，同时还应当记载其有效量及使用方法。

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根据现有技术预测发明能够实现所述

医药用途、药理作用，则应当记载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

足以证明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解决预期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或者

达到预期的技术效果的实验室试验 （包括动物试验）或者临床

试验的定性或者定量数据。说明书对有效量和使用方法或者制

剂方法等应当记载至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的

程度。

对于表示发明效果的性能数据，如果现有技术中存在导致

不同结果的多种测定方法，则应当说明测定它的方法，若为特

殊方法，应当详细加以说明，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实

施该方法。

３２化学方法发明的充分公开
（１）对于化学方法发明，无论是物质的制备方法还是其他

方法，均应当记载方法所用的原料物质、工艺步骤和工艺条

件，必要时还应当记载方法对目的物质性能的影响，使所属技

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中记载的方法去实施时能够解决

该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２）对于方法所用的原料物质，应当说明其成分、性能、
制备方法或者来源，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得到。

３３化学产品用途发明的充分公开
对于化学产品用途发明，在说明书中应当记载所使用的化

学产品、使用方法及所取得的效果，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

实施该用途发明。如果所使用的产品是新的化学产品，则说明

书对于该产品的记载应当满足本章第 ３１节的相关要求。如果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根据现有技术预测该用途，则应当记载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足以证明该物质可以用于所述用

途并能解决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或者达到所述效果的实验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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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关于实施例
由于化学领域属于实验性学科，多数发明需要经过实验证

明，因此说明书中通常应当包括实施例，例如产品的制备和应

用实施例。

（１）说明书中实施例的数目，取决于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
的概括程度，例如并列选择要素的概括程度和数据的取值范

围；在化学发明中，根据发明的性质不同，具体技术领域不

同，对实施例数目的要求也不完全相同。一般的原则是，应当

能足以理解发明如何实施，并足以判断在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

围内都可以实施并取得所述的效果。

（２）判断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以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记载的内容为准，申请日之后补交的实施例和实验数据不予

考虑。

４化学发明的权利要求

法２６４ ４１化合物权利要求
化合物权利要求应当用化合物的名称或者化合物的结构式

或分子式来表征。化合物应当按通用的命名法来命名，不允许

用商品名或者代号；化合物的结构应当是明确的，不能用含糊

不清的措词。

４２组合物权利要求

法２６４ ４２１开放式、封闭式及它们的使用要求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发明的性

质不适合将独立权利要求分为前序和特征两部分撰写的，独立

权利要求可以用其他方式撰写。组合物权利要求一般属于这种

情况。

组合物权利要求应当用组合物的组分或者组分和含量等组

成特征来表征。组合物权利要求分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表达方

式。开放式表示组合物中并不排除权利要求中未指出的组分；

封闭式则表示组合物中仅包括所指出的组分而排除所有其他的

组分。开放式和封闭式常用的措词如下：

（１）开放式，例如 “含有”、“包括”、“包含”、“基本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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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本质上含有”、 “主要由……组成”、 “主要组成为”、

“基本上由……组成”、“基本组成为”等，这些都表示该组合

物中还可以含有权利要求中所未指出的某些组分，即使其在含

量上占较大的比例。

（２）封闭式，例如 “由……组成”、“组成为”、“余量为”

等，这些都表示要求保护的组合物由所指出的组分组成，没有

别的组分，但可以带有杂质，该杂质只允许以通常的含量

存在。

使用开放式或者封闭式表达方式时，必须要得到说明书的

支持。例如，权利要求的组合物 Ａ＋Ｂ＋Ｃ，如果说明书中实际
上没有描述除此之外的组分，则不能使用开放式权利要求。

另外还应当指出的是，一项组合物独立权利要求为Ａ＋Ｂ＋Ｃ，
假如其下面一项权利要求为 Ａ＋Ｂ＋Ｃ＋Ｄ，则对于开放式的
Ａ＋Ｂ＋Ｃ权利要求而言，含 Ｄ的这项为从属权利要求；对于封
闭式的 Ａ＋Ｂ＋Ｃ权利要求而言，含 Ｄ的这项为独立权利要求。

４２２组合物权利要求中组分和含量的限定
细则２０２ （１）如果发明的实质或者改进只在于组分本身，其技术问

题的解决仅取决于组分的选择，而组分的含量是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根据现有技术或者通过简单实验就能够确定的，则在独立

权利要求中可以允许只限定组分；但如果发明的实质或者改进

既在组分上，又与含量有关，其技术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组

分的选择，而且还取决于该组分特定含量的确定，则在独立权

利要求中必须同时限定组分和含量，否则该权利要求就不完

整，缺少必要技术特征。

细则２０２ （２）在某些领域中，例如在合金领域中，合金的必要成分
及其含量通常应当在独立权利要求中限定。

法２６４ （３）在限定组分的含量时，不允许有含糊不清的用词，例
如 “大约”、“左右”、 “近”等等，如果出现这样的词，一般

应当删去。组分含量可以用 “０～Ｘ”、 “＜Ｘ”或者 “Ｘ以下”
等表示，以 “０～Ｘ”表示的，为选择组分，“＜Ｘ”、“Ｘ以下”
等的含义为包括 Ｘ＝０。通常不允许以 “＞Ｘ”表示含量范围。

法２６４ （４）一个组合物中各组分含量百分数之和应当等于１００％，
几个组分的含量范围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某一组分的上限值 ＋其他组分的下限值≤１００
某一组分的下限值 ＋其他组分的上限值≥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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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６４ （５）用文字或数值难以表示组合物各组分之间的特定关系
的，可以允许用特性关系或者用量关系式，或者用图来定义权

利要求。图的具体意义应当在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法２６４ （６）用文字定性表述来代替数字定量表示的方式，只要其
意思是清楚的，且在所属技术领域是众所周知的，就可以接

受，例如 “含量为足以使某物料湿润”、“催化量的”等等。

法２６４ ４２３组合物权利要求的其他限定
组合物权利要求一般有三种类型，即非限定型、性能限定

型以及用途限定型。例如：

（１）“一种水凝胶组合物，含有分子式 （Ⅰ）的聚乙烯醇、
皂化剂和水”（分子式 （Ⅰ）略）；

（２） “一种磁性合金，含有 １０％ ～６０％ （重量）的 Ａ和
９０％ ～４０％ （重量）的 Ｂ”；

（３）“一种丁烯脱氢催化剂，含有 Ｆｅ３Ｏ４和 Ｋ２Ｏ……”。
以上 （１）为非限定型，（２）为性能限定型，（３）为用途

限定型。

当该组合物具有两种或者多种使用性能和应用领域时，可

以允许用非限定型权利要求。例如，上述 （１）的水凝胶组合
物，在说明书中叙述了它具有可成型性、吸湿性、成膜性、粘

结性以及热容量大等性能，因而可用于食品添加剂、上胶剂、

粘合剂、涂料、微生物培养介质以及绝热介质等多种领域。

如果在说明书中仅公开了组合物的一种性能或者用途，则

应写成性能限定型或者用途限定型，例如 （２）、（３）。在某些
领域中，例如合金，通常应当写明发明合金所固有的性质和／
或用途。大多数药品权利要求应当写成用途限定型。

４３仅用结构和／或组成特征不能清楚表征的化学产品权利要求
对于仅用结构和／或组成特征不能清楚表征的化学产品权

利要求，允许进一步采用物理 －化学参数和／或制备方法来
表征。

法２６４ （１）允许用物理 －化学参数来表征化学产品权利要求的情
况是：仅用化学名称或者结构式或者组成不能清楚表征的结构

不明的化学产品。参数必须是清楚的。

（２）允许用制备方法来表征化学产品权利要求的情况是：
用制备方法之外的其他特征不能充分表征的化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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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化学方法权利要求
化学领域中的方法发明，无论是制备物质的方法还是其他

方法 （如物质的使用方法、加工方法、处理方法等），其权利

要求可以用涉及工艺、物质以及设备的方法特征来进行限定。

涉及工艺的方法特征包括工艺步骤 （也可以是反应步骤）

和工艺条件，例如温度、压力、时间、各工艺步骤中所需的催

化剂或者其他助剂等；

涉及物质的方法特征包括该方法中所采用的原料和产品的

化学成分、化学结构式、理化特性参数等；

涉及设备的方法特征包括该方法所专用的设备类型及其与

方法发明相关的特性或者功能等。

对于一项具体的方法权利要求来说，根据方法发明要求保

护的主题不同、所解决的技术问题不同以及发明的实质或者改

进不同，选用上述三种技术特征的重点可以各不相同。

４５用途权利要求

４５１用途权利要求的类型
化学产品的用途发明是基于发现产品新的性能，并利用此

性能而作出的发明。无论是新产品还是已知产品，其性能是产

品本身所固有的，用途发明的本质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产

品性能的应用。因此，用途发明是一种方法发明，其权利要求

属于方法类型。

如果利用一种产品 Ａ而发明了一种产品 Ｂ，那么自然应当
以产品 Ｂ本身申请专利，其权利要求属于产品类型，不作为用
途权利要求。

审查员应当注意从权利要求的撰写措词上区分用途权利要

求和产品权利要求。例如， “用化合物 Ｘ作为杀虫剂”或者
“化合物 Ｘ作为杀虫剂的应用”是用途权利要求，属于方法类
型，而 “用化合物 Ｘ制成的杀虫剂”或者 “含化合物 Ｘ的杀
虫剂”，则不是用途权利要求，而是产品权利要求。

还应当明确的是，不应当把 “化合物 Ｘ作为杀虫剂的应
用”理解为与 “作杀虫剂用的化合物 Ｘ”相等同。后者是限定
用途的产品权利要求，不是用途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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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物质的医药用途权利要求
物质的医药用途如果以 “用于治病”、“用于诊断病”、“作

为药物的应用”等等这样的权利要求申请专利，则属于专利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项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因

此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由于药品及其制备方法均可依法授

予专利权，因此物质的医药用途发明以药品权利要求或者例如

“在制药中的应用”、“在制备治疗某病的药物中的应用”等等

属于制药方法类型的用途权利要求申请专利，则不属于专利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的情形。

上述的属于制药方法类型的用途权利要求可撰写成例如

“化合物Ｘ作为制备治疗Ｙ病药物的应用”或与此类似的形式。

５化学发明的新颖性

法２２２ ５１化合物的新颖性
（１）专利申请要求保护一种化合物的，如果在一份对比文

件里已经提到该化合物，即推定该化合物不具备新颖性，但申

请人能提供证据证明在申请日之前无法获得该化合物的除外。

这里所谓 “提到”的含义是：明确定义或者说明了该化合物的

化学名称、分子式 （或结构式）、理化参数或制备方法 （包括

原料）。

例如，如果一份对比文件中所公开的化合物的名称和分子

式 （或结构式）难以辨认或者不清楚，但该文件公开了与专利

申请要求保护的化合物相同的理化参数或者鉴定化合物用的其

他参数等，即推定该化合物不具备新颖性，但申请人能提供证

据证明在申请日之前无法获得该化合物的除外。

如果一份对比文件中所公开的化合物的名称、分子式 （或

结构式）和理化参数不清楚，但该文件公开了与专利申请要求

保护的化合物相同的制备方法，即推定该化合物不具备新

颖性。

（２）通式不能破坏该通式中一个具体化合物的新颖性。一
个具体化合物的公开使包括该具体化合物的通式权利要求丧失

新颖性，但不影响该通式所包括的除该具体化合物以外的其他

化合物的新颖性。一系列具体的化合物能破坏这系列中相应的

化合物的新颖性。一个范围的化合物 （例如 Ｃ１－４）能破坏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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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两端具体化合物 （Ｃ１和 Ｃ４）的新颖性，但若 Ｃ４化合物有
几种异构体，则 Ｃ１－４化合物不能破坏每个单独异构体的新
颖性。

（３）天然物质的存在本身并不能破坏该发明物质的新颖性，
只有对比文件中公开的与发明物质的结构和形态一致或者直接

等同的天然物质，才能破坏该发明物质的新颖性。

法２２２ ５２组合物的新颖性
（１）仅涉及组分时的新颖性判断
一份对比文件公开了由组分 （Ａ＋Ｂ＋Ｃ）组成的组合物

甲，如果

（ｉ）发明专利申请为组合物乙 （组分：Ａ＋Ｂ），并且权利
要求采用封闭式撰写形式，如 “由 Ａ＋Ｂ组成”，即使该发明与
组合物甲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该权利要求仍有新颖性。

（ｉｉ）上述发明组合物乙的权利要求采用开放式撰写形式，
如 “含有 Ａ＋Ｂ”，且该发明与组合物甲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相
同，则该权利要求无新颖性。

（ｉｉｉ）上述发明组合物乙的权利要求采取排除法撰写形式，
即指明不含 Ｃ，则该权利要求仍有新颖性。

（２）涉及组分含量时的新颖性判断
涉及组分含量时的新颖性判断适用本部分第三章第 ３２４

节的规定。

法２２２ ５３用物理化学参数或者用制备方法表征的化学产品的新颖性
（１）对于用物理化学参数表征的化学产品权利要求，如果

无法依据所记载的参数对由该参数表征的产品与对比文件公开

的产品进行比较，从而不能确定采用该参数表征的产品与对比

文件产品的区别，则推定用该参数表征的产品权利要求不具备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所述的新颖性。

（２）对于用制备方法表征的化学产品权利要求，其新颖性
审查应针对该产品本身进行，而不是仅仅比较其中的制备方法

是否与对比文件公开的方法相同。制备方法不同并不一定导致

产品本身不同。

如果申请没有公开可与对比文件公开的产品进行比较的参

数以证明该产品的不同之处，而仅仅是制备方法不同，也没有

表明由于制备方法上的区别为产品带来任何功能、性质上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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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则推定该方法表征的产品权利要求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所述的新颖性。

法２２２ ５４化学产品用途发明的新颖性
一种新产品的用途发明由于该产品是新的而自然具有新

颖性。

一种已知产品不能因为提出了某一新的应用而被认为是一

种新的产品。例如，产品 Ｘ作为洗涤剂是已知的，那么一种用
作增塑剂的产品 Ｘ不具有新颖性。但是，如果一项已知产品的
新用途本身是一项发明，则已知产品不能破坏该新用途的新颖

性。这样的用途发明属于使用方法发明，因为发明的实质不在

于产品本身，而在于如何去使用它。例如，上述原先作为洗涤

剂的产品 Ｘ，后来有人研究发现将它配以某种添加剂后能作为
增塑剂用。那么如何配制、选择什么添加剂、配比多少等就是

使用方法的技术特征。这时，审查员应当评价该使用方法本身

是否具备新颖性，而不能凭产品 Ｘ是已知的认定该使用方法不
具备新颖性。

对于涉及化学产品的医药用途发明，其新颖性审查应考虑

以下方面：

（１）新用途与原已知用途是否实质上不同。仅仅表述形式
不同而实质上属于相同用途的发明不具备新颖性。

（２）新用途是否被原已知用途的作用机理、药理作用所直
接揭示。与原作用机理或者药理作用直接等同的用途不具有新

颖性。

（３）新用途是否属于原已知用途的上位概念。已知下位用
途可以破坏上位用途的新颖性。

（４）给药对象、给药方式、途径、用量及时间间隔等与使
用有关的特征是否对制药过程具有限定作用。仅仅体现在用药

过程中的区别特征不能使该用途具有新颖性。

法２２３ ６化学发明的创造性

６１化合物的创造性
（１）结构上与已知化合物不接近的、有新颖性的化合物，

并有一定用途或者效果，审查员可以认为它有创造性而不必要

求其具有预料不到的用途或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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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构上与已知化合物接近的化合物，必须要有预料不
到的用途或者效果。此预料不到的用途或者效果可以是与该已

知化合物的已知用途不同的用途；或者是对已知化合物的某一

已知效果有实质性的改进或提高；或者是在公知常识中没有明

确的或不能由常识推论得到的用途或效果。

（３）两种化合物结构上是否接近，与所在的领域有关，审
查员应当对不同的领域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以下仅举几个

例子。

【例１】
现有技术：

申请：

结构接近的化合物，它们必须有相同的基本核心部分或者

基本的环。以上的 （Ⅰｂ）与 （Ⅰａ）结构不接近，在创造性判
断时，不必要求举证 （Ⅰｂ）比 （Ⅰａ）有预料不到的用途或
效果。

【例２】
现有技术：Ｈ２Ｎ－Ｃ６Ｈ４－ＳＯ２ＮＨＲ

１
（Ⅱａ）

申请：Ｈ２Ｎ－Ｃ６Ｈ４－ＳＯ２－ＮＨＣＯＮＨＲ
１

（Ⅱｂ）
（Ⅱａ）磺胺是抗菌素，（Ⅱｂ）磺酰脲是抗糖尿药，结构接

近，但药理作用不同，有预料不到的用途或效果，有创造性。

【例３】
现有技术：Ｈ２Ｎ－Ｃ６Ｈ４－ＳＯ２ＮＨＣＯＮＨＲ

１
（Ⅲ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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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Ｈ３Ｃ－Ｃ６Ｈ４－ＳＯ２ＮＨＣＯＮＨＲ
１

（Ⅲｂ）
（Ⅲａ）氨基 －磺酰脲与 （Ⅲｂ）甲基 －磺酰脲结构接近，

只有 ＮＨ２与 ＣＨ３之区别，无预料不到的用途或效果，无创
造性。

（４）应当注意，不要简单地仅以结构接近为由否定一种化
合物的创造性，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它的用途或效果是可以预计

的，或者说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合乎

逻辑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就能制造或使用此化合物。

（５）若一项技术方案的效果是已知的必然趋势所导致的，
则该技术方案没有创造性。例如，现有技术的一种杀虫剂 Ａ－
Ｒ，其中 Ｒ为 Ｃ１－３的烷基，并且已经指出杀虫效果随着烷基 Ｃ
原子数的增加而提高。如果某一申请的杀虫剂是 Ａ－Ｃ４Ｈ９，杀
虫效果比现有技术的杀虫效果有明显提高。由于现有技术中指

出了提高杀虫效果的必然趋势，因此该申请不具备创造性。

法２２３ ６２化学产品用途发明的创造性
（１）新产品用途发明的创造性
对于新的化学产品，如果该用途不能从结构或者组成相似

的已知产品预见到，可认为这种新产品的用途发明有创造性。

（２）已知产品用途发明的创造性
对于已知产品的用途发明，如果该新用途不能从产品本身

的结构、组成、分子量、已知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该产品的现

有用途显而易见地得出或者预见到，而是利用了产品新发现的

性质，并且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可认为这种已知产品

的用途发明有创造性。

法２２４ ７化学发明的实用性

７１菜肴和烹调方法
不适于在产业上制造和不能重复实施的菜肴，不具备实用

性，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依赖于厨师的技术、创作等不确定因

素导致不能重复实施的烹调方法不适于在产业上应用，也不具

备实用性，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７２医生处方
医生处方，指医生根据具体病人的病情所开的药方。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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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和医生对处方的调剂以及仅仅根据医生处方配药的过程，

均没有工业实用性，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法３１１
细则３４

８化学发明的单一性

８１马库什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８１１基本原则
如果一项申请在一个权利要求中限定多个并列的可选择要

素，则构成 “马库什”权利要求。马库什权利要求同样应当符

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关于

单一性的规定。如果一项马库什权利要求中的可选择要素具有

相类似的性质，则应当认为这些可选择要素在技术上相互关

联，具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该权利要求可被认为符

合单一性的要求。这种可选择要素称为马库什要素。

当马库什要素是化合物时，如果满足下列标准，应当认为

它们具有类似的性质，该马库什权利要求具有单一性：

（１）所有可选择化合物具有共同的性能或作用；和
（２）所有可选择化合物具有共同的结构，该共同结构能够

构成它与现有技术的区别特征，并对通式化合物的共同性能或

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在不能有共同结构的情况下，所有的

可选择要素应属于该发明所属领域中公认的同一化合物类别。

“公认的同一化合物类别”是指根据本领域的知识可以预

期到该类的成员对于要求保护的发明来说其表现是相同的一类

化合物。也就是说，每个成员都可以互相替代，而且可以预期

所要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

８１２举　例
【例１】
权利要求１：通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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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合物，式中 Ｒ１为吡啶基；Ｒ２－Ｒ４是甲基、甲苯基或苯基，
……该化合物是用作进一步提高血液吸氧能力的药物。

说明：通式中吲哚部分构成所有马库什化合物的共有部

分，但是由于现有技术中存在以所述吲哚部分为共同结构且具

有增强血液吸氧能力的化合物，因此吲哚部分不能够构成权利

要求１通式化合物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所以无法根据
吲哚部分判断权利要求１的单一性。

权利要求１通式化合物将吲哚上的 Ｒ１基团改变为３－吡啶
基，其作用是进一步提高血液吸氧能力，因此，可以将３－吡
啶基吲哚部分看作是对通式化合物的作用不可缺少的，是区

别于现有技术的共同结构，所以该马库什权利要求具有单

一性。

【例２】
权利要求１：通式为

的化合物，式中１００≥ｎ≥５０，Ｘ为

说明：说明书中指出，所述化合物是由已知的聚亚己基对

苯二甲酸酯的端基经酯化制得的。当酯化成 （Ⅰ）时，具有抗
热降解性能；但当酯化成 （Ⅱ）时，因为有 “ＣＨ２＝ＣＨ－”存
在而不具有抗热降解性能。因此，它们没有共同的性能，所以

该马库什权利要求不具有单一性。

【例３】
权利要求１：一种杀线虫组合物，含有作为活性成分的以

下通式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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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ｍ、ｎ＝１、２或 ３；Ｘ＝Ｏ、Ｓ；Ｒ３＝Ｈ、Ｃ１－Ｃ８烷基；
Ｒ１和 Ｒ２＝Ｈ、卤素、Ｃ１－Ｃ３烷基；Ｙ＝Ｈ、卤素、胺基；……

说明：该通式的所有化合物，虽具有共同的杀线虫作用，

但是，它们分别为五元、六元或七元环化合物，并且是不同类

别的杂环化合物，因此它们没有共同的结构；同时根据本领域

的现有技术不能够预期到这些化合物对于发明来说具有相同的

表现，可以相互代替并且得到相同的效果。所以该马库什权利

要求不具有单一性。

【例４】
权利要求１：一种除草组合物，包括有效量的 Ａ和 Ｂ两种

化合物的混合物和稀释剂或惰性载体，Ａ是２，４－二氯苯氧基
醋酸；Ｂ选自如下化合物：硫酸铜，氯化钠，氨基磺酸铵，三
氯醋酸钠，二氯丙酸，３－氨基 －２，５－二氯苯甲酸，联苯甲酰
胺，碘苯腈，２－ （１－甲基 －正丙基）４，６－二硝基苯酚，二
硝基苯胺和三嗪。

说明：在此情况下，由于马库什要素 Ｂ没有共同的结构而
且不能根据本领域内现有技术预期这些马库什要素 Ｂ的各类化
合物在作除草成分时可以相互替代并且得到相同结果，因而在

该发明的相关技术中也不能被认为是属于同一类化合物，而是

属于如下不同类的化合物：（ａ）无机盐：硫酸铜，氯化钠，氨
基磺酸铵； （ｂ）有机盐或酸：三氯醋酸钠，二氯丙酸，３－氨
基 －２，５－二氯苯甲酸；（ｃ）酰胺：联苯甲酰胺；（ｄ）腈：碘
苯腈；（ｅ）苯酚：２－ （１－甲基 －正丙基）４，６－二硝基苯
酚；（ｆ）胺：二硝基苯胺；（ｇ）杂环：三嗪，所以权利要求 １
所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单一性。

【例５】
权利要求１：烃类气相氧化催化剂，含有 Ｘ或 Ｘ＋Ａ。
说明：说明书中，Ｘ使 ＲＣＨ３氧化成 ＲＣＨ２ＯＨ，Ｘ＋Ａ使

ＲＣＨ３氧化成 ＲＣＯＯＨ。这两种催化剂具有共同的作用，都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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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ＲＣＨ３的氧化，虽然 Ｘ＋Ａ使 ＲＣＨ３氧化得更完全，但作用是
相同的，并且这两种催化剂都具有区别于现有技术并对该共同

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共同成分 Ｘ，所以权利要求１具有单一性。

８２中间体与最终产物的单一性
涉及中间体的申请的单一性同样需要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８２１基本原则
（１）中间体与最终产物之间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有

单一性：

（ｉ）中间体与最终产物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单元，或者它们
的化学结构在技术上密切相关，中间体的基本结构单元进入最

终产物；

（ｉｉ）最终产物是直接由中间体制备的，或者直接从中间体
分离出来的。

（２）由不同中间体制备同一最终产物的几种方法，如果这
些不同的中间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单元，允许在同一件申请

中要求保护。

（３）用于同一最终产物的不同结构部分的不同中间体，不
能在同一件申请中要求保护。

８２２举　例
【例１】
权利要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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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２：

说明：以上中间体与最终产物的化学结构在技术上密切相

关，中间体的基本结构单元进入最终产物，并可从该中间体直

接制备最终产物。因此，权利要求１和２有单一性。
【例２】
权利要求１：一种无定型聚异戊二烯 （中间体）

权利要求２：一种结晶聚异戊二烯 （最终产物）

说明：在此例中，无定型聚异戊二烯经过拉伸后直接得到

结晶型的聚异戊二烯，它们的化学结构相同，该两项权利要求

有单一性。

９生物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
在本节中，术语 “生物材料”是指任何带有遗传信息并能

够自我复制或者能够在生物系统中被复制的材料，如基因、质

粒、微生物、动物和植物等。

术语 “动物”、“植物”的定义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４４节
的规定。其中所述的动物和植物可以是动物和植物的各级分类

单位，如界、门、纲、目、科、属和种等。

９１对要求保护的客体的审查

９１１依据专利法第五条对要求保护的客体的审查
在本部分第一章第３１２节中例举了一些属于专利法第五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生物技术发明类型。此

外，下列情况也属于专利法第五条规定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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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１人类胚胎干细胞
人类胚胎干细胞及其制备方法，均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

款规定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９１１２处于各形成和发育阶段的人体
处于各个形成和发育阶段的人体，包括人的生殖细胞、受

精卵、胚胎及个体，均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不能被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９１１３违法获取或利用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

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

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其审查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３２节的规定。

９１２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对要求保护的客体的审查

９１２１微 生 物
微生物包括：细菌、放线菌、真菌、病毒、原生动物、藻

类等。由于微生物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的范畴，因而

微生物不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四）项所列的

情况。

法２５１（１） 但是未经人类的任何技术处理而存在于自然界的微生物由

于属于科学发现，所以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只有当微生物经过

分离成为纯培养物，并且具有特定的工业用途时，微生物本身

才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

９１２２基因或 ＤＮＡ片段
无论是基因或是 ＤＮＡ片段，其实质是一种化学物质。这里

所述的基因或 ＤＮＡ片段包括从微生物、植物、动物或人体分离
获得的，以及通过其他手段制备得到的。

正如本章第２１节所述，人们从自然界找到以天然形态存
在的基因或 ＤＮＡ片段，仅仅是一种发现，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的 “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但是，如果是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提取出来的基因或 ＤＮ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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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其碱基序列是现有技术中不曾记载的，并能被确切地表

征，且在产业上有利用价值，则该基因或 ＤＮＡ片段本身及其得
到方法均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

９１２３动物和植物个体及其组成部分
动物的胚胎干细胞、动物个体及其各个形成和发育阶段例

如生殖细胞、受精卵、胚胎等，属于本部分第一章第 ４４节所
述的 “动物品种”的范畴，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四）项规定，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动物的体细胞以及动物组织和器官 （除胚胎以外）不符合

本部分第一章第４４节所述的 “动物”的定义，因此不属于专

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四）项规定的范畴。

可以借助光合作用，以水、二氧化碳和无机盐等无机物合

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来维系生存的植物的单个植株及其繁殖

材料 （如种子等），属于本部分第一章第 ４４节所述的 “植物

品种”的范畴，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四）项规

定，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植物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如果不具有上述特性，则其不能

被认为是 “植物品种”，因此不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第 （四）项规定的范畴。

９１２４转基因动物和植物
转基因动物或植物是通过基因工程的重组 ＤＮＡ技术等生物

学方法得到的动物或植物。其本身仍然属于本部分第一章第

４４节定义的 “动物品种”或 “植物品种”的范畴，根据专利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四）项规定，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法２６３ ９２说明书的充分公开

９２１生物材料的保藏
（１）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实现为准。

通常情况下，说明书应当通过文字记载充分公开申请专利

保护的发明。在生物技术这一特定的领域中，有时由于文字记

载很难描述生物材料的具体特征，即使有了这些描述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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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料本身，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仍然不能实施发明。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要求，应

按规定将所涉及的生物材料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保藏单位

进行保藏。

如果申请涉及的完成发明必须使用的生物材料是公众不能

得到的，而申请人却没有按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进行保藏，或者虽然按规定进行了保藏，但是未在申请日或者

最迟自申请日起四个月内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

证明的，审查员应当以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

规定驳回该申请。

细则２４（３） 对于涉及公众不能得到的生物材料的专利申请，应当在请

求书和说明书中均写明生物材料的分类命名、拉丁文学名、保

藏该生物材料样品的单位名称、地址、保藏日期和保藏编号。

在说明书中第一次提及该生物材料时，除描述该生物材料的分

类命名、拉丁文学名以外，还应当写明其保藏日期、保藏该生

物材料样品的保藏单位全称及简称和保藏编号；此外，还应当

将该生物材料的保藏日期、保藏单位全称及简称和保藏编号作

为说明书的一个部分集中写在相当于附图说明的位置。如果申

请人按时提交了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请求

书、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但未在说明书中写明与保藏有关的

信息，允许申请人在实质审查阶段根据请求书的内容将相关信

息补充到说明书中。

（２）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中所说的 “公众不能得到

的生物材料”包括：个人或单位拥有的、由非专利程序的保藏

机构保藏并对公众不公开发放的生物材料；或者虽然在说明书

中描述了制备该生物材料的方法，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能重

复该方法而获得所述的生物材料，例如通过不能再现的筛选、

突变等手段新创制的微生物菌种。这样的生物材料均要求按照

规定进行保藏。

以下情况被认为是公众可以得到、而不要求进行保藏：

（ｉ）公众能从国内外商业渠道买到的生物材料，应当在说
明书中注明购买的渠道，必要时，应提供申请日 （有优先权

的，指优先权日）前公众可以购买得到该生物材料的证据；

（ｉｉ）在各国专利局或国际专利组织承认的用于专利程序的
保藏机构保藏的，并且在向我国提交的专利申请的申请日 （有

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前已在专利公报中公布或已授权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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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材料；

（ｉｉｉ）专利申请中必须使用的生物材料在申请日 （有优先权

的，指优先权日）前已在非专利文献中公开的，应当在说明书

中注明了文献的出处，说明了公众获得该生物材料的途径，并

由专利申请人提供了保证从申请日起二十年内向公众发放生物

材料的证明。

（３）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机构内保藏的生物材料，应
当由该单位确认生物材料的生存状况，如果确认生物材料已经

死亡、污染、失活或变异的，申请人必须将与原来保藏的样品

相同的生物材料和原始样品同时保藏，并将此事呈报专利局，

即可认为后来的保藏是原来保藏的继续。

（４）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保藏单位是指布达佩斯条约承
认的生物材料样品国际保藏单位，其中包括位于我国北京的中

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 （ＣＧＭＣＣ）和位
于武汉的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 （ＣＣＴＣＣ）。

９２２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
术语 “遗传工程”指基因重组、细胞融合等人工操作基因

的技术。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包括基因 （或 ＤＮＡ片段）、载
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

体等的发明。

９２２１产品发明
对于涉及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

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本身的发明，说明书应当包括下列

内容：产品的确认，产品的制备，产品的用途和／或效果。
（１）产品的确认
对于涉及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

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等的发明，说明书应明确记载其结

构，如基因的碱基序列，多肽或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等。在无

法清楚描述其结构的情况下，应当描述其相应的物理 －化学参
数，生物学特性和／或制备方法等。

（２）产品的制备
说明书中应描述制造该产品的方式，除非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根据原始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的记载和现有技术无需

该描述就可制备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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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涉及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

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等的发明，如果说明书中描述的制

备所述产物的方法，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能重复实施的方法，

则获得的导入了基因、载体、重组载体的转化体 （包括产生多

肽或蛋白质的转化体）或融合细胞等应当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生物材料的保藏，具体保藏事项适用本

章第９２１节的规定。
对于制备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

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等的方法，如果其实施过程中使用

了在申请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前公众不能获得的生

物材料，则应当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将所述

的生物材料进行保藏，具体保藏事项适用本章第 ９２１节的
规定。

具体可采用下列方式进行描述：

（ｉ）基因、载体或者重组载体
对于产生基因、载体或重组载体的方法，应当描述其各自

的起源或来源，获得所述基因、载体或重组载体的方法，所用

的酶、处理条件、收集和纯化它的步骤、鉴定方法等。

（ｉｉ）转化体
对于制备转化体的方法，应当描述导入的基因或重组载

体、宿主 （微生物、植物或动物）、将基因或重组载体导入宿

主的方法、选择性收集转化体的方法或鉴定方法等。

（ｉｉｉ）多肽或者蛋白质
对于以基因重组技术制备多肽或蛋白质的方法，应当描述

获得编码多肽或蛋白质的基因的方法、获得表达载体的方法、

获得宿主的方法、将基因导入宿主的方法、选择性收集转化体

的方法、从导入基因的转化体收集和纯化多肽或蛋白质的步骤

或鉴定所获得的多肽或蛋白质的方法等。

（ｉｖ）融合细胞
对于制备融合细胞 （例如杂交瘤等）的方法，应当描述亲

本细胞的来源、对亲本细胞的预处理、融合条件、选择性收集

融合细胞的方法或其鉴定方法等。

（ｖ）单克隆抗体
对于制备单克隆抗体的方法，应当描述获得或制备免疫原

的方法、免疫方法、选择性获得产生抗体的细胞的方法或鉴定

单克隆抗体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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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明涉及满足特定条件 （例如用特定的结合常数来说明

其与抗原 Ａ的亲和性）的单克隆抗体时，即使按照上文 “（ｉｖ）
融合细胞”部分所述记载了制备产生满足所述特定条件的单克

隆抗体的杂交瘤的方法，但是由于实施该方法获得某一特定结

果是随机的，不能重复再现，因此所述杂交瘤应当按照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保藏，但申请人能够提供足够

的证据证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说明书的记载重复制备该杂

交瘤的除外。

（３）产品的用途和／或效果
对于涉及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

质、融合细胞、单克隆抗体等的发明，应在说明书中描述其用

途和／或效果，明确记载获得所述效果所需的技术手段、条
件等。

例如，应在说明书中提供证据证明基因具有特定的功能，

对于结构基因，应该证明所述基因编码的多肽或蛋白质具有特

定的功能。

９２２２制备产品的方法发明
对于制备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

质、融合细胞和单克隆抗体等的方法的发明，说明书应当清

楚、完整地描述所述方法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使用该方法制

备所述的产品，而且当所述产品为新物质时，应记载所述产品

的至少一种用途。具体要求适用本章第９２２１节的规定。

９２３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表
细则１７４ （１）当发明涉及由１０个或更多核苷酸组成的核苷酸序列，

或由４个或更多 Ｌ－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或肽的氨基酸序列时，
应当递交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 《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
列表和序列表电子文件标准》撰写的序列表。

细则１７４ （２）序列表应作为单独部分来描述并置于说明书的最后。
此外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记载有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表的计算机

可读形式的副本。有关序列表的提交参见第一部分第一章

４２节。
如果申请人提交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

表与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书面记载的序列表不一致，则以书

面提交的序列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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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２４ ９２４涉及微生物的发明
（１）经保藏的微生物应以分类鉴定的微生物株名、种名、

属名进行表述。如未鉴定到种名的应当给出属名。在说明书

中，第一次提及该发明所使用的微生物时，应用括号注明其拉

丁文学名。如果该微生物已按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

定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保藏单位保藏，应当在说明书中按

本章第９２１节的规定写明其保藏日期、保藏单位全称及简称
和保藏编号。在说明书的其他位置可以用该保藏单位的简称以

及该微生物的保藏编号代表所保藏的微生物，例如以 “金黄色

葡萄球菌 ＣＣＴＣＣ８６０５”进行描述。
（２）当涉及的微生物属于新种时，要详细记载其分类学性

质，要写明鉴定为新种的理由，并给出作为判断基准的有关

文献。

９３生物技术领域发明的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书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９３１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
对于涉及基因、载体、重组载体、转化体、多肽或蛋白

质、融合细胞和单克隆抗体等的发明，其权利要求可按下面所

述进行描述。

９３１１基　因
（１）直接限定其碱基序列。
（２）对于结构基因，可限定由所述基因编码的多肽或蛋白

质的氨基酸序列。

（３）当该基因的碱基序列或其编码的多肽或蛋白质的氨基
酸序列记载在序列表或说明书附图中时，可以采用直接参见序

列表或附图的方式进行描述。

【例如】

一种 ＤＮＡ分子，其碱基序列如 ＳＥＱＩＤＮＯ：１（或附图１）
所示。

（４）对于具有某一特定功能，例如其编码的蛋白质具有酶
Ａ活性的基因，可采用术语 “取代、缺失或添加”与功能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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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式进行限定。

【例如】

编码如下蛋白质 （ａ）或 （ｂ）的基因：
（ａ）由 Ｍｅｔ－Ｔｙｒ－… －Ｃｙｓ－Ｌｅｕ所示的氨基酸序列组成的

蛋白质，

（ｂ）在 （ａ）限定的氨基酸序列中经过取代、缺失或添加
一个或几个氨基酸且具有酶 Ａ活性的由 （ａ）衍生的蛋白质。

允许用上述方式表示的条件是：

Ｉ说明书例如实施例中例举了 （ｂ）所述的衍生的蛋白质；
ＩＩ说明书中记载了制备 （ｂ）所述衍生的蛋白质以及证明

其功能的技术手段 （否则认为说明书公开不充分）。

（５）对于具有某一特定功能，例如其编码的蛋白质具有酶
Ａ活性的基因，可采用在严格条件下 “杂交”，并与功能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限定。

【例如】

如下 （ａ）或 （ｂ）的基因：
（ａ）其核苷酸序列为 ＡＴＧＴＡＴＣＧＧ…ＴＧＣＣＴ所示的 ＤＮＡ

分子，

（ｂ）在严格条件下与 （ａ）限定的 ＤＮＡ序列杂交且编码具
有酶 Ａ活性的蛋白质的 ＤＮＡ分子。

允许用上述方式表示的条件是：

Ｉ说明书中详细描述了 “严格条件”；

ＩＩ说明书如实施例中例举了 （ｂ）所述 ＤＮＡ分子。
（６）当无法使用前述五种方式进行描述时，通过限定所述

基因的功能、理化特性、起源或来源、产生所述基因的方法等

描述基因才可能是允许的。

９３１２载　体
（１）限定其 ＤＮＡ的碱基序列。
（２）利用 ＤＮＡ的裂解图谱、分子量、碱基对数量、载体来

源、生产该载体的方法、该载体的功能或特征等进行描述。

９３１３重组载体
重组载体可通过限定至少一个基因和载体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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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１４转 化 体
转化体可通过限定其宿主和导入的基因 （或重组载体）来

描述。

９３１５多肽或蛋白质
（１）限定氨基酸序列或编码所述氨基酸序列的结构基因的

碱基序列。

（２）当其氨基酸序列记载在序列表或说明书附图中时，可
以采用直接参见序列表或附图的方式进行描述。

【例如】

一种蛋白质，其氨基酸序列如 ＳＥＱＩＤＮＯ：２（或附图 ２）
所示。

（３）对于具有某一特定功能，例如具有酶 Ａ活性的蛋白
质，可采用术语 “取代、缺失或添加”与功能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限定，具体方式如下：

如下 （ａ）或 （ｂ）的蛋白质：
（ａ）由 Ｍｅｔ－Ｔｙｒ－… －Ｃｙｓ－Ｌｅｕ所示的氨基酸序列组成的

蛋白质，

（ｂ）在 （ａ）中的氨基酸序列经过取代、缺失或添加一个
或几个氨基酸且具有酶 Ａ活性的由 （ａ）衍生的蛋白质。

允许用上述方式表示的条件是：

Ｉ说明书例如实施例中例举了 （ｂ）所述的衍生的蛋白质；
ＩＩ说明书中记载了制备 （ｂ）所述衍生的蛋白质以及证明

其功能的技术手段 （否则认为说明书公开不充分）。

（４）当无法使用前述三种方式进行描述时，采用所述多肽
或蛋白质的功能、理化特性、起源或来源、产生所述多肽或蛋

白质的方法等进行描述才可能是允许的。

９３１６融合细胞
融合细胞可通过限定亲本细胞，融合细胞的功能和特征，

或产生该融合细胞的方法等进行描述。

９３１７单克隆抗体
针对单克隆抗体的权利要求可以用产生它的杂交瘤来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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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抗原 Ａ的单克隆抗体，由保藏号为 ＣＧＭＣＣＮＯ： ×××的
杂交瘤产生。

９３２涉及微生物的发明
法２６４ （１）权利要求中所涉及的微生物应按微生物学分类命名法

进行表述，有确定的中文名称的，应当用中文名称表述，并在

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明该微生物的拉丁文学名。如果微生物

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保藏单位保藏，还应当以该微生物

的保藏单位的简称和保藏编号表述该微生物。

法２６４ （２）如果说明书中没有提及某微生物的具体突变株，或者
虽提及具体突变株，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具体实施方式，而权

利要求中却要求保护这样的突变株，则不允许。

法２６４ 对于要求保护某一微生物的 “衍生物”的权利要求，由于

“衍生物”含义不仅是指由该微生物产生的新的微生物菌株，

而且可以延伸到由该微生物产生的代谢产物等，因此其含义是

不确定的，这样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不清楚的。

９４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审查

法２２２ ９４１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的新颖性
（１）基因
如果某蛋白质本身具有新颖性，则编码该蛋白质的基因的

发明也具有新颖性。

（２）重组蛋白
如果以单一物质形式被分离和纯化的蛋白质是已知的，那

么由不同的制备方法定义的、具有同样氨基酸序列的重组蛋白

的发明不具有新颖性。

（３）单克隆抗体
如果抗原 Ａ是新的，那么抗原 Ａ的单克隆抗体也是新的。

但是，如果某已知抗原 Ａ′的单克隆抗体是已知的，而发明涉及
的抗原 Ａ具有与已知抗原 Ａ′相同的表位，即推定已知抗原 Ａ′
的单克隆抗体就能与发明涉及的抗原 Ａ结合。在这种情况下，
抗原 Ａ的单克隆抗体的发明不具有新颖性，除非申请人能够根
据申请文件或现有技术证明，申请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单克隆

抗体与对比文件公开的单克隆抗体的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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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２３ ９４２创 造 性

９４２１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
（１）基因
如果在申请的发明中，某蛋白质已知而其氨基酸序列是未

知的，那么只要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该申请提交时可以容易地确

定其氨基酸序列，编码该蛋白质的基因发明就不具有创造性。

但是，如果该基因具有特定的碱基序列，而且与其他编码所述

蛋白质的、具有不同碱基序列的基因相比，具有本领域技术人

员预料不到的效果，则该基因的发明具有创造性。

如果某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是已知的，则编码该蛋白质的

基因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该基因具有特定的碱基

序列，而且与其他编码所述蛋白质的、具有不同碱基序列的基

因相比，具有本领域技术人员预料不到的效果，则该基因的发

明具有创造性。

如果一项发明要求保护的结构基因是一个已知结构基因的

可自然获得的突变的结构基因，且该要求保护的结构基因与该

已知结构基因源于同一物种，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则该

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２）重组载体
如果载体与插入的基因都是已知的，通常由它们的结合所

得到的重组载体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由它们的特

定结合形成的重组载体的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预料不到的

技术效果，则该重组载体的发明具有创造性。

（３）转化体
如果宿主与插入的基因都是已知的，通常由它们的结合所

得到的转化体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由它们的特定

结合形成的转化体的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

效果，则该转化体的发明具有创造性。

（４）融合细胞
如果亲代细胞是已知的，通常由这些亲代细胞融合所得到

的融合细胞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该融合细胞与现

有技术相比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融合细胞的发明具

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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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单克隆抗体
如果抗原是已知的，并且很清楚该抗原具有免疫原性 （例

如由该抗原的多克隆抗体是已知的或者该抗原是大分子多肽就

能得知该抗原明显具有免疫原性），那么该抗原的单克隆抗体

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如果该发明进一步由其他特征等

限定，并因此使其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效果，则该单克隆抗体的

发明具有创造性。

９４２２涉及微生物的发明
（１）微生物本身
与已知种的分类学特征明显不同的微生物 （即新的种）具

有创造性。如果发明涉及的微生物的分类学特征与已知种的分

类学特征没有实质区别，但是该微生物产生了本领域技术人员

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那么该微生物的发明具有创造性。

（２）有关微生物应用的发明
对于微生物应用的发明，如果发明中使用的微生物是已知

的种，并且该微生物与已知的、用于同样用途的另一微生物属

于同一个属，那么该微生物应用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但是，

如果与应用已知的、属于同一个属中的另一微生物相比，该微

生物的应用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那么该微生物应用的

发明具有创造性。

如果发明中所用的微生物与已知种的微生物具有明显不同

的分类学特征 （即发明所用的微生物是新的种），那么即使用

途相同，该微生物应用的发明也具有创造性。

　法２２４ ９４３实 用 性
在生物技术领域中，某些发明由于不能重现而不具有工业

实用性，因此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９４３１由自然界筛选特定微生物的方法
这种类型的方法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且具有很大随

机性，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能重现的。例如从某省某县

某地的土壤中分离筛选出一种特定的微生物，由于其地理位置

的不确定和自然、人为环境的不断变化，再加上同一块土壤中

特定的微生物存在的偶然性，致使不可能在专利有效期二十年

内能重现地筛选出同种同属、生化遗传性能完全相同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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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因此，由自然界筛选特定微生物的方法，一般不具有工业

实用性，除非申请人能够给出充足的证据证明这种方法可以重

复实施，否则这种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９４３２通过物理、化学方法进行人工诱变生产新微生物的
方法

这种类型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微生物在诱变条件下所产生的

随机突变，这种突变实际上是 ＤＮＡ复制过程中的一个或者几个
碱基的变化，然后从中筛选出具有某种特征的菌株。由于碱基

变化是随机的，因此即使清楚记载了诱变条件，也很难通过重

复诱变条件而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这种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除非申请人能够给

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在一定的诱变条件下经过诱变必然得到具有

所需特性的微生物，否则这种类型的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法２６５
细则２６２

９５遗传资源来源的披露

９５１术语的解释
专利法所称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是指获取遗传资源的直

接渠道。申请人说明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应当提供获取该遗

传资源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供者等信息。

专利法所称遗传资源的原始来源，是指遗传资源所属的生

物体在原生环境中的采集地。遗传资源所属的生物体为自然生

长的生物体的，原生环境是指该生物体的自然生长环境；遗传

资源所属的生物体为培植或者驯化的生物体的，原生环境是指

该生物体形成其特定性状或者特征的环境。申请人说明遗传资

源的原始来源，应当提供采集该遗传资源所属的生物体的时

间、地点、采集者等信息。

９５２对披露内容的具体要求
就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申请人应当在

请求书中予以说明，并且在专利局制定的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登

记表 （以下简称为登记表）中填写有关遗传资源直接来源和原

始来源的具体信息。

申请人对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的披露应符合登记表的填写

要求，清楚、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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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为从某个机构获得，例如保藏机

构、种子库 （种质库）、基因文库等，该机构知晓并能够提供

原始来源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该遗传资源的原始来源信息。申

请人声称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必要时提供有

关证据。例如指明 “该种子库未记载该遗传资源的原始来源”、

“该种子库不能提供该遗传资源的原始来源”，并提供该种子库

出具的相关书面证明。

９５３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的审查
在依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

六条第二款进行审查时，审查员应当首先仔细阅读说明书和权

利要求书，准确理解发明，在此基础上确定发明创造的完成是

否依赖于遗传资源以及所依赖的是何种遗传资源。

对于依赖于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审查员应当审查申

请人是否提交了登记表。

如果申请人未提交登记表，审查员应当在审查意见通知书

中告知申请人补交登记表，通知书中还应当具体指明哪些遗传

资源需要披露来源并说明理由。

如果申请人提交的登记表中仅披露了部分遗传资源的来

源，审查员应当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告知申请人补全登记表，

通知书中还应当具体指明需要补充披露来源的遗传资源并说明

理由。

如果申请人提交了登记表，审查员应当审查该登记表中是

否说明了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对于未说明原始

来源的，是否说明了理由。如果申请人填写的登记表不符合规

定，审查员应当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登记表中存在的缺

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仍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六条第五款规定的，审查员应当驳回其专利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登记表中的内容不属于原说明书和权利要

求书记载的内容，因此不能作为判断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的依

据，也不得作为修改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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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
　　　　初步审查和事务处理

１引　言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 （即 ＰＣＴ）提出的国际申请，指明希望

获得中国的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在完成国际阶

段的程序后，应当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

零四条的规定，向专利局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以下简称国

家阶段）的手续，从而启动国家阶段的程序。国家阶段程序包

括：在专利合作条约允许的限度内进行的初步审查、国家公

布，参考国际检索和国际初步审查结果进行的实质审查、授权

或驳回，以及可能发生的其他程序。

本章涉及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条件的审查、在国家阶段

中对国际申请的初步审查以及在国家阶段中对国际申请所作的

事务处理等内容。本章仅对上述内容中的特殊问题作出说明和

规定；与国家申请相同的其他问题，本章没有说明和规定的，

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五部分的规定。

本章所涉及的初步审查和事务处理的主要内容是：

（１）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五条，审查声称进入国
家阶段的国际申请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对在中国没有效力或

失去效力的申请作出处理。

（２）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审查国际申请进
入国家阶段时是否提交了符合规定的原始申请的中文译文 （以

下简称译文）或文件，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审查译

文和文件是否符合规定，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申请作出处理。

（３）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审查申请人提交
国际阶段作出的修改文件译文的时机是否符合规定，对于不符

合规定的文件作出处理。

（４）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二

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以及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

审查与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是否提交并符合规定，如有缺陷，

作出相应处理。

（５）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对国际申请的
国家公布等事务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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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审查
国际申请希望在中国获得专利保护的，申请人应当在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

续。国际申请在中国没有效力或者在中国的效力丧失的，不能

进入国家阶段。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应当符合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

申请人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提出撤回优先权要求

的，办理该手续的期限仍按照原最早优先权日起算。

因中国对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作出保

留，而使国际申请的优先权在国家阶段不成立的，办理进入国

家阶段手续的期限仍按照原最早优先权日起算。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文件提交地点和方式适用本指

南第五部分第三章的规定。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费用缴

纳除本章规定的外，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二章的规定。

２１在中国没有效力
凡是确定了国际申请日的国际申请均已由受理局对其是否

符合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１条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肯定的结论，
所以只要国际申请指定了中国，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

二条的规定，专利局应当承认该申请有正规的国家申请的效

力。审查员应当审查声称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对中国的指

定是否继续有效。

声称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其国际公布文本中没有指

定中国的记载的，该国际申请在中国没有效力，审查员应当发

出国际申请不能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国际

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不予接受。

２２在中国的效力丧失

２２１国际局通知效力丧失
条约２４（１）（ｉ）
及（ｉｉ）

对于声称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中，国际

局曾经向专利局传送了 “撤回国际申请”（ＰＣＴ／ＩＢ／３０７表）或
“国际申请被认为撤回” （ＰＣＴ／ＩＢ／３２５表）通知的，或者传送
了该国际申请对中国 “撤回指定”（ＰＣＴ／ＩＢ／３０７表）的，根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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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审查员应当发出国际申请不能进入

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

手续不予接受。

２２２延误办理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
条约２４（１）（ｉｉｉ） 申请人未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期限内办

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或者虽然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但是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

（三）项的规定，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和第 （三）项的规定，该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

审查员应当发出国际申请不能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通知

申请人该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不予接受。

申请人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期限内办理的

进入国家阶段手续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进入

国家阶段的手续存在缺陷而不予接受。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届满

之前再次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并且克服了上述缺陷的，该

国际申请在中国仍然具有效力。

由于耽误了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期限造成

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申请人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

条第二款提出恢复权利请求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根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该请求不予接

受。如果申请人提出耽误上述期限是由于不可抗拒的事由造成

的，审查员应当参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处理。

２２３关于选定
条约细则５４之二 国际申请在规定的期限内选定中国，并且该选定直至进入

国家阶段时仍然有效的，应当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

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

是否选定中国应当以国际局传送的 “选定通知书”（ＰＣＴ／
ＩＢ／３３１表）为依据。

在国际局传送 “选定通知书”之后，又传送 “撤回要求书

或者选定通知书”（ＰＣＴ／ＩＢ／３３９表）或者 “要求书被认为未提

交或者选定被认为未作出通知书”（ＰＣＴ／ＩＢ／３５０表），并且上述
通知书涉及到撤回选定或选定被认为未作出的，如果标明的国

家有 “ＣＮ”，则该国际申请对中国的选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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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进入国家阶段的处理
细则 １０４２ 按照规定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国际申请，凡是经审查

在中国具有效力，且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

第 （一）项至第 （三）项要求的，专利局应当给予国家申请

号，明确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日期 （以下简称进入日），

并发出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进入日是指向专利

局办理并满足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

至第 （三）项规定的进入国家阶段手续之日。上述满足要求的

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是在同一日办理的，该日即为进入日。上述

满足要求的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是在不同日办理的，以进入国家

阶段手续最后办理之日为进入日。在随后的审批程序中，申请

人办理各种手续、审查员发出的各种通知应当使用国家申请号

予以标明。

３进入国家阶段时提交的申请文件的审查

３１进入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

３１１国际申请日
细则１０２ 国际申请日是在国际阶段由受理局确定的。在国际阶段国

际申请日由于某种原因被更改的，以更改后的日期为准。进入

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 （以下简称进入声明）中填写的国际申请

日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上的记载相同。出现不一致情况

的，审查员应当依据国际公布文本上的记载依职权加以改正，

并将改正通知申请人。

除因中国对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作出保

留而需要重新确定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外，由受理局确定的国

际申请日视为该申请在中国的实际申请日。

细则１０４１（１）
条约细则４９（ａ）

３１２保护类型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

专利权。国际申请指定中国的，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应

当选择要求获得的是 “发明专利”或者 “实用新型专利”，两

者择其一，不允许同时要求获得 “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

利”。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国际申请不能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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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阶段通知书。

３１３发明名称
进入声明中的发明名称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中记载的

一致。国际申请以外文进行国际公布的，发明名称的译文除准

确表达原意外，还应当使译文简短。在译文没有多余词汇的情

况下，不得根据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４１１节中的规定对
发明名称的字数加以限制。

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上记载的发明名称一般来自于原始国际

申请请求书，个别是由国际检索单位审查员确定的。对于经国

际检索单位审查员确定的，进入声明中应当是该审查员确定的

发明名称的译文。

进入国家阶段时请求修改发明名称的，应当以修改申请文

件的形式提出，不得将修改后的发明名称直接填写在进入声明

中，国家公布时不公布修改后的发明名称。

３１４发 明 人

３１４１发明人信息的确定
细则１０４１（４） 除在国际阶段由国际局记录过变更的情况外，进入声明中

填写的发明人应当是国际申请请求书中写明的发明人。专利合

作条约规定，国际申请有多个发明人的，可以针对不同的指定

国有不同的发明人。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声明中要求填写的是

针对中国的发明人。国际公布使用外文的，应当准确地将发明

人的姓名译成中文。审查员应当将进入声明中写明的发明人姓

名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上的记载进行核对。不符合规定的，审

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

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在国际阶段曾经由国际局传送过 “记录变更通知书”

（ＰＣＴ／ＩＢ／３０６表），通报发明人或者发明人姓名变更的，应当
认为已经向专利局申报，在进入声明中直接填写变更以后的信

息。审查员应当根据国际局的通知，将进入声明中写明的有关

内容与国际公布文本及通知书中记载的信息进行核对。不符合

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

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针对中国的发明人经国际局登记已经死亡的，在进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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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时，仍应作为发明人填写在进入声明中。

３１４２国际申请没有发明人事项
细则１０４１（４） 在国际公布文本中没有记载发明人姓名的国际申请，在进

入国家阶段时应当在进入声明中补充写明发明人。不符合规定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

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审查员对发明人的资格不必审查。

３１４３发明人的译名
在国际阶段中规定，发明人姓名的写法应当姓在前、名在

后，在进入声明中填写发明人译名时姓和名的先后顺序应当按

照其所属国的习惯写法书写。

申请人认为进入声明中填写的发明人译名不准确的，在专

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准备工

作之前可以用主动补正的方式提出。审查员经审查确认改正后

的译名与原文相符，应当接受补正，并在国家公布或者公告中

使用新译名。在专利局作好准备工作之后要求改正发明人译名

的，应当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３１５申 请 人

３１５１申请人信息的确定
细则１０４１（４） 进入声明中填写的申请人，除在国际阶段由国际局记录过

变更的情况外，应当是国际申请请求书中写明的申请人。国际

申请有多个申请人的，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不同的指

定国可以写明不同的申请人。进入声明中要求填写的是对中国

的申请人。国际公布使用外文的，应当准确地将申请人的姓名

或名称、地址译成中文；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其名

称应当使用中文正式译文的全称。审查员应当将进入声明中写

明的内容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上的记载进行核对。不符合规定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

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在国际阶段曾经由国际局传送过 “记录变更通知书”

（ＰＣＴ／ＩＢ／３０６表），通报申请人变更或者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
地址变更的，应当认为已向专利局申报，在进入声明中直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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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变更以后的信息。审查员应当根据国际局的通知，将进入声

明中写明的有关内容与国际公布文本及通知书中记载的信息进

行核对。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

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经国际局登记已经死亡的申请人，进入国家阶段时，不应

写入进入声明中，已死亡申请人的继承人尚未确定的除外。

专利合作条约规定，申请人的国籍、居所是否如其所声

称，应当由受理局根据其本国法审查并决定。经过受理局审查

过的信息记载在国际局出版的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上，审查员一

般不得再提出疑问。

３１５２申请人的资格
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根

据专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审查申请人是否有资格提出申请。

国际申请是由一个申请人提出的，该申请人通常是 ＰＣＴ缔
约国的国民或居民，至少是巴黎公约成员国的国民或居民，所

以申请人未发生变化的，不必再审查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十八

条的规定。国际申请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专利合作

条约规定只要其中至少有一人是 ＰＣＴ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即
可，照此规定，国际申请提出时对中国的申请人就有可能是非

ＰＣＴ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另外，专利合作条约只对提出国际
申请时的申请人的所属国加以限定，而当申请人发生变更时，

对于受让人的所属国没有任何规定。

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或部分申请人所属国有可能是非

ＰＣＴ缔约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
第４１３２节的规定进行审查。所有申请人都不符合专利法第
十八条规定的，应当驳回该申请。部分申请人不符合专利法第

十八条规定的，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删除没

有资格的申请人。如果申请人拒绝删除，应当驳回该申请。

３１５３申请人的译名
在国际阶段中规定，申请人为个人时姓名的写法应当姓在

前、名在后，在进入声明中填写申请人译名时姓和名的先后顺

序应当按照其所属国的习惯写法书写。

申请人认为进入声明中填写的申请人译名不准确的，在专

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准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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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前可以用主动补正的方式提出。审查员经审查确认改正后

的译名与原文相符，应当接受补正，并在国家公布或者公告中

使用新译名。申请人在专利局作好准备工作之后要求改正译名

的，应当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３１６审查基础文本声明
在国际阶段，申请人在收到国际检索报告之后，可以根据

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９条的规定对权利要求书作出修改，修改应当
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国际局提出。在国际初步审查过程中，申请

人还可以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３４条的规定对说明书、附图和权
利要求书作出修改，修改应当向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提出。此

外，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也可能按照专利合作条

约第２８条或第４１条提出修改。
由此可见，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除原始申请文件

外，可能还要提出一份或几份修改文本，申请人应当在进入声

明中审查基础一栏内指明在后续程序中应当依据的文本，即对

审查基础文本作出声明。

在国际阶段及进入国家阶段后均没有对申请作出修改的，

审查基础应当是原始申请。国际阶段或者进入国家阶段时作出

过修改并在审查基础文本声明中加以指明的，审查使用的文本

应当是以修改文件替换原始申请相应部分之后的文本。国际阶

段作出过修改但在审查基础文本声明中没有指明的，应当认为

该修改已经放弃，专利局对该修改不予考虑。

审查基础文本声明中提及的国际阶段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１９条的修改，应当在国际公布文本中有相应内容；按照专利合
作条约第３４条的修改，应当在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之后附有相
应内容。审查基础文本声明中提及的国际阶段的修改实际不存

在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改正进入声明

中审查基础一栏中的有关内容。

细则１０６ 审查基础文本声明中提及国际阶段的修改的，应当自进入

日起两个月内提交该修改文件的译文。期限届满时仍未提交

的，对声明中提及的修改将不予考虑，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不

予考虑通知书。

３２原始申请的译文和附图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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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的，在进入国家阶段时，需提交原始

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译文。译文与原文明显不符

的，该译文不作为确定进入日的基础。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 （五）项的规

定，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的，应当提交摘要的译文，有附图和

摘要附图的，还应当提交附图副本和摘要附图副本，附图中有

文字的，应当将其替换为对应的中文文字。

３２１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译文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译文应当与国际局传送的国际公布

文本中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内容相符。译文应当完整，并忠

实于原文。申请人不得将任何修改的内容加入到原始申请的译

文中。

国际公布文本中标明是替换页、更正页的内容一般认为是

原始申请的内容。在国际申请提出时作为说明书、权利要求书

的一部分的内容，经过受理局审查后宣布 “不予考虑”，并且

在国际公布文本中加以标注的，在译文中应当用中文作出同样

的标注，例如在没有提供附图的情况下说明书中提及附图的

内容。

说明书 （包括附图）、权利要求书中含有违反道德或公共

秩序的内容，或者其他贬低性的陈述，经国际局认定，并在国

际公布时删除的内容，不应当再加入到原始申请的译文中。如

果上述内容又出现在译文中，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

知申请人改正译文中的错误。国际公布时对上述内容没有删

除，并出现在译文中的，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７
节的规定处理。

条约细则４９５
（ａ之二）

在国际阶段，国际申请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中包含有核苷

酸和／或氨基酸序列，并且序列表是作为说明书单独部分提交
的，在提交译文时，也应当将其作为说明书单独部分，并且单

独编写页码。申请人还应当提交与该序列表相一致的计算机可

读形式的副本。如果提交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中记载的序

列表与说明书中的序列表不一致，以说明书中的序列表为准。

未提交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或者所提交的副本与说明书中

的序列表明显不一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

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序列表部分的自由文字内容已写入说明书的主要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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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部分的任何文字不需要翻译。

在国际阶段，国际申请说明书中包含纸页在 ４００页以上的
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部分的，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可以只
提交符合规定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序列表。

说明书中引用的计算机程序语言不需要翻译，引用的参考

资料中的编者姓名、文献标题的翻译只要满足国家公布的要求

即可。

３２２附　图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 （五）项的规

定，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有附图的应当提交附图副本。附图

中有文字的，应当将其替换为对应的中文文字，并且重新绘制

附图，以中文文字替换原文并标注在适当的位置上。即使附图

中的文字内容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也应当

按照原始申请译出。重新绘制的附图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中的

附图相同，同时要满足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４３节对附图
的格式要求。

附图中的 “Ｆｉｇ”字样可以不译成中文。附图中出现的计算
机程序语言或作为屏幕显示图像的某些文字内容不必译成

中文。

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

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３２３摘要译文和摘要附图
细则１０４１（５） 摘要译文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记载的摘要内容一致。

国际检索单位的审查员对申请人提交的摘要作出修改的，应当

提交修改后摘要的译文。例如，国际检索报告不包含在首次公

布的国际公布文本 Ａ２中，而在随后公布的国际公布文本 Ａ３
中，并且国际公布文本 Ａ３与国际公布文本 Ａ２扉页记载的摘要
内容不相同的，应当以国际公布文本 Ａ３中的摘要内容为依据
译出。

译文在不改变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应当简短，在没有多余词

句的情况下，审查员不得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

第二款关于摘要字数的规定为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或依职权

修改。

国际公布中没有摘要的，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也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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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国际申请原始摘要的译文。

国际申请有摘要附图的，应当提交摘要附图副本。摘要附

图副本应当与国际公布时的摘要附图一致。附图中有文字的，

应当将其替换为对应的中文文字，并且重新绘制附图，以中文

文字替换原文并标注在适当的位置上。首次公布不包括检索报

告，并且首次公布的国际公布文本 Ａ２与随后公布的国际公布
文本 Ａ３使用的摘要附图不一致的，应当以随后公布时的摘要
附图为准。

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

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细则１０４１ ３３使用中文完成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
使用中文完成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只需

要提交进入声明、原始申请中摘要的副本及摘要附图 （有摘要

附图时）的副本，不需要提交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及附图的副

本。但是，以中文提出的国际申请在完成国际公布前，申请人

请求提前处理并要求提前进行国家公布的，还需要提交原始申

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及附图 （有附图时）的副本。

３４期限届满前的处理
专利合作条约第 ２３条 （１）规定，在按照第 ２２条适用的

期限届满以前，任何指定局不应处理或审查国际申请。适用的

期限是指自优先权日起三十个月。同时在第 ２３条 （２）又规
定，尽管有 （１）的规定，指定局根据申请人的明确的请求，
可以在任何时候处理或审查国际申请。对于选定局，专利合作

条约第４０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３４１提前处理
要求专利局在优先权日起三十个月期限届满前处理和审查

国际申请的，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申

请人除应当办理第一百零三条和第一百零四条所述的进入国家

阶段手续外，还应当办理下述手续：

（１）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２３条 （２）的规定提出明确的
请求。

（２）国际局尚未向专利局传送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
交经确认的国际申请副本，该副本是经受理局确认的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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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副本，或者是经国际局确认的 “登记本”副本。

（３）申请人也可以要求国际局按照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
４７４的规定向专利局传送国际申请副本，或者向专利局提出请
求，由专利局要求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副本。

对于满足上述要求的国际申请，审查员应当及时处理和

审查。

３４２暂时不作处理
对于在优先权日起三十个月期限届满前办理了进入国家阶

段手续，但是没有办理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一条所述手

续的国际申请，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暂时不作处理。

４国际阶段的修改文件译文的审查

４１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９条修改的权利要求书的译文
申请人声明以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９条作出修改的权利要

求书作为审查基础，并且该修改的国际公布使用外文的，申请

人应当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最迟应当自进入日起两个

月内提交其译文。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

在该期限之后提交译文的，修改部分将不予考虑，审查员应当

发出修改不予考虑通知书。国际公布文本中包含按照专利合作

条约第１９条 （１）提出的修改声明，并且申请人要求审查员考
虑该声明的，应当在提交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译文的同时提交该

声明的译文。

修改的权利要求书 （包括修改、增加、删除权利要求）的

译文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中记载的相应部分内容一致。在国际

阶段虽然提出过，但是由于不符合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４６
条的规定而未被国际局接受的修改，在进入国家阶段时不能再

作为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９条的修改提出。
修改部分的译文应当作成能够与原始申请译文中对应部分

互相替换的修改页。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译文的第一页上方应标

明 “权利要求书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９条的修改）”字样。
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提交该修改文件译文的，应当附有补

交修改文件的译文或修改文件表，在该表中应当表明将修改后

的内容作为审查基础的意愿。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９条修改的权利要求书的译文与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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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权利要求书的译文一起公布，该译文应当满足本指南关

于公布的格式要求。

修改文件的译文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文件

缺陷通知书，通知申请人改正。期满未改正的，审查员应当发

出修改不予考虑通知书。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９条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又作为国际初
步审查的基础，并且申请人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将其作为专利性

国际初步报告附件的译文提交的，在国家公布时不再公布该

译文。

４２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３４条作出的修改的译文
细则１０６ 申请人声明以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３４条作出的修改作为审

查基础，并且该修改是以外文作出的，应当在办理进入国家阶

段手续时，最迟应当自进入日起两个月内提交其译文。在该期

限之后提交译文的，修改部分将不予考虑，审查员应当发出修

改不予考虑通知书。

修改部分的译文内容应当与国际局传送的专利性国际初步

报告所附修改页的内容相符。在国际阶段申请人声称按照专利

合作条约第３４条作出修改，但未被审查员采纳，因而没有作为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附件传送的，在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不

应当再将该内容作为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３４条的修改向专利局
提出。

修改部分的译文应当作成能够与原始申请译文中对应部分

互相替换的修改页。如果由于修改使该页内容增加，可以在该

页之后补入一页或几页。其页码为 “Ｘａ”、“Ｘｂ”或 “Ｘ－１”、
“Ｘ－２”。由于修改使某页完全删除的，应当在修改说明中指
出。权利要求书中某项被删除时，可以保留原编号，注明 “删

除”字样，也可以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权利要求重新连

续编号，并加以说明。修改的译文前应附有简短的修改说明，

该说明上方应标有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附件译文”字样。修

改说明只需指明修改所涉及的部分。

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提交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附件译文

的，应当附有补交修改文件的译文或修改文件表，在该表中表

明以该修改为审查基础的意愿。

修改文件的译文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文件

缺陷通知书，通知申请人改正。期满未改正的，审查员应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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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修改不予考虑通知书。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附件译文在国家公布时不予公布。

５其他文件的审查

５１委托和委托书

５１１委　托
法１９１ 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申请人，其国

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应当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有关事

务。如果申请人没有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审查员应当参照本指

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６１１节中的有关规定处理。
在中国内地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申请人，其国际申请

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可以不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５１２委 托 书
细则１５３ 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提交的委托书除应当符合本指

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６１２节的规定外，还应当写明国际申请
号、申请人 （即委托人）的原文姓名或名称以及中文译名。申

请人的原文姓名或名称，除有变更的情况外，应当与国际公布

文本扉页的记载使用相同的语言并且内容完全一致；国际阶段

作过变更的，应当与 “记录变更通知书”（ＰＣＴ／ＩＢ／３０６表）上
记载的变更后的内容完全一致。译名应当与进入声明中的记载

完全一致。

在进入国家阶段的同时办理变更申请人手续的，可以只提

交变更后申请人签署的委托书。

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没有提交委托书，或者提交的

委托书存在缺陷的，应当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６１２
节中的有关规定。

５２要求优先权

５２１要求优先权声明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

在国际阶段要求了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而且在进入国家阶段

时该优先权要求继续有效的，视为已经依照专利法第三十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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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提出了书面声明。

因中国对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作出保

留，专利局对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恢复的优先权 （例如，国际

申请日在该优先权日起十二个月之后、十四个月之内）不予认

可，相应的优先权要求在中国不发生效力，审查员应当针对该

项优先权要求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申请人应当在进入声明中准确地写明其在先申请的申请

日、申请号及原受理机构名称。除下段所述情况外，写明的内

容应当与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中的记载一致。审查员发现不一致

时，可以以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中记载的内容为依据，依职权改

正进入声明中的不符之处，并且及时通知申请人。

国际局曾经向专利局传送的 “撤回优先权要求通知书”

（ＰＣＴ／ＩＢ／３１７表）或 “优先权要求被认为未提出通知书”

（ＰＣＴ／ＩＢ／３１８表）中所涉及的优先权要求应认为已经失去效
力，不应写入进入声明中。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针对该

项优先权要求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在国际阶段受理局对于优先权要求的有效性，即作为优先

权基础的在先申请是否在巴黎公约成员国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中提出、申请人是否为巴黎公约成员国的国民或居民、在先申

请的申请日是否在国际申请日前十二个月之内等已经作出审

查，并且对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优先权要求宣布视为未提出的，

专利局不再提出疑问。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没有提供在先申请的申请号的，应当在

进入声明中写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

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

当针对该项优先权要求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申请人认为在国际阶段提出的优先权书面声明中某一事项

有书写错误，可以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同时或者自进入

日起两个月内提出改正请求。改正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写

明改正后的优先权事项。对于申请人未向国际局提交过在先申

请文件副本的，在提出改正请求的同时还应当附上在先申请文

件副本作为改正的依据。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提出该改正

请求。

进入国家阶段不允许提出新的优先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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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提供
细则１１０３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１７条的规定，如果申请人已

向受理局提交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或者向受理局提出制作在先

申请文件副本的要求，专利局不得要求申请人本人提供在先申

请文件副本，该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由专利局请求国际局提供。

专利局的审查员认为有必要核查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应当请

求国际局传送该申请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例如，国际检索报

告中相关文件一栏内标明 “ＰＸ”、 “ＰＹ”等类文件的，或者国
际检索单位审查员没有检索到，但是专利局负责实质审查的审

查员在补充检索中检索到 “ＰＸ”、“ＰＹ”等类文件的。
国际局通知专利局，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没有按照规定提交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

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交；期满仍未提交的，审查员应当

针对相应的优先权要求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５２３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审查
国际局提供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或者申请人补交了在先申

请文件副本的，审查员应当对在先申请文件副本进行审查。

５２３１与优先权声明不一致
审查员应当以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为依据，检查优先权声明

中的各项内容，如果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记载的一项或者两

项内容不一致，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

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

优先权通知书。

５２３２提供享有优先权的证明
审查员应当检查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在申请日时是否有权要

求申请中指明的在先申请的优先权。对于不是向专利局提出的

在先申请，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认为申请人有权要求优

先权：

（１）在后申请的申请人与在先申请的申请人为同一人。
（２）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是在先申请的申请人之一。
（３）在后申请的申请人由于在先申请的申请人的转让、赠

与或者其他方式形成的权利转移而享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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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３）的情况，除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经作出符合要
求的享有优先权的声明以外，申请人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明文

件。证明文件应当由转让人签字或者盖章。证明文件应当是原

件，或者是经过公证的复印件。

经审查发现国际申请的申请人不符合上述 （１）、（２）两种
情况的，应当检查国际公布文本中是否记载有申请人作出的有

权要求该在先申请优先权的声明，如果有该声明，并且审查员

认为声明是真实可信的，不得再要求申请人提交证明文件。在

没有声明或声明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

续补正通知书，期满未答复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

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对于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的国家申请，审查员应当适用

本章第５２６节的规定审查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是否有权要求申
请中指明的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５２４优先权要求费
细则１１０２ 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应当自进入日起两个月内缴纳优先

权要求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审

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５２５优先权要求的恢复
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发生过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２６条

之二２的情形，由国际局或者受理局宣布过优先权要求视为未
提出的，申请人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同时可以提出恢复

优先权要求的请求，并且缴纳恢复费，对于申请人未向国际局

提交过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同时还应当附具在先申请文件副

本作为恢复的依据。其条件是被视为未提出的优先权要求的有

关信息连同国际申请一起公布过。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提出的恢

复请求不予考虑。

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后，由于下述情形之一导致视为

未要求优先权的，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规定请求

恢复要求优先权的权利：

（１）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没有提供在先申请的申请号，进入
声明中仍未写明在先申请的申请号。

（２）要求优先权声明填写符合规定，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或者优先权转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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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要求优先权声明中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
理机构名称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内容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记载

的不一致。

（４）要求优先权声明填写符合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缴
纳或者缴足优先权要求费。

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６节的有关规定。
除以上情形外，其他原因造成被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不

予恢复。

５２６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
国际申请要求优先权的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的国家申

请，对于优先权的初步审查，除本章第 ５２３２节外，与其他
国际申请的审查完全相同。

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的，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申请

人与在先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完全一致，或者由在先申请的全体

申请人将优先权转让给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未满足上述条件

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的，要求优先权的国际申请进入国

家阶段，应当看作是要求本国优先权。对于在提出国际申请

时，其要求优先权的在先申请的主题有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

二条第二款第 （一）、 （二）和 （三）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审

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由于国际申请的特殊

程序，审查员不按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对被

要求优先权的在先申请作出处理；同样，对于在国际申请提出

之后在先申请被授予专利权的情况，审查员也不处理其有可能

造成在先与在后申请重复授权的问题；上述问题均留待后续程

序中处理。

５３援引加入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的规定，申请人在递交国际申

请时遗漏了某些项目或部分，可以通过援引在先申请中相应部

分的方式加入遗漏项目或部分，而保留原国际申请日。其中的

“项目”是指全部说明书或者全部权利要求，“部分”是指部分

说明书、部分权利要求或者全部或部分附图。

因中国对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的上述规定作出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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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对于通过援引在先申请的方式

加入遗漏项目或部分而保留原国际申请日的，专利局将不予

认可。

对于申请文件中含有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的，如果申请人

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在进入声明中予以指明并请求修改

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则允许申请文件中保留援引加入项目或

部分。审查员应当以国际局传送的 “确认援引项目或部分决定

的通知书” （ＰＣＴ／ＲＯ／１１４表）中的记载为依据，重新确定该
国际申请在中国的申请日，并发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因

重新确定申请日而导致申请日超出优先权日起十二个月的，审

查员还应当针对该项优先权要求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

书。对于申请文件中含有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的，如果申请人

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未予以指明或者未请求修改相对于

中国的申请日，则不允许申请文件中保留援引加入项目或部

分。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删除援引加入项

目或部分，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

申请人在后续程序中不能再通过请求修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

的方式保留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

５４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国际申请涉及

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 （一）项或者第 （二）项所

述情形之一，并且在提出国际申请时作出过声明的，应当在

进入声明中予以说明，并自进入日起两个月内提交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未予说明或者

期满未提交证明文件的，其申请不适用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

申请人在进入声明中指明在国际申请提出时要求过不丧失

新颖性宽限期的，国际公布文本扉页中应当有相应的记载，记

载的内容包括所提及的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发生的日期、地

点、公开类型以及展览会或会议的名称。进入声明中提及的展

览会应当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所

提及的学术会议或技术会议应当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

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要

求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通知书。

在国际公布文本中有记载而在进入声明中没有指明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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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可以在进入日起两个月内补正。

由于国际申请的特殊程序，提交证明材料的期限是自进入

日起两个月。对于证明材料的要求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

第６３节的规定。

５５生物材料样品保藏事项

５５１进入声明中的指明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规定对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作出过说明的，

应当在进入声明中予以指明。该指明应当包括指出记载保藏事

项的文件种类，以及必要时指出有关内容在该文件中的具体记

载位置。

保藏事项是以非表格形式记载在说明书中的，应当在进入

声明的规定栏目中，指明记载的内容在说明书译文中的页码和

行数。审查员应当对译文的相应内容进行检查。保藏事项记载

在 “关于微生物保藏的说明”（ＰＣＴ／ＲＯ／１３４表）中或其他单独
的纸页中的，该表或该纸页应当包含在国际公布文本中。审查

员经核对发现在进入声明中指明的译文的相应位置没有关于保

藏事项的记载，或者在进入声明中指明的 “关于微生物保藏的

说明”（ＰＣＴ／ＲＯ／１３４表）或其他另页说明并不包含在国际公布
文本中的，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认为该

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说明没有作出。

细则１０８２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经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生物材

料样品的保藏作出说明，但是没有在进入声明中予以指明或指

明不准确的，可以在自进入日起四个月内主动补正。期满未补

正的，认为该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说明没有作出，审查员应当

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生物材料

样品视为未保藏。

５５２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说明

条约细则

１３之二３（ａ）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申请人按照专

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作出过说明的，应当

视为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 （三）项的规定。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保藏的生物材料的

说明应包括的事项有：保藏单位的名称和地址、保藏日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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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之二４（ａ） 藏单位给予的保藏编号。只要该说明在国际局完成国际公布准

备工作之前到达国际局，就应认为该说明已及时提交。因此，

申请人在进入声明中所指明的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说明作为说

明书的一部分或者以单独的纸页包含在国际公布文本中，其内

容包括上述规定事项，审查员应当认为是符合要求的说明。在

国际阶段申请人没有作出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说明，而在进入声

明中声称该申请涉及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生

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生物材料样品视

为未保藏。

如果申请人在申请日时提交了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证明，

并且国际局将其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包含在国际公布文本

中，申请人请求对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说明中遗漏事项作出补充

的，审查员可以以国际公布文本中的保藏证明为依据，同意其

补充或改正。

审查员发现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说明与保藏证明中记载的保

藏事项的内容不一致，并且可以确定不一致是由于保藏说明中

的书写错误造成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

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

品视为未保藏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

保藏。

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的说明是以 “关于微生物保藏的说明”

（ＰＣＴ／ＲＯ／１３４表）的形式或者以说明书以外的其他单独纸页形
式提交的，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进入国家阶段时应当译成

中文。没有译成中文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

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视为没有作出生物材料样

品保藏说明，审查员应当发出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通知

书，通知申请人该生物材料样品视为未保藏。

５５３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
细则１０８３ 由于国际申请的特殊程序，提交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和

存活证明的期限是自进入日起四个月。对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

内容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５２１节的规定。

法２６５
细则１０９

５６遗传资源的来源
国际申请涉及的发明创造的完成依赖于遗传资源的，申请

人应当在进入声明中予以说明，并填写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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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

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补正

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该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

５７进入国家阶段后对申请文件的修改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在办理

进入国家阶段手续之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对专利申请文件的

修改，此种修改称为国家阶段的修改。

要求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国际申请，申请人可以自进入

日起两个月内对专利申请文件主动提出修改。

要求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国际申请，可以按照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申请文件主动提出修改。

当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明确要求以按照专利

合作条约第２８条或第４１条作出的修改为审查基础的，可以在
提交原始申请译文的同时提交修改文件，该修改视为按照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主动提出的修改。

申请人提交修改文件时应当附有详细的修改说明。修改说

明可以是修改前后内容的对照表，也可以是在原文件复制件上

的修改标注。修改是在进入国家阶段时提出的，在修改说明上

方应当注明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２８条 （或第４１条）作出修
改”的字样。

修改的内容应当以替换页的形式提交，替换页与被替换页

的内容应当相互对应，与被替换页的前、后页内容相互连接。

５８改正译文错误
条约１１（３）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国际申请在每个指定国内自国

际申请日起具有正规的国家申请的效力。因此，由国际局传送

给指定局或选定局的国际申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以该文

本为依据发现进入国家阶段时提交的译文存在错误的，在满足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条件下，允许改正译文

中的错误。

译文错误是指译文文本与国际局传送的原文文本相比个别

术语、个别句子或者个别段落遗漏或者不准确的情况。译文文

本与国际局传送的原文文本明显不符的情况不允许以改正译文

错误的形式进行更正。

申请人可以在专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告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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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专利权的准备工作之前办理改正译文错误手续。

申请人改正译文错误，除提交改正页外，还应当提交书面

改正译文错误请求，并且缴纳规定的改正译文错误手续费。不

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译文改正页与原始译文的相应页应当能够相互替换，即替

换后的前、后页内容能够连接。

如果不符之处是非文字部分，如数学式、化学式等，不作

为译文错误处理，仅要求申请人作出补正。

法３５ ５９实质审查请求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如果指定了中国的发明专利，

自优先权日起三年内应当提出实质审查请求，并缴纳实质审查

费。审查员应当按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６４节的规定进
行审查。

５１０著录项目变更

５１０１经国际局记录的变更

５１０１１国际局通知的效力
在国际阶段国际局应申请人或受理局的要求，对请求书中

的申请人或其姓名 （名称）、居所、国籍或地址的变更，或者

对请求书中的发明人或其姓名的变更进行记录，并书面通知指

定局。专利局收到国际局 “记录变更通知书”（ＰＣＴ／ＩＢ／３０６
表），应当认为申请人已向专利局提出了著录项目变更申报，

即不需要就该项变更再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及缴纳变更手

续费。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应当直接使用变更后的著录

项目。

５１０１２补交证明材料
国际局传送的 “记录变更通知书”（ＰＣＴ／ＩＢ／３０６表）中指

明变更的项目是申请人 （指实体），在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

应当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 （六）项的规

定，提交申请权转让或赠予合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

公司合并的证明文件或者其他权利转移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

应当是原件或者是由公证机关公证的复印件。审查员应当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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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文件的有效性。没有提交证明文件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

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交，期满未补交的，审查员应当发出

视为撤回通知书。

国际局传送的 “记录变更通知书”（ＰＣＴ／ＩＢ／３０６表）中记
载的变更事项是由中国内地的单位或个人将申请权转让给外国

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

章第６７２２节第 （３）（ｉｉ）项的规定。
国际局传送的记录变更通知书中指明变更的项目是申请人

的姓名或名称、地址以及发明人姓名的，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明

材料，应当认为变更已经生效。

５１０２国家阶段的著录项目变更
进入国家阶段时或之后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的，适用本

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６７１节的规定。
除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６７２节所述的几种著录项目

变更证明文件外，以下两种情况当事人 （申请人或发明人）本

人作出的声明也可以作为申报变更的证明文件。

（１）申请人声称在国际申请提出时填写了错误的申请人姓
名或名称，或者错误的发明人的姓名，进入国家阶段后为了改

正错误申报变更。

（２）申请人声称国际申请的申请人或发明人在不同的国家
使用不同的名称或姓名 （不仅仅是语种的不同），在中国希望

使用不同于国际公布时记载的另一名称或姓名，为此申报变

更。例如美籍华人在美国使用的姓名是 ×××·汤姆，并使用
该姓名提出国际申请，而在进入中国时请求使用 ×××为其
姓名。

５１１请求复查

５１１１提出复查请求
条约２５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允许申请人向作为指定局或选

定局的专利局提出复查请求的情况是：

（１）受理局拒绝给予国际申请日，或者宣布国际申请已被
认为撤回。

（２）国际局由于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收到国际申请的登记本
而宣布该申请被视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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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１１６
条约细则５１

复查请求应当自收到上述处理决定的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

向专利局提出，请求中应当陈述要求复查的理由，同时附具要

求进行复查处理决定的副本。国际局应申请人请求传送的有关

档案文件的副本随后到达专利局。

５１１２其他手续
申请人在按照本章第 ５１１１节所述提出复查请求的同时，

应当向专利局办理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三条和第一百零四

条规定的进入国家阶段手续，并且在进入声明中标明已经提出

复查请求的事实。

５１１３复查及复查后的处理
审查员认为复查请求是按照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规

定提出，并且按照规定办理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应当对受

理局或国际局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复查。

审查员认为上述国际单位的决定是正确的，该国际申请在

中国的效力终止，应当按照本章第２２１节的规定办理。
审查员认为上述国际单位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应当认定该

国际申请在中国是有效的，并继续进入国家阶段的处理和审

查。对于受理局尚未确定国际申请日的申请，审查员应当通知

申请人，该申请被认为是在应当确定为国际申请日的那一日向

专利局提出的。

由于国际阶段程序的中断而没有完成国际公布的申请，审

查员进行本章规定的审查时，应当以国际局传送的档案文件中

登记本的副本代替本指南中提及的国际公布文本。

５１２国际单位错误的改正

５１２１改正国际单位错误的声明
由于国际单位在事务处理上的疏忽而造成发出错误的通知

书、在国际公布文本上出现了错误的记载、国际公布文本错误

或者造成漏发通知书、遗漏记载，由此导致进入国家阶段后审

查员作出 “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补正”、“优先权视

为未要求”等处理的，申请人可以自审查员发出相应的通知书

之日起六个月之内要求改正国际单位错误，该要求可以以 “意

见陈述书”的形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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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２附　件
申请人提交要求改正国际单位错误的意见陈述书的同时，

应当提供国际局已经改正或者已经接受改正的相应文件的复制

件作为附件。例如：国际公布文本的改正本、 “记录变更通知

书” （ＰＣＴ／ＩＢ／３０６表）的改正页、 “选定通知书” （ＰＣＴ／ＩＢ／
３３１表）的改正页等。没有附件的改正要求不予接受。

５１２３改正后的处理
经审查或者经与国际局联系，证明确实是国际单位的错误

并且已经由国际局作出改正，专利局应当承认改正后的结论。

由于国际单位错误而作出 “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结论

的，专利局应当重新接受译文和费用，并以第一次办理并满足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 （三）项

规定的进入国家阶段手续之日为进入日。在等待国际单位改正

错误期间，办理某种手续的期限已经届满，由于错误尚未改正

而无法按期办理的 （例如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提交生物材料样

品保藏及存活证明、提交不丧失新颖性公开证明等），申请人

还应当在提交要求改正国际单位错误的意见陈述书的同时，完

成各种耽误的手续。审查员对此应当认为是在规定期限内完

成的。

由于国际单位错误而作出的其他导致申请人权利丧失的结

论，经国际局通知改正错误后，应当恢复其相应的权利。

６国家公布
国家公布仅适用于进入中国的发明专利的国际申请。根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要求获得

发明专利权的国际申请，专利局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专利法及

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应当在发明专利公报上予以公布。国

际申请是以中文以外文字提出的，还应当公布申请文件的中文

译文。

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前多数已由国际局自优先权日

起满十八个月完成国际公布，根据专利合作条约规定，如果国

际公布使用的语言和在指定国按本国法公布所使用的语言不

同，指定国可以规定，就权利的保护而言，公布的效力仅从使

用后一种语言的译文按照本国法的规定予以公布后才产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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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对于

以中文以外文字提出的国际申请，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要求

临时保护的权利是在完成国家公布之后产生。

国家公布的另一目的是将该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信息告之

公众。

６１何时公布
除本章第３４节所述的情况外，多数国际申请在自优先权

日起满十八个月后进入国家阶段，不适用专利法第三十四条的

规定。专利局对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进行初步审查，认为

合格之后，应当及时进行国家公布的准备工作。专利局完成国

家公布准备工作的时间一般不早于自该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

之日起两个月。

６２公布形式

６２１国际公布是使用外文的申请
国家公布以在发明专利公报中的登载和发明专利申请单行

本的出版两种形式完成。

６２２国际公布是使用中文的申请
国家公布以在发明专利公报中的登载完成。以中文提出的

国际申请在完成国际公布前，申请人请求提前处理并要求提前

进行国家公布的，国家公布以在发明专利公报中的登载和发明

专利申请单行本的出版两种形式完成。

６３公布内容

６３１发明专利公报中国家公布的内容
国际申请的国家公布在发明专利公报中与国家申请的公布

分开，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国际申请的国家公布由著录项目、

摘要和摘要附图 （必要时）组成。著录项目包括：国际专利分

类号、申请号、公布号、申请日、国际申请号、国际公布号、

国际公布日、优先权事项、专利代理事项、申请人事项、发明

人事项、发明名称和电子形式公布的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
表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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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公报中的索引部分是将公布的国际申请与国家申

请合并按照规定序列编辑的。

６３２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的内容
国际申请的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的内容应当包括扉页、说

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译文、摘要的译文，还可以包括附图及附

图中文字的译文。必要时，包括核苷酸和／或氨基酸的序列表
部分、记载有生物材料样品保藏事项的 “关于微生物保藏的说

明”（ＰＣＴ／ＲＯ／１３４表）的译文、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１９条修
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译文以及有关修改的声明译文。修改后的

权利要求书的译文应当排在原始提出的权利要求书译文的后

面。扉页的内容应当与同时出版的发明专利公报中对同一申请

公布的内容完全一致。

７缴费的特殊规定

７１申请费、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及宽限费
申请费、公布印刷费及宽限费应当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

百零三条规定的期限内缴纳。

申请人在收到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之后，应

当以国家申请号缴纳相关费用，在此之前可以以国际申请号缴

纳相关费用。

申请人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未缴纳或未缴足申请附

加费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缴纳，期满未缴

纳或未补足的，该申请被视为撤回。

７２费用减免

７２１申请费的免缴
由专利局作为受理局受理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免

缴申请费及申请附加费。

７２２实质审查费的减免
由中国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及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的国际申

请，在进入国家阶段并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免缴实质审

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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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瑞典专利局三个国际检索单

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并提出实质

审查请求时，只需要缴纳８０％的实质审查费。
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专利局未收到国际检索报告的，实

质审查费不予减免；但是，在专利局发出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

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前，申请人主动提交了由欧洲专利局、日

本专利局、瑞典专利局三个国际检索单位完成的国际检索报告

的，可以请求退回多缴费用。

７２３复审费和年费的减缓
细则１００ 国际申请的申请人缴纳复审费和年费确有困难的，可以根

据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向专利局提出费用减缓的请求。

７３其他特殊费用
在国际申请国家阶段流程中除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二章第 １

节提到的几种费用以及本章第 ７１节提到的宽限费外，还有以
下几种特殊费用：

（１）改正译文错误手续费 （即译文改正费），应当在提出

改正译文错误请求的同时缴纳。

（２）单一性恢复费，应当在审查员发出的缴纳单一性恢复
费通知规定的期限内缴纳 （有关单一性恢复费的详细说明参见

本部分第二章第５５节）。
（３）说明书中包含纸页在 ４００页以上的核苷酸和／或氨基

酸序列表，且进入国家阶段时仅提交了计算机可读形式序列表

的，该序列表的说明书附加费按照４００页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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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

１引　言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是指对符合专利法

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进入国家阶段要求获得发明专利保护的国

际申请的实质审查。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可以是根据专

利合作条约第２２条未经国际初步审查的国际申请，也可以是根
据专利合作条约第３９条经过国际初步审查的国际申请。

２实质审查原则

２１实质审查的基本原则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２７条 （１）的规定，任何缔约国的本

国法不得对国际申请的形式或内容提出与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

施细则的规定不同的或其他额外的要求。专利合作条约第２７条
（５）又规定，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中，没有一项规定的
意图可以解释为限制任何缔约国按其意志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实

质条件的自由。尤其是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关于现有技

术的定义的任何规定是专门为国际程序使用的，因而各缔约国

在确定国际申请中请求保护的发明是否可以被授予专利权时，

可以自由适用本国法关于现有技术的标准。

基于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于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

请，应当根据以下原则进行审查：

（１）申请的形式或内容，适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
指南的规定，但上述规定与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不同的，以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为准。

（２）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条件，适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
审查指南的规定。

２２与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条件有关的条款
本章第２１节 （２）中规定的 “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条件”

涉及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的以下条款：

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发明的定义；

专利法第五条：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

发明创造，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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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避免

重复授权；

专利法第九条第二款：先申请原则；

专利法第二十条：保密审查；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 （五）项：不授

予专利权的客体；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发明的充分公开；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权利要求书以说明书为依据，

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和

第一百零九条：遗传资源来源的披露；

专利法第二十九条：优先权；

专利法第三十一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

二条：单一性；

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修改及分案申请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

发明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３实质审查依据文本的确认

３１申请人的请求
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国际申请的申请人需要在书面进入声

明中确认其希望专利局依据的审查文本。

国际申请国家阶段的实质审查，应当按申请人的请求，依

据其在书面声明中确认的文本以及随后提交的符合有关规定的

文本进行。

３２审查依据的文本
作为实质审查基础的文本可能包括：

（１）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原始提交的国
际申请；对于使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

的中文译文。

（２）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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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第１９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对于使用外文公布的国
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９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的
中文译文。

（３）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
条约第３４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对于使
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３４条提交的修改
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中文译文。

（４）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和／或第一百零四条
提交的补正文本。

（５）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或第五十
一条第一款提交的修改文本。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２８条或第 ４１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
求书、说明书和附图视为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

第二款或第五十一条第一款提交的修改文本。

作为审查基础的文本以审查基础声明中指明的为准。审查

基础声明包括：进入国家阶段时在进入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

（以下简称进入声明）规定栏目中的指明，以及进入国家阶段

之后在规定期限内以补充声明的形式对审查基础的补充指明。

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修正。

如果申请人在进入声明中指明申请文件中含有援引加入的

项目或部分，并且在初步审查阶段已经重新确定了该国际申请

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则援引加入的项目或部分应当是原始提

交的申请文件的一部分。实质审查过程中，不允许申请人通过

修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而保留援引加入的项目或部分。

细则１１２２

对于国际阶段的修改文件，进入国家阶段未指明作为审查

基础的，或者虽指明但未按规定提交中文译文的，不作为实质

审查的基础。

此外，申请人在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后提出实质审查请

求时，或者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

段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

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有关审查依据文本的确认，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

４１节的规定。上述修改文本以及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
一条的规定提交的修改文本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

章第５２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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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的法律效力
对于以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针对其中文译文进行实质审

查，一般不需核对原文；但是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具有法

律效力，作为申请文件修改的依据。

对于国际申请，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所说的原说明书和权利

要求书是指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

附图。

４实质审查中的检索

４１一般原则
对于进入国家阶段实质审查的国际申请，一般应当作全面

检索。有关检索的要求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七章的规定。

４２节约原则
从节约原则上考虑，审查员应当参考国际检索报告和专利

性国际初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但是需要注意，申请人要求作

为审查依据的文本与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和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所依据的文本是否一致，以及要求保护的主题在国际阶段是否

已被全面检索。

申请人要求作为审查依据的文本，其要求保护的主题已经

在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和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所依据的文本基础

上进行了修改的，或者要求保护的主题在国际阶段未被全面检

索的，审查中不能简单地使用国际检索报告和专利性国际初步

报告的结果，而需要对检索结果重新分析，并根据需要作出补

充检索。

国际检索报告中所列出的对比文件和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中引入的对比文件足以破坏专利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则

无需对该专利申请做进一步的检索。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检索报告中所列出的某些文件类型与

中国国家阶段实质审查的检索报告中所列出的相应文件类型含

义不同，例如 Ｐ类文件和 Ｅ类文件。在国际检索报告中，“Ｐ”
表示公布日先于国际申请的申请日但迟于其所要求的优先权日

的文件， “Ｅ”表示申请日或优先权日早于国际申请的申请日
（非优先权日），公布日在该国际申请日的当天或之后且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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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国际申请的新颖性的专利文件。在国际检索报告中出现的

Ｅ类文件可能成为国家阶段检索报告中的 ＰＥ类或 Ｅ类文件。

５实质审查所涉及的内容和审查要求
本节重点说明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与国家

申请实质审查的区别之处，对于相同之处则仅仅简单列举和指

引参照相应的章节。

５１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的使用
国际申请的国际初步审查是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３３条

（１）的规定对请求保护的发明看起来是否有新颖性、是否有创
造性 （非显而易见性）和是否有工业实用性提出初步的无约束

力的意见。专利合作条约第 ３３条 （２） ～ （４）对于新颖性、
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的判断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专利合

作条约第３３条 （５）说明，该条 （２） ～ （４）所述标准只供国
际初步审查使用。任何缔约国为了决定请求保护的发明在该国

是否可以获得专利，可以采用附加的或不同的标准。

对附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的国际申请，从节约原则上考

虑，审查员应当参考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所提供的意见。但

是需要注意，申请人要求作为审查依据的文本与作出专利性国

际初步报告所依据的文本是否一致。如果在申请人要求作为审

查依据的文本中所要求保护的主题已经在作出专利性国际初步

报告所依据的文本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则通常可以不参考专利

性国际初步报告中对发明是否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工业实用

性和其他授权条件所作出的判断。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将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所给

出的参考性意见作为国家阶段实质审查的结论性意见。审查员

还应当注意在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是否引用了未列入国际检

索报告中的其他现有技术。

对于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审查员应当对

该专利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质要求作出独立

的判断。

５２审查申请是否属于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对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时，首先应当对

该申请的主题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五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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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审查。进入国家

阶段的国际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不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例如赌博工具、原子核变换方法）

的，即使其申请主题不属于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３９条规定
所排除的内容，也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有关这方面的审查要求，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的

规定。

５３优先权的审查
国际检索报告中列出了 ＰＸ、ＰＹ类对比文件的，审查员应

当对国际申请的优先权进行核实。

国际申请的优先权不能成立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标有 ＰＸ、ＰＹ的对比文件在对国际申请进
行新颖性、创造性审查时可作为评价其新颖性、创造性的现有

技术。

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成立的，则应当对其中标有 ＰＸ的对比
文件进行核查。若标有 ＰＸ的对比文件是中国的专利申请 （或

专利），或者是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且其申请日早于该国际

申请的优先权日，则在对该国际申请进行新颖性审查时，应当

判断该对比文件是否构成抵触申请。

国际检索报告中列出了 Ｅ类对比文件，且对比文件是中国
的专利申请 （或专利），或者是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

并且其申请日介于该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日和申请日之间的，则

也应当核实国际申请的优先权。国际申请的优先权不能成立

的，在对国际申请进行新颖性审查时，应当判断该对比文件是

否构成抵触申请。

在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中检索到了在国际

申请的优先权日与申请日之间公开，并影响其新颖性、创造性

的对比文件，或者检索到了在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日与申请日之

间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专利局提出申请并已公开的、影响其

新颖性的在先申请或在先专利，审查员应当对国际申请的优先

权进行核实。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专利局对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

的某些规定作出了保留，例如，涉及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恢复

的优先权和援引加入的条款 （参见本部分第一章第５２１节和
第５３节），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被认可的优先权有可能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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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后不被接受。

５４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审查
对于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列出、但没有被国际初步审查

意见考虑的某些已公布的文件和非书面公开，在进入国家阶段

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中，对发明的新颖性和创造性进行判断

时应予考虑。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列出的非书面公开是指：在国际申

请的申请日或者有效的优先权日之前，通过口头公开、使用、

展览或者其他非书面方式向公众公开，而且这种非书面公开的

日期记载在与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或者有效的优先权日同日或者

在其之后公众可以得到的书面公开之中。这种非书面公开在国

际初步审查阶段不构成现有技术。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列出的某些已公布的文件是指：在

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或者有效的优先权日之前提出申请、并且是

在该日期之后或与该日期同日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专利文

件，或者要求享有一项在该日期之前提出的在先申请优先权的

专利申请公布文件。这类已公布的申请或者专利在国际初步审

查阶段不构成现有技术。

对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审查，分

别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规定。

５５单一性的审查
审查员应当注意，在申请人提出的作为审查基础的申请文

件中，要求保护的发明是否存在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发明。

对于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发明，需要核实以下内容：

（１）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发明中是否包含了在国际阶段由于
申请人没有应审查员要求缴纳因缺乏单一性所需的附加检索费

或附加审查费，而导致未做国际检索或国际初步审查的发明。

（２）缺乏单一性的多项发明是否包含了申请人在国际阶段
未缴纳附加检索费或附加审查费而表示放弃的发明 （例如申请

人在国际阶段选择对某些权利要求加以限制而舍弃的发明）。

（３）对于存在上述 （１）或 （２）中的情形，国际单位作
出的发明缺乏单一性的结论是否正确。

细则１１５２ 经审查认定国际单位所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审查员应当

发出缴纳单一性恢复费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在两个月内缴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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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恢复费。如果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或未缴足单一性

恢复费，并且也没有删除缺乏单一性的发明的，审查员应当发

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国际申请中上述未经国际检索

的部分将被视为撤回，并要求申请人提交删除这部分内容的修

改文本。审查员将以删除了该部分内容的文本继续审查。

对于申请人因未缴纳单一性恢复费而删除的发明，根据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

定，申请人不得提出分案申请。除此情形外，国际申请包含两

项以上发明的，申请人可以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分案申请。

经审查认定申请人提出的作为审查基础的申请文件中要求

保护的主题不存在缺乏单一性问题，但是与国际单位所作出的

结论不一致的，则应当对所有要求保护的主题进行审查。

在国际阶段的检索和审查中，国际单位未提出单一性问

题，而实际上申请存在单一性缺陷的，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

六章的规定进行处理。

５６避免重复授权的审查
如果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要求的是在中国提出的在先

申请的优先权，或者要求的是已经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在先国

际申请的优先权，则可能造成重复授权。为避免重复授权，对

此两件专利申请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６节的
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如果出现了视为未要

求优先权或优先权不成立的情况，则在先申请可能成为破坏该

国际申请新颖性的现有技术或抵触申请。

细则１１３ ５７改正译文错误
申请人自己发现提交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中文

字的中文译文存在错误，可以在下述期限内提出改正请求：

（１）在专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的准备工作之前；
（２）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内。

申请人改正译文错误，应当提出书面请求，同时提交译文

的改正页和缴纳规定的改正译文错误手续费。未按规定缴纳费

用的，视为未提出改正请求。对于提出书面请求并缴纳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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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译文错误手续费的，审查员应当判断是否属于译文错误

（参见本部分第一章第 ５．８节）。如果不属于译文错误，则应
当拒绝改正译文错误的请求；如果属于译文错误，则需要核实

改正的译文是否正确。在确认改正的译文正确的情况下，应当

以此改正的文本为基础做进一步审查；如果改正的译文仍与原

文不符，则应当通知申请人提交与原文相符的改正译文。

对于进入国家阶段后又提出分案申请的情况，如果在实质

审查阶段申请人自己发现其原申请译文错误而导致分案申请也

存在译文错误，则申请人可以办理改正译文错误手续，根据其

原申请在提出国际申请时所提交的国际申请文本改正译文错

误。审查员按照上述要求对改正的译文文本进行审查。

对于以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针对其译文进行实质审查，

一般不需核对原文。但是如果审查员在实质审查过程中发现由

于译文错误而造成的某些缺陷在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本或者

国际阶段作出修改的原文中不存在，而在译文中存在，则应当

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存在的缺陷，例如，说明书不符合专

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或者权利要求书不符合专利法

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并要求申请人澄清或者办理请求改

正译文错误手续。若申请人在答复时提交的修改文本超出了原

中文译文记载的范围，但未办理请求改正译文错误手续，则审

查员应当发出改正译文错误通知书。若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期限

内办理改正译文错误手续，则申请被视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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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设

立专利复审委员会。

细则５９ 专利复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复审委员、兼

职复审委员、复审员和兼职复审员。专利复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兼任，副主任委员、复审委员和兼职复

审委员由局长从局内有经验的技术和法律专家中任命，复审员

和兼职复审员由局长从局内有经验的审查员和法律人员中

聘任。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复审请

求进行受理和审查，并作出决定。复审请求案件包括对初步审

查和实质审查程序中驳回专利申请的决定不服而请求复审的

案件。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

复审委员会对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受理和审查，并作出

决定。

当事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

诉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出庭应诉。

２审查原则
复审请求审查程序 （简称复审程序）和无效宣告请求审查

程序 （简称无效宣告程序）中普遍适用的原则包括：合法原

则、公正执法原则、请求原则、依职权审查原则、听证原则和

公开原则。

法２１１ ２１合法原则
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依法行政，复审请求案件 （简称复审

案件）和无效宣告请求案件 （简称无效宣告案件）的审查程序

和审查决定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

法２１１ ２２公正执法原则
专利复审委员会以客观、公正、准确、及时为原则，坚持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地履行审查职责，不徇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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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全面、客观、科学地分析判断，作出公正的决定。

法４１１及４５
细则６４及７２

２３请求原则
复审程序和无效宣告程序均应当基于当事人的请求启动。

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复审请求或者无效宣告请求

审查决定前撤回其请求的，其启动的审查程序终止；但对于无

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

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决定的除外。

请求人在审查决定的结论已宣布或者书面决定已经发出之

后撤回请求的，不影响审查决定的有效性。

２４依职权审查原则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对所审查的案件依职权进行审查，而

不受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和提出的理由、证据的限制。

２５听证原则
在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应当给予审查决定对其不利的当事

人针对审查决定所依据的理由、证据和认定的事实陈述意见的

机会，即审查决定对其不利的当事人已经通过通知书、转送文

件或者口头审理被告知过审查决定所依据的理由、证据和认定

的事实，并且具有陈述意见的机会。

在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在已经根据人民法院或者地方知识

产权管理部门作出的生效的判决或者调解决定变更专利申请人

或者专利权人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变更后的当事人陈述意见的

机会。

　细则７ ２６公开原则
除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需要保密的案件 （包括专

利申请人不服初审驳回提出复审请求的案件）以外，其他各种

案件的口头审理应当公开举行，审查决定应当公开出版发行。

３合议审查
专利复审委员会合议审查的案件，应当由三或五人组成的

合议组负责审查，其中包括组长一人、主审员一人、参审员一

或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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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合议组的组成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专业分工、案源情况以及参加同一专

利申请或者专利案件在先程序审查人员的情况，按照规定的程

序确定、变更复审和无效宣告案件的合议组成员。

专利复审委员会各申诉处负责人和复审委员具有合议组组

长资格；其他人员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后获得合议

组组长资格。

复审委员、复审员、兼职复审委员或者兼职复审员可以担

任主审员或者参审员。

从审查部依个案聘请的审查员可以担任参审员。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维持专利权有效或者宣告专利权部分

无效的审查决定以后，同一请求人针对该审查决定涉及的专利

权以不同理由或者证据提出新的无效宣告请求的，作出原审查

决定的主审员不再参加该无效宣告案件的审查工作。

对于审查决定被人民法院的判决撤销后重新审查的案件，

一般应当重新成立合议组。

３２关于组成五人合议组的规定
对下列案件，应当组成五人合议组：

（１）在国内或者国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２）涉及重要疑难法律问题的案件。
（３）涉及重大经济利益的案件。
需要组成五人合议组的，由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决

定，或者由有关处室负责人或者合议组成员提出后按照规定的

程序报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批。

由五人组成合议组审查的案件，在组成五人合议组之前没

有进行过口头审理的，应当进行口头审理。

３３合议组成员的职责分工
组长负责主持复审或者无效宣告程序的全面审查，主持口

头审理，主持合议会议及其表决，确定合议组的审查决定是否

需要报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批。

主审员负责案件的全面审查和案卷的保管，起草审查通知

书和审查决定，负责合议组与当事人之间的事务性联系；在无

效宣告请求审查结论为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时，准备需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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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文本。

参审员参与审查并协助组长和主审员工作。

３４合议组审查意见的形成
合议组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

的审查所涉及的证据是否采信、事实是否认定以及理由是否成

立等进行表决，作出审查决定。

４独任审查
对于简单的案件，可以由一人独任审查。

５回避制度与从业禁止
细则３７ 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合议组成员有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

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合议组成员应当自行

回避而没有回避的，当事人有权请求其回避。

专利复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任职期间，其近

亲属不得代理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处室负责人任职期间，

其近亲属不得代理该处室负责审理的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

其中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专利复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离职后三年内，

其他人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代理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

当事人请求合议组成员回避的或者认为代理人不符合上述

规定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且说明理由，必要时附具有

关证据。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当事人提出的请求，应当以书面方

式作出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６审查决定

６１审查决定的审批
合议组应当对审查决定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结论以及

决定文件的形式和文字负全面责任。

合议组作出的审查决定，属下列情形的，须经主任委员或

者副主任委员审核批准：

（１）组成五人合议组审查的案件。
（２）合议组的表决意见不一致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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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审查决定被法院的判决撤销后，重
新作出决定的案件。

负责审批合议组决定的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不同意合

议组作出的审查决定时，可以提出意见并指示合议组重新合

议；合议组重新合议后，与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的意见仍

不一致的，主任委员或者至少两位副主任委员认为有必要在较

大范围内进行研究的，应当召开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专利复审委

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复审委员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

合议组和负责审批的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应当按照与会人

员二分之一以上的多数意见处理。

案件的审批者对审查决定的法律适用及结论负审批责任。

６２审查决定的构成
审查决定包括下列部分。

（１）审查决定的著录项目
复审请求审查决定的著录项目应当包括决定号、决定日、

发明创造名称、国际分类号 （或者外观设计分类号）、复审请

求人、申请号、申请日、发明专利申请的公开日和合议组成员。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著录项目应当包括决定号、决定

日、发明创造名称、国际分类号 （或者外观设计分类号）、无

效宣告请求人、专利权人、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和合

议组成员。

（２）法律依据
审查决定的法律依据是指审查决定的理由所涉及的法律、

法规条款。

（３）决定要点
决定要点是决定正文中理由部分的实质性概括和核心论

述。它是针对该案争论点或者难点所采用的判断性标准。决定

要点应当对所适用的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有关条款作进一

步解释，并尽可能地根据该案的特定情况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

结论。

决定要点在形式上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ｉ）以简明、扼要的文字表述；
（ｉｉ）表述应当合乎逻辑、准确、严密和有根据，并与决定

结论相适应；

（ｉｉｉ）既不是简单地引用根据专利法或者专利法实施细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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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条款所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具体案由及结论的简述；可以从

决定正文中摘出符合上述要求的关键语句。

（４）案由
案由部分应当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复审或者无效宣告请求的

提出、范围、理由、证据、受理，文件的提交、转送，审查过

程以及主要争议等情况。这部分内容应当客观、真实，与案件

中的相应记载相一致，能够正确地、概括性地反映案件的审查

过程和争议的主要问题。

案由部分应当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当事人陈述的意见

进行归纳和概括，清楚、准确地反映当事人的观点，并且应当

写明决定的结论对其不利的当事人的全部理由和证据。

在针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者专利的复审或者无

效宣告请求的审查决定中，应当写明审查决定所涉及的权利要

求的内容。

（５）决定的理由
决定的理由部分应当阐明审查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条

款的规定，得出审查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并且具体说明所述条

款对该案件的适用。这部分内容的论述应当详细到足以根据所

述规定和事实得出审查结论的程度。对于决定的结论对其不利

的当事人的全部理由、证据和主要观点应当进行具体分析，阐

明其理由不成立、观点不被采纳的原因。

对于涉及外观设计的审查决定，应当根据需要使用文字对

所涉及外观设计的主要内容进行客观的描述。

（６）结论
结论部分应当给出具体的审查结论，并且应当对后续程序

的启动、时限和受理单位等给出明确、具体的指示。

（７）附图
对于涉及外观设计的审查决定，应当根据需要使用外观设

计的图片或者照片作为审查决定的附图。

６３审查决定的出版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其所作的复审和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的正文，除所针对的专利申请未公开的情况以外，应当全部公

开出版。对于应当公开出版的审查决定，当事人对审查决定不

服向法院起诉并已被受理的，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审查决

定与判决书一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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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更正及驳回请求

７１受理的更正
复审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属于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的，或者

已经受理而属于不予受理的，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

后进行更正，并且通知当事人。

７２通知书的更正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发出的各种通知书中存在的错误，发现

后需要更正的，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后进行更正，

并且通知当事人。

７３审查决定的更正
对于复审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中的明显文字错误，

发现后需要更正的，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后进行更

正，并以通知书随附替换页的形式通知当事人。

７４视为撤回的更正
对于已经按照视为撤回处理的复审请求或者无效宣告请

求，一旦发现不应被视为撤回的，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

批准后进行更正，复审或者无效宣告程序继续进行，并且通知

当事人。

７５其他处理决定的更正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其他处理决定需要更正的，经主任

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后进行更正。

７６驳回请求
对于已经受理的复审或者无效宣告案件，经审查认定不符

合受理条件的，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后，作出驳回

复审请求或者驳回无效宣告请求的决定。

８关于审查决定被法院生效判决撤销后的审查程序
（１）复审请求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被人民法院的生

效判决撤销后，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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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因主要证据不足或者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审查决定被撤
销的，不得以相同的理由和证据作出与原决定相同的决定。

（３）因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审查决定被撤销的，根据人民法
院的判决，在纠正程序错误的基础上，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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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复审请求的审查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条至第六

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章。

复审程序是因申请人对驳回决定不服而启动的救济程序，

同时也是专利审批程序的延续。因此，一方面，专利复审委员

会一般仅针对驳回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和证据进行审查，不承担

对专利申请全面审查的义务；另一方面，为了提高专利授权的

质量，避免不合理地延长审批程序，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职

权对驳回决定未提及的明显实质性缺陷进行审查。

２复审请求的形式审查
专利复审委员会收到复审请求书后，应当进行形式审查。

法４１１
细则６０２

２１复审请求客体
对专利局作出的驳回决定不服的，专利申请人可以向专利

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复审请求不是针对专利局作出的驳

回决定的，不予受理。

法４１１
细则６０２

２２复审请求人资格
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

求。复审请求人不是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的，其复审请求不予

受理。

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属于共同申请人的，如果复审请求人

不是全部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复审请求人在指定

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其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法４１１
细则６０２

２３期　限
（１）在收到专利局作出的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专利

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提出复审请求的

期限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复审请求不予受理。

（２）提出复审请求的期限不符合上述规定、但在专利复审
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后复审请求人提出恢复权利请求

的，如果该恢复权利请求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和第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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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第一款有关恢复权利的规定，则允许恢复，且复审请求应

当予以受理；不符合该有关规定的，不予恢复。

（３）提出复审请求的期限不符合上述规定、但在专利复审
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前复审请求人提出恢复权利请求

的，可对上述两请求合并处理；该恢复权利请求符合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六条和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有关恢复权利的规定的，复

审请求应当予以受理；不符合该有关规定的，复审请求不予

受理。

２４文件形式
细则６０１ （１）复审请求人应当提交复审请求书，说明理由，必要时

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据。

细则６０３ （２）复审请求书应当符合规定的格式，不符合规定格式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复审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

期满未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内补正但经两次补正后仍存在同样

缺陷的，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细则９３及９４
２５费　用

（１）复审请求人在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了复
审请求，但在此期限内未缴纳或者未缴足复审费的，其复审请

求视为未提出。

（２）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视为未提出决定后复审请求人
提出恢复权利请求的，如果恢复权利请求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六条和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有关恢复权利的规定，则允许恢

复，且复审请求应当予以受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不予恢复。

（３）在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后才缴足复审费、且在
作出视为未提出决定前提出恢复权利请求的，可对上述两请求

合并处理；该恢复权利请求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和第九

十九条第一款有关恢复权利的规定的，复审请求应当予以受

理；不符合该有关规定的，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细则１５３
２６委托手续

（１）复审请求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请求复审或者解除、辞
去委托的，应当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６１节的规定在
专利局办理手续。但是，复审请求人在复审程序中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且委托书中写明其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复审程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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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其委托手续或者解除、辞去委托的手续应当参照上述

规定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办理，无需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复审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办理委托手续，但提交的委

托书中未写明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复审程序有关事务的，应当

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委托。

（２）复审请求人与多个专利代理机构同时存在委托关系
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指定其中一个专利代理机构作为收件人；

未指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将在复审程序中最先委托的专利代

理机构视为收件人；最先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有多个的，专利

复审委员会将署名在先的视为收件人；署名无先后 （同日分别

委托）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复审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

指定；未在指定期限内指定的，视为未委托。

细则６０２ （３）对于根据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应当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的复审请求人，未按规定委托的，其复审请求不予

受理。

２７形式审查通知书
（１）复审请求经形式审查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

查指南有关规定需要补正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发出补正通

知书，要求复审请求人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正。

（２）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或者不予受理的，专利复审委员
会应当发出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或者复审请求不予受理

通知书，通知复审请求人。

（３）复审请求经形式审查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
指南有关规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发出复审请求受理通知

书，通知复审请求人。

３前置审查

３１前置审查的程序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

应当将经形式审查合格的复审请求书 （包括附具的证明文件和

修改后的申请文件）连同案卷一并转交作出驳回决定的原审查

部门进行前置审查。

原审查部门应当提出前置审查意见，作出前置审查意见

书。除特殊情况外，前置审查应当在收到案卷后一个月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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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前置审查意见的类型
前置审查意见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１）复审请求成立，同意撤销驳回决定。
（２）复审请求人提交的申请文件修改文本克服了申请中存

在的缺陷，同意在修改文本的基础上撤销驳回决定。

（３）复审请求人陈述的意见和提交的申请文件修改文本不
足以使驳回决定被撤销，因而坚持驳回决定。

３３前置审查意见
（１）原审查部门应当说明其前置审查意见属于上述何种类

型。坚持驳回决定的，应当对所坚持的各驳回理由及其涉及的

各缺陷详细说明意见；所述意见和驳回决定相同的，可以简要

说明，不必重复。

（２）复审请求人提交修改文本的，原审查部门应当按照本
章第４２节的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原审查部门认为修改符
合本章第４２节规定的，应当以修改文本为基础进行前置审查。
原审查部门认为修改不符合本章第 ４２节规定的，应当坚持驳
回决定，并且在详细说明修改不符合规定的意见的同时，说明

驳回决定所针对的申请文件中未克服的各驳回理由所涉及的

缺陷。

（３）复审请求人提交新证据或者陈述新理由的，原审查部
门应当对该证据或者理由进行审查。

（４）原审查部门在前置审查意见中不得补充驳回理由和证
据，但下列情形除外：

（ｉ）对驳回决定和前置审查意见中主张的公知常识补充相
应的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

识性证据；

（ｉｉ）认为审查文本中存在驳回决定未指出，但足以用已告
知过申请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予以驳回的缺陷的，应当在前

置审查意见中指出该缺陷；

（ｉｉｉ）认为驳回决定指出的缺陷仍然存在的，如果发现审
查文本中还存在其他明显实质性缺陷或者与驳回决定所指出缺

陷性质相同的缺陷，可以一并指出。

例如，原审查部门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曾指出原权利要求

１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但最终以修改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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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为由作出驳回决定。在复审请求人

将申请文件修改为原申请文件的情况下，如果原审查部门认为

上述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缺陷依然存在，则

属于第 （ｉｉ）种情形，此时原审查部门应当在前置审查意见中
指出该缺陷。

（５）前置审查意见属于本章第 ３２节规定的第 （１）种或
者第 （２）种类型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再进行合议审查，应
当根据前置审查意见作出复审决定，通知复审请求人，并且由

原审查部门继续进行审批程序。原审查部门不得未经专利复审

委员会作出复审决定而直接进行审批程序。

４复审请求的合议审查

４１理由和证据的审查
在复审程序中，合议组一般仅针对驳回决定所依据的理由

和证据进行审查。

除驳回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和证据外，合议组发现审查文本

中存在下列缺陷的，可以对与之相关的理由及其证据进行审

查，并且经审查认定后，应当依据该理由及其证据作出维持驳

回决定的审查决定：

（１）足以用在驳回决定作出前已告知过申请人的其他理由
及其证据予以驳回的缺陷。

（２）驳回决定未指出的明显实质性缺陷或者与驳回决定所
指出缺陷性质相同的缺陷。

例如，驳回决定指出权利要求 １不具备创造性，经审查认
定该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明显是永动机时，合议组应当以该权

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为由作出维持驳

回决定的复审决定。

又如，驳回决定指出权利要求１因存在含义不确定的用语，
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合议组发现权利要求２同样因存在此类
用语而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时，应当在复审程序中一并告知复

审请求人；复审请求人的答复未使权利要求２的缺陷被克服的，
合议组应当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为由作出

维持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

在合议审查中，合议组可以引入所属技术领域的公知常

识，或者补充相应的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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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４２修改文本的审查
在提出复审请求、答复复审通知书 （包括复审请求口头审

理通知书）或者参加口头审理时，复审请求人可以对申请文件

进行修改。但是，所作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复审请求

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应当仅限于消除驳回决定或者合议组指出

的缺陷。下列情形通常不符合上述规定：

（１）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相对于驳回决定针对的权利要求扩
大了保护范围。

（２）将与驳回决定针对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缺乏
单一性的技术方案作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３）改变权利要求的类型或者增加权利要求。
（４）针对驳回决定指出的缺陷未涉及的权利要求或者说明

书进行修改。但修改明显文字错误，或者修改与驳回决定所指

出缺陷性质相同的缺陷的情形除外。

在复审程序中，复审请求人提交的申请文件不符合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合议组一般不予接受，并

应当在复审通知书中说明该修改文本不能被接受的理由，同时

对之前可接受的文本进行审查。如果修改文本中的部分内容符

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合议组可以对该

部分内容提出审查意见，并告知复审请求人应当对该文本中不

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部分进行修改，

并提交符合规定的文本，否则合议组将以之前可接受的文本为

基础进行审查。

４３审查方式
针对一项复审请求，合议组可以采取书面审理、口头审理

或者书面审理与口头审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合议组应当发出复审通知书 （包括复审请求口头审

理通知书）或者进行口头审理：

（１）复审决定将维持驳回决定。
（２）需要复审请求人依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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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修改申请文件，才有可能撤销驳回决定。

（３）需要复审请求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者对有关问题予以
说明。

（４）需要引入驳回决定未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
细则６３１ 针对合议组发出的复审通知书，复审请求人应当在收到该

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书面答复；

期满未进行书面答复的，其复审请求视为撤回。复审请求人提

交无具体答复内容的意见陈述书的，视为对复审通知书中的审

查意见无反对意见。

针对合议组发出的复审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复审请求人

应当参加口头审理或者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针对通

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书面答复；如果该通知书已指出申请不符

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事实、理由和证

据，复审请求人未参加口头审理且期满未进行书面答复的，其

复审请求视为撤回。

５复审请求审查决定的类型
复审请求审查决定 （简称复审决定）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１）复审请求不成立，维持驳回决定。
（２）复审请求成立，撤销驳回决定。
（３）专利申请文件经复审请求人修改，克服了驳回决定所

指出的缺陷，在修改文本的基础上撤销驳回决定。

上述第 （２）种类型包括下列情形：
（ｉ）驳回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的；
（ｉｉ）驳回理由缺少必要的证据支持的；
（ｉｉｉ）审查违反法定程序的，例如，驳回决定以申请人放

弃的申请文本或者不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为依据；在审查程序

中没有给予申请人针对驳回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陈

述意见的机会；驳回决定没有评价申请人提交的与驳回理由有

关的证据，以至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

（ｉｖ）驳回理由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６复审决定的送达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应

当将复审决定送达复审请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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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复审决定对原审查部门的约束力
复审决定撤销原审查部门作出的决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

应当将有关的案卷返回原审查部门，由原审查部门继续审批

程序。

原审查部门应当执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得以同样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作出与该复审决定意见相反的决定。

细则８８ ８复审程序的中止
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７节的规定。

９复审程序的终止
细则６３１
细则６４

复审请求因期满未答复而被视为撤回的，复审程序终止。

在作出复审决定前，复审请求人撤回其复审请求的，复审

程序终止。

已受理的复审请求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而被驳回请求的，复

审程序终止。

复审决定作出后复审请求人不服该决定的，可以根据专利

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起诉；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起诉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判

决维持该复审决定的，复审程序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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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

十九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至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制定

本章。

无效宣告程序是专利公告授权后依当事人请求而启动的、

通常为双方当事人参加的程序。

２审查原则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除总则规定的原则外，专利复审委员

会还应当遵循一事不再理原则、当事人处置原则和保密原则。

２１一事不再理原则
细则６６２ 对已作出审查决定的无效宣告案件涉及的专利权，以同样

的理由和证据再次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不予受理和审理。

如果再次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 （简称无效宣告理

由）或者证据因时限等原因未被在先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所考虑，则该请求不属于上述不予受理和审理的情形。

２２当事人处置原则
请求人可以放弃全部或者部分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

及证据。对于请求人放弃的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

据，专利复审委员会通常不再审查。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有权自行与对方和解。对于请

求人和专利权人均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表示有和解愿望的，专利

复审委员会可以给予双方当事人一定的期限进行和解，并暂缓

作出审查决定，直至任何一方当事人要求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

审查决定，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已届满。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权人针对请求人提出的无效宣告

请求主动缩小专利权保护范围且相应的修改文本已被专利复审

委员会接受的，视为专利权人承认大于该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

自始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并且承认请求人

对该权利要求的无效宣告请求，从而免去请求人对宣告该权利

要求无效这一主张的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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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权人声明放弃部分权利要求或者

多项外观设计中的部分项的，视为专利权人承认该项权利要求

或者外观设计自始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并

且承认请求人对该项权利要求或者外观设计的无效宣告请求，

从而免去请求人对宣告该项权利要求或者外观设计无效这一主

张的举证责任。

２３保密原则
在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合议组的成员不得私自将自己、其

他合议组成员、负责审批的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对该案件

的观点明示或者暗示给任何一方当事人。

为了保证公正执法和保密，合议组成员原则上不得与一方

当事人会晤。

３无效宣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专利复审委员会收到无效宣告请求书后，应当进行形式

审查。

法４５ ３１无效宣告请求客体
无效宣告请求的客体应当是已经公告授权的专利，包括已

经终止或者放弃 （自申请日起放弃的除外）的专利。无效宣告

请求不是针对已经公告授权的专利的，不予受理。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专利权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审查

决定后，当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

院起诉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针对已被该

决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不予受理。

３２无效宣告请求人资格
请求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无效宣告请求不予受理：

（１）请求人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
细则６６３ （２）以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

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但

请求人不能证明是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

其中，利害关系人是指有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侵犯在先

权利的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请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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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利权人针对其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且请求宣告
专利权全部无效、所提交的证据不是公开出版物或者请求人不

是共有专利权的所有专利权人的。

（４）多个请求人共同提出一件无效宣告请求的，但属于所
有专利权人针对其共有的专利权提出的除外。

３３无效宣告请求范围以及理由和证据
（１）无效宣告请求书中应当明确无效宣告请求范围，未明

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

满未补正的，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

细则６５２及６６１ （２）无效宣告理由仅限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的理由，并且应当以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有关的条、

款、项作为独立的理由提出。无效宣告理由不属于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理由的，不予受理。

细则６６２ （３）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就一项专利权已作出无效宣告请求
审查决定后，又以同样的理由和证据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不

予受理，但所述理由或者证据因时限等原因未被所述决定考虑

的情形除外。

细则６６３ （４）以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
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但

是未提交证明权利冲突的证据的，不予受理。

细则６５１及６６１ （５）请求人应当具体说明无效宣告理由，提交有证据的，
应当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具体说明。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

利需要进行技术方案对比的，应当具体描述涉案专利和对比文

件中相关的技术方案，并进行比较分析；对于外观设计专利需

要进行对比的，应当具体描述涉案专利和对比文件中相关的图

片或者照片表示的产品外观设计，并进行比较分析。例如，请

求人针对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无效宣告理由提交多篇对

比文件的，应当指明与请求宣告无效的专利最接近的对比文件

以及单独对比还是结合对比的对比方式，具体描述涉案专利和

对比文件的技术方案，并进行比较分析。如果是结合对比，存

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结合方式的，应当指明具体结合方式。对

于不同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分别指明最接近的对比文件。

请求人未具体说明无效宣告理由的，或者提交有证据但未

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具体说明无效宣告理由的，或者未指明每

项理由所依据的证据的，其无效宣告请求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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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６５１及
６６４

３４文件形式
无效宣告请求书及其附件应当一式两份，并符合规定的格

式，不符合规定格式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请求人在指

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内补正但经两次补

正后仍存在同样缺陷的，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

细则９３、９４及
９９３

３５费　用
请求人自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未缴纳或者未

缴足无效宣告请求费的，其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

细则１５３ ３６委托手续
（１）请求人或者专利权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委托专利代理

机构的，应当提交无效宣告程序授权委托书，且专利权人应当

在委托书中写明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无效宣告程序有关事务。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即使专利权人此前已就其专利委托了在专

利权有效期内的全程代理并继续委托该全程代理的机构的，也

应当提交无效宣告程序授权委托书。

（２）在无效宣告程序中，请求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或
者专利权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且委托书中写明其委托权限仅限

于办理无效宣告程序有关事务的，其委托手续或者解除、辞去

委托的手续应当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办理，无需办理著录项目变

更手续。

请求人或者专利权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而未向专利复审委

员会提交委托书或者委托书中未写明委托权限的，专利权人未

在委托书中写明其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无效宣告程序有关事务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请求人或者专利权人在指定期限

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委托。

（３）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委托了相同的专利代理机构的，专
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变更委托；未

在指定期限内变更委托的，后委托的视为未委托，同一日委托

的，视为双方均未委托。

　细则６６１ （４）对于根据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应当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的请求人，未按规定委托的，其无效宣告请求不予

受理。

（５）同一当事人与多个专利代理机构同时存在委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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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指定其中一个专利代理机构作为收

件人；未指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将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最先委

托的专利代理机构视为收件人；最先委托的代理机构有多个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将署名在先的专利代理机构视为收件人；

署名无先后 （同日分别委托）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当

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指定；未在指定期限内指定的，视为未

委托。

（６）当事人委托公民代理的，参照有关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的规定办理。公民代理的权限仅限于在口头审理中陈述意见和

接收当庭转送的文件。

（７）对于下列事项，代理人需要具有特别授权的委托书：
（ｉ）专利权人的代理人代为承认请求人的无效宣告请求；
（ｉｉ）专利权人的代理人代为修改权利要求书；
（ｉｉｉ）代理人代为和解；
（ｉｖ）请求人的代理人代为撤回无效宣告请求。
（８）上述规定未涵盖事宜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６１节的规定办理。

３７形式审查通知书
（１）无效宣告请求经形式审查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

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需要补正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发出补

正通知书，要求请求人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正。

（２）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或者不予受理的，专利复审
委员会应当发出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或者无效宣告

请求不予受理通知书，通知请求人。

细则６８１ （３）无效宣告请求经形式审查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
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向请求人和专利权

人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并将无效宣告请求书和有关

文件副本转送专利权人，要求其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

内答复。专利权人就其专利委托了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全程代

理的，所述无效宣告请求书和有关文件副本转送该全程代理的

机构。

（４）受理的无效宣告请求需等待在先作出的专利权无效或
部分无效的审查决定生效而暂时无法审查的，专利复审委员会

应当发出通知书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在先审查决定生效或

者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撤销后，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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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审查。

（５）受理的无效宣告请求涉及专利侵权案件的，专利复审
委员会可以应人民法院、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当事人的

请求，向处理该专利侵权案件的人民法院或者地方知识产权管

理部门发出无效宣告请求案件审查状态通知书。

４无效宣告请求的合议审查

４１审查范围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复审委员会通常仅针对当事人提

出的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不承

担全面审查专利有效性的义务。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审查决定后，

当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或

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针对该专利权的其他

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以维持有效的专利权为基础。

细则６５１及
６７

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时没有具体说明的无效宣告理

由以及没有用于具体说明相关无效宣告理由的证据，且在提出

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也未补充具体说明的，专利复审

委员会不予考虑。

请求人增加无效宣告理由不符合本章第 ４２节或者补充证
据不符合本章第４３节规定的，专利权人提交或者补充证据不
符合本章第４３节规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专利复审委员会在下列情形可以依职权进行审查：

（１）请求人提出的无效宣告理由明显与其提交的证据不相
对应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告知其有关法律规定的含义，允

许其变更或者依职权变更为相对应的无效宣告理由。例如，请

求人提交的证据为同一专利权人在专利申请日前申请并在专利

申请日后公开的中国发明专利文件，而无效宣告理由为不符合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告知请求人专利

法第九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含义，允许其将无效宣

告理由变更为该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或者依

职权将无效宣告理由变更为该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

法２、５及２５ （２）专利权存在请求人未提及的明显不属于专利保护客体
的缺陷，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引入相关的无效宣告理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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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

（３）专利权存在请求人未提及的缺陷而导致无法针对请求
人提出的无效宣告理由进行审查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职

权针对专利权的上述缺陷引入相关无效宣告理由并进行审查。

例如，无效宣告理由为独立权利要求１不具备创造性，但该权
利要求因不清楚而无法确定其保护范围，从而不存在审查创造

性的基础的情形下，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引入涉及专利法第二

十六条第四款的无效宣告理由并进行审查。

（４）请求人请求宣告权利要求之间存在引用关系的某些权
利要求无效，而未以同样的理由请求宣告其他权利要求无效，

不引入该无效宣告理由将会得出不合理的审查结论的，专利复

审委员会可以依职权引入该无效宣告理由对其他权利要求进行

审查。例如，请求人以权利要求 １不具备新颖性、从属权利要
求２不具备创造性为由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如果专利复审委
员会认定权利要求１具有新颖性，而从属权利要求 ２不具备创
造性，则可以依职权对权利要求１的创造性进行审查。

（５）请求人以权利要求之间存在引用关系的某些权利要求
存在缺陷为由请求宣告其无效，而未指出其他权利要求也存在

相同性质的缺陷，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引入与该缺陷相对应的

无效宣告理由对其他权利要求进行审查。例如，请求人以权利

要求１增加了技术特征而导致其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
定为由请求宣告权利要求１无效，而未指出从属权利要求 ２也
存在同样的缺陷，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引入专利法第三十三条

的无效宣告理由对从属权利要求２进行审查。
（６）请求人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或者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为由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且对修

改超出原申请文件记载范围的事实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但未提交原申请文件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引入该专利的原

申请文件作为证据。

（７）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职权认定技术手段是否为公知
常识，并可以引入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

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细则６７ ４２无效宣告理由的增加
（１）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增加无效

宣告理由的，应当在该期限内对所增加的无效宣告理由具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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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否则，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２）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后增加无效
宣告理由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不予考虑，但下列情形

除外：

（ｉ）针对专利权人以合并方式修改的权利要求，在专利复
审委员会指定期限内增加无效宣告理由，并在该期限内对所增

加的无效宣告理由具体说明的；

（ｉｉ）对明显与提交的证据不相对应的无效宣告理由进行变
更的。

４３举证期限

４３１请求人举证
（１）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补充证据

的，应当在该期限内结合该证据具体说明相关的无效宣告理

由，否则，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２）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后补充证据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不予考虑，但下列情形除外：

（ｉ）针对专利权人以合并方式修改的权利要求或者提交的
反证，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补充证据，并在

该期限内结合该证据具体说明相关无效宣告理由的；

（ｉｉ）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提交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和教
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或者用于完善证据法

定形式的公证文书、原件等证据，并在该期限内结合该证据具

体说明相关无效宣告理由的。

（３）请求人提交的证据是外文的，提交其中文译文的期限
适用该证据的举证期限。

４３２专利权人举证
专利权人应当在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答复期限内提交证

据，但对于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

公知常识性证据或者用于完善证据法定形式的公证文书、原件

等证据，可以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补充。

专利权人提交或者补充证据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对提交

或者补充的证据具体说明。

专利权人提交的证据是外文的，提交其中文译文的期限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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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证据的举证期限。

专利权人提交或者补充证据不符合上述期限规定或者未在

上述期限内对所提交或者补充的证据具体说明的，专利复审委

员会不予考虑。

４３３延期举证
对于有证据表明因无法克服的困难在本章第 ４３１节和第

４３２节所述期限内不能提交的证据，当事人可以在所述期限
内书面请求延期提交。不允许延期提交明显不公平的，专利复

审委员会应当允许延期提交。

４４审查方式

４４１文件的转送
细则６８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案件审查需要将有关文件转送有关当

事人。需要指定答复期限的，指定答复期限为一个月。当事人

期满未答复的，视为当事人已得知转送文件中所涉及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并且未提出反对意见。

当事人提交的意见陈述书及其附件应当一式两份。

细则７０ ４４２口头审理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案情需要可以决定

对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口头审理。口头审理的具体规定参见本部

分第四章。

４４３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复审委员会

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

（１）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或者提交的证据不清楚或者有疑
问的。

（２）专利权人对其权利要求书主动提出修改，但修改不符
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

（３）需要依职权引入当事人未提及的理由或者证据的。
（４）需要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的其他情形。
审查通知书的内容所针对的有关当事人应当在收到该通知

书之日起一个月内答复。期满未答复的，视为当事人已得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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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中所涉及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并且未提出反对意见。

细则６８及７０ ４４４审查方式的选择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针对不同的情形，采用下列方式进行

审查。

（１）专利复审委员会已将无效宣告请求文件转送专利权
人，并且指定答复期限届满后，无论专利权人是否答复，专利

权人未要求进行口头审理，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请求人提交的

证据充分，其请求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的理由成立的，可以直

接作出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的审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请求

人请求宣告无效的范围是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专利复审委

员会也可以针对该范围直接作出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决定。

专利权人提交答复意见的，将答复意见随直接作出的审查决定

一并送达请求人。

（２）专利复审委员会已将无效宣告请求文件转送专利权
人，并且指定答复期限届满后，无论专利权人是否答复，专利

复审委员会认为请求人请求宣告无效的范围部分成立，可能会

作出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决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发出

口头审理通知书，通过口头审理结案。专利权人提交答复意见

的，将答复意见随口头审理通知书一并送达请求人。

（３）专利复审委员会已将无效宣告请求文件转送专利权
人，在指定答复期限内专利权人已经答复，专利复审委员会认

为专利权人提交的意见陈述理由充分，将会作出维持专利权的

决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根据案情，选择发出转送文件通

知书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进行书面审查，或者发出口

头审理通知书随附转送文件通知书，通过口头审理结案。

（４）专利复审委员会已将无效宣告请求文件转送专利权
人，在指定答复期限内专利权人没有答复，专利复审委员会认

为请求人提交的证据不充分，其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理由不

成立，将会作出维持专利权的决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根

据案情，选择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进行书面审查，或

者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通过口头审理结案。

在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后，由于当事人原因未按期举行口

头审理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直接作出审查决定。

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　　　　　　　　　　　　　　　　　　　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



３８５（４－２７　　　）

４５案件的合并审理
为了提高审查效率和减少当事人负担，专利复审委员会可

以对案件合并审理。合并审理的情形通常包括：

（１）针对一项专利权的多个无效宣告案件，尽可能合并口
头审理。

（２）针对不同专利权的无效宣告案件，部分或者全部当事
人相同且案件事实相互关联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

人书面请求或者自行决定合并口头审理。

合并审理的各无效宣告案件的证据不得相互组合使用。

细则６９ ４６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文件的修改

４６１修改原则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文件的修改仅限于权利要求书，其

原则是：

（１）不得改变原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
（２）与授权的权利要求相比，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
（３）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４）一般不得增加未包含在授权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

特征。

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其专利文件。

４６２修改方式
在满足上述修改原则的前提下，修改权利要求书的具体方

式一般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合并和技术方案的删除。

权利要求的删除是指从权利要求书中去掉某项或者某些项

权利要求，例如独立权利要求或者从属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的合并是指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相互无从属关系但

在授权公告文本中从属于同一独立权利要求的权利要求的合

并。在此情况下，所合并的从属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组合在一

起形成新的权利要求。该新的权利要求应当包含被合并的从属

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在独立权利要求未作修改的情况

下，不允许对其从属权利要求进行合并式修改。

技术方案的删除是指从同一权利要求中并列的两种以上技

术方案中删除一种或者一种以上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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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３修改方式的限制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审查决定之前，专利权人可以删除

权利要求或者权利要求中包括的技术方案。

仅在下列三种情形的答复期限内，专利权人可以以合并的

方式修改权利要求书：

（１）针对无效宣告请求书。
（２）针对请求人增加的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补充的证据。
（３）针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引入的请求人未提及的无效宣告

理由或者证据。

细则８８ ４７无效宣告程序的中止
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７节的规定。

５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类型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１）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２）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
（３）维持专利权有效。
宣告专利权无效包括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和部分无效两种

情形。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

自始即不存在。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如果请求人针对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专利的部分权利要求的无效宣告理由成立，针对其余权利要

求 （包括以合并方式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的无效宣告理由不成

立，则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应当宣告上述无效宣告理由成立

的部分权利要求无效，并且维持其余的权利要求有效。对于包

含有若干个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如果请

求人针对其中一部分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的无效宣告理由成

立，针对其余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的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则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应当宣告无效宣告理由成立的该部分产

品外观设计专利无效，并且维持其余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有

效。例如，对于包含有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的一

件外观设计专利，如果请求人针对其中部分项外观设计的无效

宣告理由成立，针对其余外观设计的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则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应当宣告无效宣告理由成立的该部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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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无效，并且维持其余外观设计有效。上述审查决定均

属于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的审查决定。

一项专利被宣告部分无效后，被宣告无效的部分应视为自

始即不存在。但是被维持的部分 （包括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也

同时应视为自始即存在。

６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送达、登记和公告

６１决定的送达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应

当将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送达双方当事人。

对于涉及侵权案件的无效宣告请求，在无效宣告请求审理

开始之前曾通知有关人民法院或者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后，应当将审查决定和无效宣告审查

结案通知书送达有关人民法院或者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６２决定的登记和公告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作

出宣告专利权无效 （包括全部无效和部分无效）的审查决定

后，当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由专利局予以登

记和公告。

７无效宣告程序的终止
细则７２ 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审查决定之

前，撤回其无效宣告请求的，无效宣告程序终止，但专利复审

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

者部分无效的决定的除外。

细则７０３及
７２２

请求人未在指定的期限内答复口头审理通知书，并且不参

加口头审理，其无效宣告请求被视为撤回的，无效宣告程序终

止，但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

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决定的除外。

已受理的无效宣告请求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而被驳回请求

的，无效宣告程序终止。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审查决定之后，当

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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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无效宣告程序终止。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的审查决定

后，当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针对该专利权

的所有其他无效宣告程序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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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
　　　　有关口头审理的规定

１引　言
口头审理是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七十条的

规定而设置的行政听证程序，其目的在于查清事实，给当事人

当庭陈述意见的机会。

细则７０１ ２口头审理的确定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当事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

出进行口头审理的请求，并且说明理由。请求应当以书面方式

提出。

无效宣告程序的当事人可以依据下列理由请求进行口头

审理：

（１）当事人一方要求同对方当面质证和辩论。
（２）需要当面向合议组说明事实。
（３）需要实物演示。
（４）需要请出具过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
对于尚未进行口头审理的无效宣告案件，专利复审委员会

在审查决定作出前收到当事人依据上述理由以书面方式提出口

头审理请求的，合议组应当同意进行口头审理。

在复审程序中，复审请求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进

行口头审理的请求，并且说明理由。请求应当以书面方式

提出。

复审请求人可以依据下列理由请求进行口头审理：

（１）需要当面向合议组说明事实或者陈述理由。
（２）需要实物演示。
复审请求人提出口头审理请求的，合议组根据案件的具体

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口头审理。

在无效宣告程序或者复审程序中，合议组可以根据案情需

要自行决定进行口头审理。针对同一案件已经进行过口头审理

的，必要时可以再次进行口头审理。

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进

行巡回口头审理，就地审理办案，并承担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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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口头审理的通知
细则７０２、７０３
及７２２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确定需要进行口头审理的，合议组应

当向当事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通知进行口头审理的日期和

地点等事项。口头审理的日期和地点一经确定一般不再改动，

遇特殊情况需要改动的，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或者经主任委员

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当事人应当在收到口头审理通知之日起

七日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无效宣告

请求人期满未提交回执，并且不参加口头审理的，其无效宣告

请求视为撤回，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终止。但专利复审委员

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

分无效的决定的除外。专利权人不参加口头审理的，可以缺席

审理。

细则６３１ 在复审程序中，确定需要进行口头审理的，合议组应当向

复审请求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通知进行口头审理的日期、

地点以及口头审理拟调查的事项。合议组认为专利申请不符合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可以随口头审理通知书将专

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理由

和证据告知复审请求人。

合议组应当在口头审理通知书中告知复审请求人，可以选

择参加口头审理进行口头答辩，或者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书面

意见陈述。复审请求人应当在收到口头审理通知书之日起七日

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并在回执中明

确表示是否参加口头审理；逾期未提交回执的，视为不参加口

头审理。

口头审理通知书中已经告知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

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的，如

果复审请求人既未出席口头审理，也未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书

面意见陈述，其复审请求视为撤回。

无效宣告程序或者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应当

有当事人的签名或者盖章。表示参加口头审理的，应当写明参

加口头审理人员的姓名。要求委派出具过证言的证人就其证言

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声明，并且写明该

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 （或者职业）和要证明的事实。

参加口头审理的每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数量不得超过四

人。回执中写明的参加口头审理人员不足四人的，可以在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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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开始前指定其他人参加口头审理。一方有多人参加口头审

理的，应当指定其中之一作为第一发言人进行主要发言。

当事人不能在指定日期参加口头审理的，可以委托其专利

代理人或者其他人代表出庭。

当事人依照专利法第十九条规定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代理

的，该机构应当指派专利代理人参加口头审理。

４口头审理前的准备
在口头审理开始前，合议组应当完成下列工作：

（１）将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提交的有关文件转送对方。
（２）阅读和研究案卷，了解案情，掌握争议的焦点和需要

调查、辩论的主要问题。

（３）举行口头审理前的合议组会议，研究确定合议组成员
在口头审理中的分工，调查的顺序和内容，应当重点查清的问

题，以及口头审理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处置方案。

（４）准备必要的文件。
（５）口头审理两天前应当公告进行该口头审理的有关信息

（口头审理不公开进行的除外）。

（６）口头审理其他事务性工作的准备。

５口头审理的进行
口头审理按照通知书指定的日期进行。

口头审理应当公开进行，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需

要保密的除外。

５１口头审理第一阶段
在口头审理开始前，合议组应当核对参加口头审理人员的

身份证件，并确认其是否有参加口头审理的资格。

口头审理由合议组组长主持。合议组组长宣布口头审理开

始后，介绍合议组成员；由当事人介绍出席口头审理的人员，

有双方当事人出庭的，还应当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出席人

员资格有无异议；合议组组长宣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询问

当事人是否请求审案人员回避，是否请证人作证和请求演示

物证。

在有双方当事人参加的口头审理中，还应当询问当事人是

否有和解的愿望。双方当事人均有和解愿望并欲当庭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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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口头审理；双方和解条件差别较小的，可以中止口头审

理；双方和解条件差别较大，难以短时间内达成和解协议的，

或者任何一方当事人没有和解愿望的，口头审理继续进行。

５２口头审理第二阶段
在进行口头审理调查之前，必要时，由合议组成员简要介

绍案情。然后，开始进行口头审理调查。

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先由无效宣告请求人陈述

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及其理由，并简要陈述有关事实和证据，

再由专利权人进行答辩。其后，由合议组就案件的无效宣告请

求的范围、理由和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核对，确定口头

审理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当庭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的，合议

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判断所述理由或者证据是否予以考虑。决

定予以考虑的，合议组应当给予首次得知所述理由或者收到所

述证据的对方当事人选择当庭口头答辩或者以后进行书面答辩

的权利。接着，由无效宣告请求人就无效宣告理由以及所依据

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举证，然后由专利权人进行质证，需要时专

利权人可以提出反证，由对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案件存在多个

无效宣告理由、待证事实或者证据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按照无

效宣告理由和待证事实逐个举证和质证。

在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在合议组告知复审请求人口头

审理调查的事项后，由复审请求人进行陈述。复审请求人当庭

提交修改文本的，合议组应当审查该修改文本是否符合专利法

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

在口头审理调查过程中，为了全面、客观地查清案件事

实，合议组成员可以就有关事实和证据向当事人或者证人提

问，也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证人作出解释。提问应当公正、客

观、具体、明确。

５３口头审理第三阶段
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调查后，进行口头审理辩论。

在双方当事人对案件证据和事实无争议的情况下，可以在双方

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予以确认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口头审理辩

论。由当事人就证据所表明的事实、争议的问题和适用的法

律、法规各自陈述其意见，并进行辩论。在口头审理辩论时，

合议组成员可以提问，但不得发表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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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一方当事人辩论。在口头审理辩论过程中，当事人又提

出事先已提交过、但未经调查的事实或者证据的，合议组组长

可以宣布中止辩论，恢复口头审理调查。调查结束后，继续进

行口头审理辩论。

在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表达完毕后，合议组组长宣布辩

论终结，由双方当事人作最后意见陈述。在进行最后意见陈述

时，无效宣告请求人可以坚持原无效宣告请求，也可以请求撤

回无效宣告请求，还可以放弃无效宣告请求的部分理由及相应

证据，或者缩小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专利权人可以坚持要求

驳回无效宣告请求人的无效宣告请求，也可以声明缩小专利保

护范围或者放弃部分权利要求。此后，再次以前述方式处理和

解事宜。

在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调查后，合议组可以就有关问题发

表倾向性意见，必要时将其认为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

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告知复审

请求人，并听取复审请求人的意见。

５４口头审理第四阶段
在口头审理过程中，合议组可以根据案情需要休庭合议。

合议组组长宣布暂时休庭，合议组进行合议。然后，重新

开始口头审理，合议组组长宣布口头审理结论。口头审理结论

可以是审查决定的结论，也可以是其他结论，例如，案件事实

已经查清，可以作出审查决定等结论。至此，口头审理结束。

６口头审理的中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议组组长可以宣布中止口头审理，

并在必要时确定继续进行口头审理的日期：

（１）当事人请求审案人员回避的。
（２）因和解需要协商的。
（３）需要对发明创造进一步演示的。
（４）合议组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形。

７口头审理的终止
对于事实已经调查清楚、可以作出审查决定并且不属于需

要经过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核批准的案件，合议组可以

当场宣布审查决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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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口头审理拟当场宣布审查决定结论的案件，需要经

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核批准的，应当在批准后宣布审查

决定的结论。

合议组不当场宣布审查决定结论的，由合议组组长作简要

说明。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均由合议组组长宣布口头审理终止。

此后，在一定期限内，将决定的全文以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

８当事人的缺席
有当事人未出席口头审理的，只要一方当事人的出庭符合

规定，合议组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口头审理。

９当事人中途退庭
在无效宣告程序或者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过程中，未经合

议组许可，当事人不得中途退庭。当事人未经合议组许可而中

途退庭的，或者因妨碍口头审理进行而被合议组责令退庭的，

合议组可以缺席审理。但是，应当就该当事人已经陈述的内容

及其中途退庭或者被责令退庭的事实进行记录，并由当事人或

者合议组签字确认。

１０证人出庭作证
出具过证言并在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写明的证人可以就

其证言出庭作证。当事人在口头审理中提出证人出庭作证请求

的，合议组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

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合议组应

当告知其诚实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出庭作证

的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

场，但需要证人对质的除外。

合议组可以对证人进行提问。在双方当事人参加的口头审

理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交叉提问。证人应当对合议

组提出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与案件无关的

问题可以不回答。

１１记　录
在口头审理中，由书记员或者合议组组长指定的合议组成

员进行记录。担任记录的人员应当将重要的审理事项记入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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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笔录。除笔录外，合议组还可以使用录音、录像设备进行

记录。

在重要的审理事项记录完毕后或者在口头审理终止时，合

议组应当将笔录交当事人阅读。对笔录的差错，当事人有权请

求记录人更正。笔录核实无误后，应当由当事人签字并存入案

卷。当事人拒绝签字的，由合议组组长在口头审理笔录中

注明。

上述重要的审理事项包括：

（１）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当事人声明放弃的权
利要求、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或者证据。

（２）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定的
重要事实。

（３）在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合议组当庭告知复审请求
人其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

的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以及复审请求人陈述的主要内容。

（４）其他需要记录的重要事项。

１２旁　听
在口头审理中允许旁听，旁听者无发言权；未经批准，不

得拍照、录音和录像，也不得向参加口头审理的当事人传递有

关信息。

必要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要求旁听者办理旁听手续。

１３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合议组组长应当在口头审理开始阶段告知当事人在口头审

理中的权利和义务。

（１）当事人的权利
当事人有权请求审案人员回避；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当事人

有权与对方当事人和解；有权在口头审理中请出具过证言的证

人就其证言出庭作证和请求演示物证；有权进行辩论。无效宣

告请求人有权请求撤回无效宣告请求，放弃无效宣告请求的部

分理由及相应证据，以及缩小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专利权人

有权放弃部分权利要求及其提交的有关证据。复审请求人有权

撤回复审请求；有权提交修改文件。

（２）当事人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守口头审理规则，维护口头审理的秩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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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时应当征得合议组组长同意，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打断另一

方当事人的发言；辩论中应当摆事实、讲道理；发言和辩论仅

限于合议组指定的与审理案件有关的范围；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主张有举证责任，反驳对方主张的，应当说明理由；口头审

理期间，未经合议组许可不得中途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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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

１引　言
本章主要涉及外观设计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中有关专利

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九条的审查。关于外观设计专利无效宣告请

求涉及的其他条款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的相关

规定。

２现有设计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现有设计是指申请

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

设计。

现有设计包括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

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设计。关于现有设计

的时间界限、公开方式等参照第二部分第三章第２１节的规定。
现有设计中一般消费者所熟知的、只要提到产品名称就能

想到的相应设计，称为惯常设计。例如，提到包装盒就能想到

其有长方体、正方体形状的设计。

法２４ ３判断客体
在对外观设计专利进行审查时，将进行比较的对象称为判

断客体。其中被请求宣告无效的外观设计专利简称涉案专利，

与涉案专利进行比较的判断客体简称对比设计。

在确定判断客体时，对于涉案专利，除应当根据外观设计

专利的图片或者照片进行确定外，还应当根据简要说明中是否

写明请求保护色彩、 “平面产品单元图案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

续等无限定边界的情况” （简称为不限定边界）等内容加以

确定。

涉案专利有下列六种类型：

（１）单纯形状的外观设计
单纯形状的外观设计是指无图案且未请求保护色彩的产品

的形状设计。

（２）单纯图案的外观设计
单纯图案的外观设计是指未请求保护色彩并且不限定边界

的平面产品的图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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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形状和图案结合的外观设计
形状和图案结合的外观设计是指未请求保护色彩的产品的

形状和图案设计。

（４）形状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
形状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是指请求保护色彩的无图案产

品的形状和色彩设计。

（５）图案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
图案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是指请求保护色彩的并且不限

定边界的平面产品的图案和色彩设计。

（６）形状、图案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
形状、图案和色彩结合的外观设计是指请求保护色彩的产

品的形状、图案和色彩设计。

４判断主体
在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款规定时，应当基于涉案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

认知能力进行评价。

不同种类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作为某种类外观

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应当具备下列特点：

（１）对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
外观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例如，对于汽

车，其一般消费者应当对市场上销售的汽车以及诸如大众媒体

中常见的汽车广告中所披露的信息等有所了解。

常用设计手法包括设计的转用、拼合、替换等类型。

（２）对外观设计产品之间在形状、图案以及色彩上的区别
具有一定的分辨力，但不会注意到产品的形状、图案以及色彩

的微小变化。

５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

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

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

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不属于现有设计，是指在现有设计中，既没有与涉案专利

相同的外观设计，也没有与涉案专利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在

涉案专利申请日以前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专利局提出并且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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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日以后 （含申请日）公告的同样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称为

抵触申请。其中，同样的外观设计是指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

相同。

判断对比设计是否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时，应当以对

比设计所公告的专利文件全部内容为判断依据。与涉案专利要

求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进行比较时，判断对比设计中是否包

含有与涉案专利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例如，涉案专

利请求保护色彩，对比设计所公告的为带有色彩的外观设计，

即使对比设计未请求保护色彩，也可以将对比设计中包含有该

色彩要素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进行比较；又如，对比设计所

公告的专利文件含有使用状态参考图，即使该使用状态参考图

中包含有不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也可以将其与涉案专利进行

比较，判断是否为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

５１判断基准

５１１外观设计相同
外观设计相同，是指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是相同种类产品

的外观设计，并且涉案专利的全部外观设计要素与对比设计的

相应设计要素相同，其中外观设计要素是指形状、图案以及

色彩。

如果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仅属于常用材料的替换，或者仅

存在产品功能、内部结构、技术性能或者尺寸的不同，而未导

致产品外观设计的变化，二者仍属于相同的外观设计。

在确定产品的种类时，可以参考产品的名称、国际外观设

计分类以及产品销售时的货架分类位置，但是应当以产品的用

途是否相同为准。相同种类产品是指用途完全相同的产品。例

如机械表和电子表尽管内部结构不同，但是它们的用途是相同

的，所以属于相同种类的产品。

５１２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的判断仅限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的产品

外观设计。对于产品种类不相同也不相近的外观设计，不进行

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是否实质相同的比较和判断，即可认定涉

案专利与对比设计不构成实质相同，例如，毛巾和地毯的外观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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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种类的产品是指用途相近的产品。例如，玩具和小摆

设的用途是相近的，两者属于相近种类的产品。应当注意的

是，当产品具有多种用途时，如果其中部分用途相同，而其他

用途不同，则二者应属于相近种类的产品。如带 ＭＰ３的手表与
手表都具有计时的用途，二者属于相近种类的产品。

如果一般消费者经过对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整体观察可

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仅属于下列情形，则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实质相同：

（１）其区别在于施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到的局部的细微
差异，例如，百叶窗的外观设计仅有具体叶片数不同；

（２）其区别在于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但
有证据表明在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

产生引人瞩目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

（３）其区别在于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惯
常设计的相应设计要素，例如，将带有图案和色彩的饼干桶的

形状由正方体置换为长方体；

（４）其区别在于将对比设计作为设计单元按照该种类产品
的常规排列方式作重复排列或者将其排列的数量作增减变化，

例如，将影院座椅成排重复排列或者将其成排座椅的数量作

增减；

（５）其区别在于互为镜像对称。

５２判断方式
对外观设计进行比较判断时应当从本章第４节所定义的一

般消费者的角度进行判断。

５２１单独对比
一般应当用一项对比设计与涉案专利进行单独对比，而不

能将两项或者两项以上对比设计结合起来与涉案专利进行

对比。

涉案专利包含有若干项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外观设

计的，例如，成套产品外观设计或者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

外观设计，可以用不同的对比设计与其所对应的各项外观设计

分别进行单独对比。

涉案专利是由组装在一起使用的至少两个构件构成的产品

的外观设计的，可以将与其构件数量相对应的明显具有组装关

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



４０１（４－４３　　　）

系的构件结合起来作为一项对比设计与涉案专利进行对比。

５２２直接观察
在对比时应当通过视觉进行直接观察，不能借助放大镜、

显微镜、化学分析等其他工具或者手段进行比较，不能由视觉

直接分辨的部分或者要素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例如，有些纺

织品用视觉观看其形状、图案和色彩是相同的，但在放大镜下

观察，其纹路有很大的不同。

５２３仅以产品的外观作为判断的对象
在对比时应当仅以产品的外观作为判断的对象，考虑产品

的形状、图案、色彩这三个要素产生的视觉效果。

在涉案专利仅以部分要素限定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其余

要素在与对比设计比较时不予考虑。

在涉案专利为产品零部件的情况下，仅将对比设计中与涉

案专利相对应的零部件部分作为判断对象，其余部分不予

考虑。

对于外表使用透明材料的产品而言，通过人的视觉能观察

到的其透明部分以内的形状、图案和色彩，应当视为该产品的

外观设计的一部分。

５２４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对比时应当采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方式。所谓整体观

察、综合判断是指由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整体来判断，而不

从外观设计的部分或者局部出发得出判断结论。

５２４１确定对比设计公开的信息
对比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未反映产品各面视图的，应当依

据一般消费者的认知能力来确定对比设计所公开的信息。

依据一般消费者的认知能力，根据对比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已经公开的内容即可推定出产品其他部分或者其他变化状态的

外观设计的，则该其他部分或者其他变化状态的外观设计也视

为已经公开。例如在轴对称、面对称或者中心对称的情况下，

如果图片或者照片仅公开了产品外观设计的一个对称面，则其

余对称面也视为已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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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５９２ ５２４２确定涉案专利
在确定涉案专利时，应当以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文本中的图

片或者照片表示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

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５２４３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对比
在进行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对比时，应当采用整体观

察、综合判断的方式。

如果对比设计图片或者照片未公开的部位属于该种类产品

使用状态下不会被一般消费者关注的部位，并且涉案专利在相

应部位的设计的变化也不足以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产生影

响，例如冷暖空调扇，如果对比设计图片或者照片没有公开冷

暖空调扇的底面和背面，涉案专利在底面或者背面的设计的变

化也不足以对产品整体视觉效果产生影响，则不影响对二者进

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如果涉案专利中对应于对比设计图片或者照片未公开的内

容仅仅是该种类产品的惯常设计并且不受一般消费者关注，例

如对比设计图片或者照片未公开的部分是货车车厢的后挡板，

而当涉案专利中货车车厢的后挡板仅仅是这类产品的惯常设计

时，则不影响对二者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５２５组件产品和变化状态产品的判断

５２５１组件产品
组件产品，是指由多个构件相结合构成的一件产品。

对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例如，由水壶和加热底座

组成的电热开水壶组件产品，在购买和使用这类产品时，一般

消费者会对各构件组合后的电热开水壶的整体外观设计留下印

象；由榨汁杯、刨冰杯与底座组成的榨汁刨冰机，在购买和使

用这类产品时，一般消费者会对榨汁杯与底座组合后的榨汁

机、刨冰杯与底座组合后的刨冰机的整体外观设计留下印象，

所以，应当以上述组合状态下的整体外观设计为对象，而不是

以所有单个构件的外观为对象进行判断。

对于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例如插接组件玩具产品，

在购买和插接这类产品的过程中，一般消费者会对单个构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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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留下印象，所以，应当以插接组件的所有单个构件的外观为

对象，而不是以插接后的整体的外观设计为对象进行判断。

对于各构件之间无组装关系的组件产品，例如扑克牌、象

棋棋子等组件产品，在购买和使用这类产品的过程中，一般消

费者会对单个构件的外观留下印象，所以，应当以所有单个构

件的外观为对象进行判断。

５２５２变化状态产品
变化状态产品，是指在销售和使用时呈现不同状态的

产品。

对于对比设计而言，所述产品在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

可用作与涉案专利进行比较的对象。对于涉案专利而言，应当

以其使用状态所示的外观设计作为与对比设计进行比较的对

象，其判断结论取决于对产品各种使用状态的外观设计的综合

考虑。

５２６设计要素的判断

５２６１形状的判断
对于产品外观设计整体形状而言，圆形和三角形、四边形

相比，其形状有较大差异，通常不能认定为实质相同，但产品

形状是惯常设计的除外。对于包装盒这类产品，应当以其使用

状态下的形状作为判断依据。

５２６２图案的判断
图案不同包括题材、构图方法、表现方式及设计纹样等因

素的不同，色彩的不同也可能使图案不同。如果题材相同，但

其构图方法、表现方式、设计纹样不相同，则通常也不构成图

案的实质相同。

产品外表出现的包括产品名称在内的文字和数字应当作为

图案予以考虑，而不应当考虑字音、字义。

５２６３色彩的判断
对色彩的判断要根据颜色的色相、纯度和明度三个属性以

及两种以上颜色的组合、搭配进行综合判断。色相指各类色彩

的相貌称谓，例如朱红、湖蓝、柠檬黄、粉绿等；纯度即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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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色彩的鲜艳程度；明度指色彩的亮度。白色明度最高，

黑色明度最低。

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两者仍属于实质相同

的外观设计。

６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

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

区别。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不具

有明显区别是指如下几种情形：

（１）涉案专利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不具
有明显区别；

（２）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转用得到的，二者的设计特征
相同或者仅有细微差别，且该具体的转用手法在相同或者相近

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

（３）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组合得到
的，所述现有设计与涉案专利的相应设计部分相同或者仅有细

微差别，且该具体的组合手法在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

设计中存在启示。

对于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通过转用和组合之后得到的，

应当依照 （２）、（３）所述规定综合考虑。
应当注意的是，上述转用和／或组合后产生独特视觉效果

的除外。

现有设计特征，是指现有设计的部分设计要素或者其结

合，如现有设计的形状、图案、色彩要素或者其结合，或者现

有设计的某组成部分的设计，如整体外观设计产品中的零部件

的设计。

６１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对比
如果一般消费者经过对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的整体观察可

以看出，二者的差别对于产品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

显著影响，则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显著

影响的判断仅限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的产品外观设计。

在确定涉案专利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是

否具有明显区别时，一般还应当综合考虑如下因素：

（１）对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进行整体观察时，应当更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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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容易看到的部位，使用时容易看到部位的设计变化相对

于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部位的设计变化，通常对整体视觉效

果更具有显著影响。例如，电视机的背面和底面在使用过程中

不被一般消费者关注，因而在使用过程中容易看到部位设计的

变化相对于不容易看到的背面和看不到的底面设计的变化对整

体视觉效果通常更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有证据表明在不容易看

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生引人瞩目的视觉效

果的除外。

（２）当产品上某些设计被证明是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 （如

易拉罐产品的圆柱形状设计）时，其余设计的变化通常对整体

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在型材的横断面周边构成

惯常的矩形的情况下，型材横断面其余部分的变化通常更具有

显著的影响。

（３）由产品的功能唯一限定的特定形状对整体视觉效果通
常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凸轮曲面形状是由所需要的特定

运动行程唯一限定的，其区别对整体视觉效果通常不具有显著

影响；汽车轮胎的圆形形状是由功能唯一限定的，其胎面上的

花纹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

（４）若区别点仅在于局部细微变化，则其对整体视觉效果
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二者不具有明显区别。例如，涉案专利

与对比设计均为电饭煲，区别点仅在于二者控制按钮的形状不

同，且控制按钮在电饭煲中仅为一个局部细微的设计，在整体

设计中所占比例很小，其变化不足以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

影响。

应当注意的是，外观设计简要说明中设计要点所指设计并

不必然对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不必然导致涉

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具有明显区别。例如，对于汽车的外观

设计，简要说明中指出其设计要点在于汽车底面，但汽车底面

的设计对汽车的整体视觉效果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显著影响的判断方式参照本章第５２节的规定。

６２现有设计的转用、现有设计及其特征的组合

６２１判断方法
在判断现有设计的转用以及现有设计及其特征的组合时，

通常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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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确定现有设计的内容，包括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
结合；

（２）将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
设计进行对比；

（３）在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
设计相同或者仅存在细微差别的情况下，判断在与涉案专利相

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是否存在具体的转用和／或
组合手法的启示。

如果存在上述启示，则二者不具有明显区别。产生独特视

觉效果的除外。

６２２现有设计的转用
转用，是指将产品的外观设计应用于其他种类的产品。模

仿自然物、自然景象以及将无产品载体的单纯形状、图案、色

彩或者其结合应用到产品的外观设计中，也属于转用。

以下几种类型的转用属于明显存在转用手法的启示的情

形，由此得到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１）单纯采用基本几何形状或者对其仅作细微变化得到的
外观设计；

（２）单纯模仿自然物、自然景象的原有形态得到的外观
设计；

（３）单纯模仿著名建筑物、著名作品的全部或者部分形
状、图案、色彩得到的外观设计；

（４）由其他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转用得到的玩具、装饰
品、食品类产品的外观设计。

上述情形中产生独特视觉效果的除外。

６２３现有设计及其特征的组合
组合包括拼合和替换，是指将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设计或者

设计特征拼合成一项外观设计，或者将一项外观设计中的设计

特征用其他设计特征替换。以一项设计或者设计特征为单元重

复排列而得到的外观设计属于组合设计。上述组合也包括采用

自然物、自然景象以及无产品载体的单纯形状、图案、色彩或

者其结合进行的拼合和替换。

以下几种类型的组合属于明显存在组合手法的启示的情

形，由此得到的外观设计属于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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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相比没有明显区别的外观设计：

（１）将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多项现有设计原样或者作
细微变化后进行直接拼合得到的外观设计。例如，将多个零部

件产品的设计直接拼合为一体形成的外观设计。

（２）将产品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用另一项相同或者相近种
类产品的设计特征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后替换得到的外观

设计。

（３）将产品现有的形状设计与现有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
合通过直接拼合得到该产品的外观设计；或者将现有设计中的

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替换成其他现有设计的图案、色彩或者

其结合得到的外观设计。

上述情形中产生独特视觉效果的除外。

６２４独特视觉效果
独特视觉效果，是指涉案专利相对于现有设计产生了预料

不到的视觉效果。在组合后的外观设计中，如果各项现有设计

或者设计特征在视觉效果上并未产生呼应关系，而是各自独立

存在、简单叠加，通常不会形成独特视觉效果。

外观设计如果具有独特视觉效果，则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

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具有明显区别。

７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审查
一项外观设计专利权被认定与他人在申请日 （有优先权

的，指优先权日）之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的，应当宣

告该项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

他人，是指专利权人以外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利，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享有并且在涉案

专利申请日仍然有效的权利或者权益。包括商标权、著作权、

企业名称权 （包括商号权）、肖像权以及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

者装潢使用权等。

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 （以下简称在先取得），是指在先

合法权利的取得日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

相冲突，是指未经权利人许可，外观设计专利使用了在先

合法权利的客体，从而导致专利权的实施将会损害在先权利人

的相关合法权利或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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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６６３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请求人应就其主张进行举证，包括证明

其是在先权利的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以及在先权利有效。

７１商 标 权

在先商标权是指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他人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域内依法受到保护的商标权。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涉案专利中使用了与在先商标相同或者相似的设计，专利的

实施将会误导相关公众或者导致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损害商标

所有人的相关合法权利或者权益的，应当判定涉案专利权与在

先商标权相冲突。

在先商标与涉案专利中含有的相关设计的相同或者相似的

认定，原则上适用商标相同、相似的判断标准。

对于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注册商标，在判定

权利冲突时可以适当放宽产品种类。

７２著 作 权

在先著作权，是指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他人通过独立

创作完成作品或者通过继承、转让等方式合法享有的著作权。

其中作品是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保护的

客体。

在接触或者可能接触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情况下，未

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涉案专利中使用了与该作品相同或者实质

性相似的设计，从而导致涉案专利的实施将会损害在先著作权

人的相关合法权利或者权益的，应当判定涉案专利权与在先著

作权相冲突。

８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专利法第九条所述的同样的发明创造对于外观设计而言，

是指要求保护的产品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对比时应当

将所有设计要素进行整体对比。

涉案专利包含多项外观设计的，应当将每项外观设计分别

与对比设计进行对比。如果涉案专利中的一项外观设计与另一

件专利中的一项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应当认为他们是

同样的发明创造。

外观设计相同和实质相同的判断适用本章第５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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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９１ ９外观设计优先权的核实

９１需要核实优先权的情况
外观设计专利仅可享有外国优先权，因此对优先权的核实

是指核实外国优先权。

当存在如下几种情况之一时应当对优先权进行核实：

（１）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相同或实质相同，或者涉案专利
与对比设计或其特征的组合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且对比设计

的公开日在涉案专利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后 （含优先权日）、

申请日之前。

（２）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申请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
利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且前者的申请日在后者的申请日之前

（含申请日）、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后 （含优先权日），而前者

的授权公告日在后者的申请日之后 （含申请日）。

（３）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申请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
利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且前者所要求的优先权日在后者的申请

日之前 （含申请日）、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后 （含优先权日），

而前者的授权公告日在后者的申请日之后 （含申请日）。

对于第 （３）种情形，应当首先核实涉案专利的优先权；
当涉案专利不能享有优先权，且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在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在专利局申请的外观设计的申请日之前，还应当核实

作为对比设计的外观设计优先权。

９２外观设计相同主题的认定
外观设计相同主题的认定应当根据中国在后申请的外观设

计与其在外国首次申请中表示的内容进行判断。属于相同主题

的外观设计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１）属于相同产品的外观设计；
（２）中国在后申请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清楚地表示在其外

国首次申请中。

如果中国在后申请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与其在外国首次申

请中的图片或者照片不完全一致，或者在后申请文本中有简要

说明而在先申请文本中无相关简要说明，但根据两者的申请文

件可知，所述在后申请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已经清楚地表示在

所述外国首次申请中，则可认定中国在后申请要求保护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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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其在外国首次申请的外观设计主题相同，可以享有优先

权。例如，一件外国首次申请包括一件产品的主视图、后视

图、左视图和立体图，其中国在后申请提交了该件产品的主视

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和俯视图，且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因底面不经常看到故省略仰视图。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所述在

后申请的主视图、后视图和左视图与在所述外国首次申请中表

示的相同，且其右视图和俯视图已清楚地表示在所述外国首次

申请的立体图中，则可认定两者具有相同的主题，所述在后申

请可以享有所述外国首次申请的优先权。

９３享有优先权的条件
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４１１节的规定。但是，中

国在后申请之日不得迟于外国首次申请之日起六个月。

９４优先权的效力
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４１３节的规定。

９５多项优先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一件外

观设计专利中，可以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要求多项优先

权的，该专利的优先权期限从最早的优先权日起计算。

对于包含有若干项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如果其中一项或者多项产品外观设计与相应的一个或者多个外

国首次申请中表示的外观设计的主题相同，则该外观设计专利

可以享有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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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实用新型专利审查的
　　　　若干规定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

规定制定本章。

法２３ ２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审查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审查适

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第６节的规定。

法２２２ ３实用新型专利新颖性的审查
在实用新型专利新颖性的审查中，应当考虑其技术方案中

的所有技术特征，包括材料特征和方法特征。

实用新型专利新颖性审查的有关内容，包括新颖性的概

念、新颖性的审查原则、审查基准、优先权的审查以及不丧失

新颖性的宽限期等内容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的规定。

法２２３ ４实用新型专利创造性的审查
在实用新型专利创造性的审查中，应当考虑其技术方案中

的所有技术特征，包括材料特征和方法特征。

实用新型专利创造性审查的有关内容，包括创造性的概

念、创造性的审查原则、审查基准以及不同类型发明的创造性

判断等内容，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的规定。

但是，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发明的创造

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

著的进步；实用新型的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实用

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因此，实用新型专利创造性的标

准应当低于发明专利创造性的标准。

两者在创造性判断标准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现有技术中

是否存在 “技术启示”。在判断现有技术中是否存在技术启示

时，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存在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下述

两个方面。

（１）现有技术的领域
对于发明专利而言，不仅要考虑该发明专利所属的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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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还要考虑其相近或者相关的技术领域，以及该发明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能够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到其中去寻找技术手

段的其他技术领域。

对于实用新型专利而言，一般着重于考虑该实用新型专利

所属的技术领域。但是现有技术中给出明确的启示，例如现有

技术中有明确的记载，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到相近或者相关

的技术领域寻找有关技术手段的，可以考虑其相近或者相关的

技术领域。

（２）现有技术的数量
对于发明专利而言，可以引用一项、两项或者多项现有技

术评价其创造性。

对于实用新型专利而言，一般情况下可以引用一项或者两

项现有技术评价其创造性，对于由现有技术通过 “简单的叠

加”而成的实用新型专利，可以根据情况引用多项现有技术评

价其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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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同样的
　　　　发明创造的处理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

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属于无效宣告理由。

专利法第九条所述的同样的发明创造，对于发明和实用新

型而言，是指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相同，有关判断原

则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６１节的规定；对于外观设计
而言，是指要求保护的产品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所述

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判断适用本部分第五章的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某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与申请

在先的另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而

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为由请求宣告无效的，如果申请在

先的专利已构成现有技术或者属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申请在先

公开在后的专利，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进行审查。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某项外观设计专利权与申请在先的另

一项外观设计专利权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而不符合专利法第九

条的规定为由请求宣告无效的，如果申请在先的专利已构成现

有设计或者属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专利，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２专利权人相同

２１授权公告日不同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属于同一专利权人的具有相同申请

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的两项专利权不符合专利法第

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而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其中授权在前的

专利权无效的，在不存在其他无效宣告理由或者其他理由不成

立的情况下，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维持该项专利权有效。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属于同一专利权人的具有相同申请

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的两项专利权不符合专利法第

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而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其中授权在后的

专利权无效的，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审查后认为构成同样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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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应当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

如果上述两项专利权为同一专利权人同日 （仅指申请日）

申请的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权和一项发明专利权，专利权人在申

请时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过说

明，且发明专利权授予时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在此情形

下，专利权人可以通过放弃授权在前的实用新型专利权以保留

被请求宣告无效的发明专利权。

２２授权公告日相同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属于同一专利权人的具有相同申请

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和相同授权公告日的两项专利

权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

会宣告其中一项专利权无效。

无效宣告请求人仅针对其中一项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审查后认为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应

当宣告被请求宣告无效的专利权无效。

两项专利权均被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一

般应合并审理。经审查认为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的，专利复审

委员会应当告知专利权人上述两项专利权构成同样的发明创

造，并要求其选择仅保留其中一项专利权。专利权人选择仅保

留其中一项专利权的，在不存在其他无效宣告理由或者其他理

由不成立的情况下，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维持该项专利权有

效，宣告另一项专利权无效。专利权人未进行选择的，专利复

审委员会应当宣告两项专利权无效。

３专利权人不同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属于不同专利权人的两项具有相同

申请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的专利权不符合专利法第

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分别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这两项

专利权无效。

细则４１１ 两项专利权均被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一

般应合并审理。经审查认为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的，专利复审

委员会应当告知两专利权人上述两项专利权构成同样的发明创

造，并要求其协商选择仅保留其中一项专利权。两专利权人经

协商共同书面声明仅保留其中一项专利权的，在不存在其他无

效宣告理由或者其他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专利复审委员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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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维持该项专利权有效，宣告另一项专利权无效。专利权人协

商不成未进行选择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宣告两项专利权

无效。

无效宣告请求人仅针对其中一项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

求，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构成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应当

告知双方当事人。专利权人可以请求宣告另外一项专利权无

效，并与另一专利权人协商选择仅保留其中一项专利权。专利

权人请求宣告另外一项专利权无效的，按照本节前述规定处

理；专利权人未请求宣告另一项专利权无效的，专利复审委员

会应当宣告被请求宣告无效的专利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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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

１引　言
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无效宣告案件

审查实践，制定本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证据的各种问题，适用本指南的规

定，本指南没有规定的，可参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的相关

规定。

２当事人举证

２１举证责任的分配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无效宣告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在依据前述规定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专利复审委员

会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以及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

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２２证据的提交
证据的提交除本章规定之外，应当符合本部分第三章第

４３节的规定。

细则３ ２２１外文证据的提交
当事人提交外文证据的，应当提交中文译文，未在举证期

限内提交中文译文的，该外文证据视为未提交。

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提交中文译文，未以书面方式提交

中文译文的，该中文译文视为未提交。

当事人可以仅提交外文证据的部分中文译文。该外文证据

中没有提交中文译文的部分，不作为证据使用。但当事人应专

利复审委员会的要求补充提交该外文证据其他部分的中文译文

的除外。

对方当事人对中文译文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指定的期限

内对有异议的部分提交中文译文。没有提交中文译文的，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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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议。

对中文译文出现异议时，双方当事人就异议部分达成一致

意见的，以双方最终认可的中文译文为准。双方当事人未能就

异议部分达成一致意见的，必要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委托

翻译。双方当事人就委托翻译达成协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

以委托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翻译单位进行全文、所使用部分或者

有异议部分的翻译。双方当事人就委托翻译达不成协议的，专

利复审委员会可以自行委托专业翻译单位进行翻译。委托翻译

所需翻译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各承担 ５０％；拒绝支付翻译费用
的，视为其承认对方当事人提交的中文译文正确。

２２２域外证据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证据的证明
手续

域外证据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该证

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

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

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但是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对上述两类证据，当事人可以在

无效宣告程序中不办理相关的证明手续：

（１）该证据是能够从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外的国内公
共渠道获得的，如从专利局获得的国外专利文件，或者从公共

图书馆获得的国外文献资料。

（２）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该证据真实性的。
（３）对方当事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的。

２２３物证的提交
当事人应当在本部分第三章第 ４３节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

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物证。当事人提交物证的，应当在举证期

限内提交足以反映该物证客观情况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具体说

明依据该物证所要证明的事实。

当事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物证的，应当

在举证期限内书面请求延期提交，但仍应当在上述期限内提交

足以反映该物证客观情况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具体说明依据该

物证所要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最迟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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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证。

对于经公证机关公证封存的物证，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可

以仅提交公证文书而不提交该物证，但最迟在口头审理辩论终

结前提交该物证。

３专利复审委员会对证据的调查收集
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不主动调查收集审查案件需要的证

据。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应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的申请，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确有

必要时，可以调查收集。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实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也可以委托

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职能部门调查收集有关

证据。

应当事人的申请对证据进行调查收集的，所需费用由提出

申请的当事人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承担。专利复审委员会自行

决定调查收集证据的，所需费用由专利复审委员会承担。

４证据的质证和审核认定

４１证据的质证
证据应当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

案件事实的依据。

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

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和

辩驳。

４２证据的审核
合议组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当逐一进行审查和对全部

证据综合进行审查。

合议组应当明确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

具有关联性的证据。

合议组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

合法性：

（１）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２）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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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组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

真实性：

（１）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
物是否相符；

（２）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是否有利害关系；
（３）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
（４）证据形成的原因和方式；
（５）证据的内容；
（６）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４３证据的认定
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

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确认其证

明力。

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

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

的证明力。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

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结合案件情

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

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专利

复审委员会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判定。

４３１证人证言
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

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专利复审委员会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与案件的

利害关系以及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

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

证人应当出席口头审理作证，接受质询。未能出席口头审

理作证的证人所出具的书面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依据，但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席口头审理作证的除外。证人确

有困难不能出席口头审理作证的，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前款的

规定对其书面证言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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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认可和承认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一方当事人明确认可的另外一方当事

人提交的证据，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予以确认。但其与事实明

显不符，或者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反悔

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另外

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承认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予以确认。

但其与事实明显不符，或者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

者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另一方当事人既

未承认也未否认，经合议组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

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无效宣告程序的，代理人的承认视

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是，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

直接导致承认对方无效宣告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

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进行口头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没有

进行口头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在无效宣告决定作出前撤回承认并

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

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专利复审委员会

不予确认该承认的法律效力。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

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无效宣

告程序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４３３公知常识
主张某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当事人，对其主张承

担举证责任。该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或者未能充分说明该技术

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并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合议组

对该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主张不予支持。

当事人可以通过教科书或者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

记载的技术内容来证明某项技术手段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

４３４公证文书
一方当事人将公证文书作为证据提交时，有效公证文书所

证明的事实，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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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公证证明的除外。

如果公证文书在形式上存在严重缺陷，例如缺少公证人员

签章，则该公证文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如果公证文书的结论明显缺乏依据或者公证文书的内容存

在自相矛盾之处，则相应部分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依据。例如，公证文书仅根据证人的陈述而得出证人陈述内容

具有真实性的结论，则该公证文书的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依据。

５其　他

５１互联网证据的公开时间
公众能够浏览互联网信息的最早时间为该互联网信息的公

开时间，一般以互联网信息的发布时间为准。

５２申请日后记载的使用公开或者口头公开
申请日后 （含申请日）形成的记载有使用公开或者口头公

开内容的书证，或者其他形式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专利在申请

日前使用公开或者口头公开。

在判断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时，形成于专利公开前 （含公开

日）的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形成于专利公开后的证据的证

明力。

５３技术内容和问题的咨询、鉴定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有关单位或者专家对案

件中涉及的技术内容和问题提供咨询性意见，必要时可以委托

有关单位进行鉴定，所需的费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专利复

审委员会或者当事人承担。

５４当事人提交的样品等不作为证据的物品的处理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在提交样品等不作为证据的物

品时，有权以书面方式请求在其案件审结后取走该物品。

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取走物品的请求，合议组应当根据案件

审查以及后续程序的需要决定何时允许取走。允许当事人取走

物品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提交该物品的当事人，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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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当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取走该物品。期满未取走

的，或者在提交物品时未提出取走请求的，专利复审委员会有

权处置该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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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专利申请文件及手续

１引　言
申请人就一项发明创造要求获得专利权的，应当根据专利

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向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在专利审批程

序中，申请人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或者审查员的要

求，还需要办理各种与该专利申请有关的事务。申请人向专利

局提出专利申请以及在专利审批程序中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统

称为专利申请手续。

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向专利局提交的专利法第二十六条

规定的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附图和摘要或者

专利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请求书、图片或者照片、简要说明等

文件，称为专利申请文件；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或者提出专

利申请之后，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其他相关当事人在办理

与该专利申请 （或专利）有关的各种手续时，提交的除专利申

请文件以外的各种请求、申报、意见陈述、补正以及各种证

明、证据材料，称为其他文件。

办理各种手续应当提交相应的文件，缴纳相应的费用，并

且符合相应的期限要求。

细则２ ２办理专利申请的形式
专利申请手续应当以书面形式 （纸件形式）或者电子文件

形式办理。

２１书面形式
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在审批程序

中应当以纸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申请人以电

子文件形式提交的相关文件视为未提交。

以口头、电话、实物等非书面形式办理各种手续的，或者

以电报、电传、传真、电子邮件等通讯手段办理各种手续的，

均视为未提出，不产生法律效力。

２２电子文件形式
申请人以电子文件形式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在审批

程序中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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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另有规定的除外。不符合规定的，该文件视为未提交。

３适用文字

细则３ ３１中　文
专利申请文件以及其他文件，除由外国政府部门出具的或

者在外国形成的证明或者证据材料外，应当使用中文。

审查员以申请人提交的中文专利申请文本为审查的依据。

申请人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提交的外文申请文本，供审查员

在审查程序中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

３２汉　字
本章第３１节中的 “中文”一词是指汉字。专利申请文件

及其他文件应当使用汉字，词、句应当符合现代汉语规范。

汉字应当以国家公布的简化字为准。申请文件中的异体

字、繁体字、非规范简化字，审查员可以依职权予以改正或者

通知申请人补正。

３３外文的翻译
细则３１ 专利申请文件是外文的，应当翻译成中文，其中外文科技

术语应当按照规定译成中文，并采用规范用语。外文科技术语

没有统一中文译法的，可按照一般惯例译成中文，并在译文后

的括号内注明原文。计量单位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包

括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必要时可

以在括号内同时标注本领域公知的其他计量单位。

细则３２ 当事人在提交外文证明文件、证据材料时 （例如优先权证

明文本、转让证明等），应当同时附具中文题录译文，审查员

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全文中文译

文或者摘要中文译文；期满未提交译文的，视为未提交该

文件。

４标准表格
办理专利申请 （或专利）手续时应当使用专利局制定的标

准表格。标准表格由专利局按照一定的格式和样式统一制定、

修订和公布。

办理专利申请 （或专利）手续时以非标准表格提交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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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审查员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发出补正通知书或者针对该手续

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但是，申请人在答复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时，

提交的补正书或者意见陈述书为非标准格式的，只要写明申请

号，表明是对申请文件的补正，并且签字或者盖章符合规定

的，可视为文件格式符合要求。

４１纸　张
各种文件使用的纸张应当柔韧、结实、耐久、光滑、无

光、白色。其质量应当与８０克胶版纸相当或者更高。

４２规　格
说明书、说明书附图、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摘要、摘要附

图、图片或照片、简要说明与其他表格用纸的规格均应为 ２９７
毫米 ×２１０毫米 （Ａ４）。

４３页　边
申请文件的顶部 （有标题的，从标题上沿至页边）应当留

有２５毫米空白，左侧应当留有２５毫米空白，右侧应当留有１５
毫米空白，底部从页码下沿至页边应当留有１５毫米空白。

细则１２１ ５书写规则

５１打字或印刷
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摘要、说明书附图

和摘要附图中文字部分以及简要说明应当打字或者印刷。上述

文件中的数学式和化学式可以按照制图方式手工书写。

其他文件除另有规定外，可以手工书写，但字体应当工

整，不得涂改。

５２字体及规格
各种文件应当使用宋体、仿宋体或者楷体，不得使用草体

或者其他字体。

字高应当在３５毫米至 ４５毫米之间，行距应当在 ２５毫
米至３５毫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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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书写方式
各种文件除另有规定外，应当单面、纵向使用。自左至右

横向书写，不得分栏书写。

一份文件不得涉及两件以上专利申请 （或专利），一页纸

上不得包含两种以上文件 （例如一页纸不得同时包含说明书和

权利要求书）。

５４书写内容
文件各栏目应当如实、详尽填写，同一内容在不同栏目或

不同文件中应当填写一致。例如地址栏目应当按照行政区划填

写完整，邮政编码与地址相符；申请人的签字或者盖章应当与

申请人栏目中填写的内容一致。

５５字体颜色
字体颜色应当为黑色，字迹应当清晰、牢固、不易擦、不

褪色，以能够满足复印、扫描的要求为准。

５６编写页码
各种文件应当分别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页码应当

置于每页下部页边的上沿，并左右居中。

６证明文件
专利申请审批程序中常用的证明文件有非职务发明证明、

国籍证明、经常居所证明、注册地或经常营业所所在地证明、

申请人资格证明、优先权证明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优先权

转让证明、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名

称变更或者权利转移证明、文件寄发日期证明等。

各种证明文件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出具或者由当事人签

署。各种证明文件应当提供原件；证明文件是复印件的，应当

经公证或者由主管部门加盖公章予以确认 （原件在专利局备案

确认的除外）。

７文件份数
申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应当一式两份，原本和副本各

一份，其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请求书、说明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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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附图、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应当提交一式

两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请求书、图片或者照片、简要说明

应当提交一式两份，并应当注明其中的原本。申请人未注明原

本的，专利局指定一份作为原本。两份文件的内容不同时，以

原本为准。

除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另有规定以及申请文件的替

换页外，向专利局提交的其他文件 （如专利代理委托书、实质

审查请求书、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转让合同等）为一份。文

件需要转送其他有关方的，专利局可以根据需要在通知书中规

定文件的份数。

８签字或者盖章
细则１１９１ 向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其他文件，应当按照规

定签字或者盖章。其中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申请，应当由申

请人 （或专利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代表人签字或者

盖章，办理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应当由全体权利人签字

或者盖章；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盖

章，必要时还应当由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

或者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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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专利费用

１费用缴纳的期限
细则９５ （１）申请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或者自收

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１５日内。需要在该期限内缴纳的费用有优
先权要求费和申请附加费以及发明专利申请的公布印刷费。

优先权要求费是指申请人要求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

时，需要缴纳的费用，该项费用的数额以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

先申请的项数计算。

申请附加费是指申请文件的说明书 （包括附图、序列表）

页数超过３０页或者权利要求超过 １０项时需要缴纳的费用，该
项费用的数额以页数或者项数计算。

公布印刷费是指发明专利申请公布需要缴纳的费用。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或者缴足申请费 （含公布印刷费、

申请附加费）的，该申请被视为撤回。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

或者缴足优先权要求费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法３５１及细则９６ （２）实质审查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日 （有优先权要求

的，自最早的优先权日）起三年内。该项费用仅适用于发明专

利申请。

细则９９２

细则６及９９１

法４１１及细则９６

细则５４及９７

　细则９８

（３）延长期限请求费的缴纳期限是在相应期限届满之日
前。该项费用以要求延长的期限长短 （以月为单位）计算。

（４）恢复权利请求费的缴纳期限是自当事人收到专利局确
认权利丧失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

（５）复审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人收到专利局作出的驳回
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

（６）专利登记费、授权当年的年费以及公告印刷费的缴纳
期限是自申请人收到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书和办理登

记手续通知书之日起两个月内。

（７）年费及其滞纳金的缴纳期限参照本部分第九章第
２２１节的规定。

细则９９ （８）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无效宣告
请求费的缴纳期限是自提出相应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

细则９４１ ２费用支付和结算方式
费用可以直接向专利局 （包括专利局各代办处）缴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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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或者以规定的其他方式缴纳。专

利局代办处的收费范围另行规定。

细则９４２ 费用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的，应当在汇单上写明正确的

申请号 （或专利号）以及缴纳的费用名称，且不得设置取款密

码。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在汇单上还应当写明汇款人姓名或者名称及其通讯地址

（包括邮政编码）。同一专利申请 （或专利）缴纳的费用为两项

以上的，应当分别注明每项费用的名称和金额，并且各项费用

的金额之和应当等于缴纳费用的总额。

同一汇单中包括多个专利申请 （或专利），其缴纳费用的总

额少于各项专利申请 （或专利）费用金额之和的，处理方法

如下：

（１）缴费人对申请号 （或专利号）标注顺序号的，按照标

注的顺序分割费用；

（２）缴费人未对申请号 （或专利号）标注顺序号的，按照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顺序分割费用。

造成其中部分专利申请 （或专利）费用金额不足或者无费

用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当事人使用外币向

专利局缴纳费用的，应当使用指定的外币，并通过专利代理机

构办理，但是另有规定的除外。

　细则９４３

　细则９４３

费用通过邮局汇付，且在汇单上写明申请号 （或专利号）

以及费用名称的，以邮局取款通知单上的汇出日为缴费日。邮

局取款通知单上的汇出日与中国邮政普通汇款收据上收汇邮戳

日表明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当事人提交的中国邮政普通汇款收

据原件或者经公证的收据复印件上表明的收汇邮戳日为缴费

日。审查员认为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有疑义时，可以要求当事人

提交汇款邮局出具的加盖部门公章的证明材料。

费用通过银行汇付，且写明申请号 （或专利号）以及费用

名称的，以银行实际汇出日为缴费日。当事人对缴费日有异

议，并提交银行出具的加盖部门公章的证明材料的，以证明材

料确认的汇出日重新确定缴费日。

费用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未写明申请号 （或专利号）

的，费用退回。费用退回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因缴费人信息填写不完整或者不准确，造成费用不能退回

或者退款无人接收的，费用暂时存入专利局账户 （以下简称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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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费用入暂存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各种费用以人民币结算。按照规定应当使用外币支付的费

用，按照汇出该费用之日国家规定的汇兑率折合成人民币后

结算。

３费用的减缓
细则１００ 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缴纳专利费用有困难的，可以根据

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向专利局提出费用减缓的请求。

３１可以减缓的费用种类
（１）申请费 （不包括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

（２）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３）复审费；
（４）年费 （自授予专利权当年起三年的年费）。

３２费用减缓的手续
提出专利申请时以及在审批程序中，申请人 （或专利权

人）可以请求减缓应当缴纳但尚未到期的费用。

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应当提交费用减缓请求书，必要时

还应当附具证明文件。费用减缓请求书应当由全体申请人 （或

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办理费用减缓手续并提交声明的，可以由专利代理机构

盖章。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费用减缓手续的声明可以在专利

代理委托书中注明，也可以单独提交。

费用减缓请求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予以批准并发出费

用减缓审批通知书，同时注明费用减缓的比例和种类。费用减

缓请求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

并说明不予减缓的理由。

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另行公布。

４费用的暂存与退款

４１暂　存
由于费用汇单字迹不清或者缺少必要事项造成既不能开出

收据又不能退款的，应当将该款项暂存在专利局账户上。经缴

款人提供证明后，对于能够查清内容的，应当及时开出收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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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予以退款。开出收据的，以出暂存之日为缴费日。但是，对

于自收到专利局关于权利丧失的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向专利局

提交了证据，表明是由于银行或者邮局原因导致汇款暂存的，

应当以原汇出日为缴费日。暂存满三年仍无法查清其内容的，

进行清账上缴。

４２退　款

４２１退款的原则
细则９４４ 多缴、重缴、错缴专利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自缴费日起三

年内，提出退款请求。符合规定的，专利局应当予以退款。

４２１１当事人可以请求退款的情形
（１）多缴费用的情形：如当事人应当缴纳年费为 ６００元，

在规定期限内实际缴纳费用为６５０元，可以对多缴的５０元提出
退款请求。

（２）重缴费用的情形：如提出一次著录项目变更请求应当
缴纳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费 ２００元，当事人缴纳 ２００元后，再次
缴纳了２００元，当事人可以对再次缴纳的２００元提出退款请求。

（３）错缴费用的情形：如当事人缴费时写错费用种类、申
请号 （或专利号）的；或者因缴费不足、逾期缴费导致权利丧

失的，或者权利丧失后缴纳专利费用的，当事人可以提出退款

请求。

４２１２专利局主动退款的情形
下列情形一经核实，专利局应当主动退款。

（１）专利申请已被视为撤回或者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已被
批准后，并且在专利局作出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

知书之前，已缴纳的实质审查费。

（２）在专利权终止或者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的决定公告后
缴纳的年费。

（３）恢复权利请求审批程序启动后，专利局作出不予恢复
权利决定的，当事人已缴纳的恢复权利请求费及相关费用。

４２１３不予退款的情形
（１）对多缴、重缴、错缴的费用，当事人在自缴费日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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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才提出退款请求的。

（２）当事人不能提供错缴费用证据的。
（３）在费用减缓请求被批准之前已经按照规定缴纳的各种

费用，当事人又请求退款的。

４２２退款的手续

４２２１退款请求的提出
退款请求人应当是该款项的缴款人。申请人 （或专利权

人）、专利代理机构作为非缴款人请求退款的，应当声明是受

缴款人委托办理退款手续。

请求退款应当书面提出、说明理由并附具相应证明，例

如，专利局开出的费用收据复印件、邮局或者银行出具的汇

款凭证等。提供邮局或者银行的证明应当是原件，不能提供

原件的，应当提供经出具部门加盖公章确认的或经公证的复

印件。

退款请求应当注明申请号 （或专利号）和要求退款的款项

的信息 （如票据号、费用金额等）及收款人信息。当事人要求

通过邮局退款的，收款人信息包括姓名、地址和邮政编码；当

事人要求通过银行退款的，收款人信息包括姓名或者名称、开

户行、账号等信息。

４２２２退款的处理
经核实可以退款的，专利局应当按照退款请求中注明的收

款人信息退款。

退款请求中未注明收款人信息的，退款请求人是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或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按照文档中记载的相

应的地址和姓名或者名称退款。

完成退款处理后，审查员应当发出退款审批通知书。经核

实不予退款的，审查员应当在退款审批通知书中说明不予退款

的理由。

４２３退款的效力
被退的款项视为自始未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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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特殊情形的处理

４２４１因银行或者邮局责任造成必要缴费信息不全被退款的
情形

因银行或者邮局责任造成必要缴费信息 （如申请号、费用

名称等）不完整被退款，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应当以书面形式

陈述意见，并附具汇款银行或者邮局出具的加盖公章的证明。

该证明至少应当包括：汇款人姓名或者名称、汇款金额、汇款

日期、汇款时所提供的申请号 （或专利号）、费用名称等内容。

同时当事人应当重新缴纳已被退回的款项。

符合上述规定的，原缴费日视为重新缴纳款项的缴费日，

因此导致已作出的处分决定需要更改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修改

更正通知书。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通知书通知

当事人，该款项视为未缴纳。

４２４２因汇款人汇款后又取回汇款造成汇单无法兑付的情形
专利局收到邮局取款通知单并开出收据后，因汇款人取回

汇款造成汇款无法兑付的，应当要求邮局在邮局取款通知单上

写明 “汇款已被汇款人取回”字样并加盖邮局的公章。

邮局出具了确认汇款被取回的证明后，专利局应当及时处

理，该款项视为未缴纳。

５费用的查询
当事人需要查询费用缴纳情况的，应当提供银行汇单复印

件或者邮局汇款凭证复印件 （未收到专利局收费收据的）或者

提供收据复印件 （已收到专利局收费收据的）。查询时效为一

年，自汇出费用之日起算。

６费用种类的转换
对于同一专利申请 （或专利）缴纳费用时，费用种类填写

错误的，缴纳该款项的当事人可以在转换后费用的缴纳期限内

提出转换费用种类请求并附具相应证明，经专利局确认后可以

对费用种类进行转换。但不同申请号 （或专利号）之间的费用

不能转换。

当事人缴纳的费用种类明显错误，审查员可以依职权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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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种类进行转换。依职权转换费用种类的，应当通知当事人。

费用种类转换的，缴费日不变。

７缴费信息的补充
费用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时遗漏必要缴费信息的，可以

在汇款当日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补充。补充完整缴费

信息的，以汇款日为缴费日。当日补充不完整而再次补充的，

以专利局收到完整缴费信息之日为缴费日。

补充缴费信息的，应当提供邮局或者银行的汇款单复印

件、所缴费用的申请号 （或专利号）及各项费用的名称和金

额。同时，应当提供接收收据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政

编码等信息。补充缴费信息如不能提供邮局或者银行的汇款单

复印件的，还应当提供汇款日期、汇款人姓名或者名称、汇款

金额、汇款单据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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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受　理

１受理地点
专利局的受理部门包括专利局受理处和专利局各代办处。

专利局受理处负责受理专利申请及其他有关文件，代办处按照

相关规定受理专利申请及其他有关文件。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

受理与复审和无效宣告请求有关的文件。

专利局受理处和代办处应当开设受理窗口。未经过受理登

记的文件，不得进入审批程序。

专利局受理处和代办处的地址由专利局以公告形式公布。

邮寄或者直接交给专利局的任何个人或者非受理部门的申请文

件和其他有关文件，其邮寄文件的邮戳日或者提交文件的提交

日都不具有确定申请日和递交日的效力。

２专利申请的受理与不受理

２１受理条件
细则３９ 专利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专利局应当受理：

（１）申请文件中有请求书。该请求书中申请专利的类别明
确；写明了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地址。

（２）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中有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文件中有说明书、说明书附图和权利要求书；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文件中有图片或者照片和简要说明。

（３）申请文件是使用中文打字或者印刷的。全部申请文件
的字迹和线条清晰可辨，没有涂改，能够分辨其内容。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附图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图片

是用不易擦去的笔迹绘制，并且没有涂改。

（４）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符
合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其所属国符合专利法第

十八条的有关规定。

（５）申请人是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业或者
其他组织的，符合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６１１节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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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３９ ２２不受理的情形
专利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局不予受理：

（１）发明专利申请缺少请求书、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书的；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缺少请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或者权利

要求书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缺少请求书、图片或照片或者简

要说明的。

（２）未使用中文的。
（３）不符合本章第２１节 （３）中规定的受理条件的。
（４）请求书中缺少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或者缺少地

址的。

法１８

　法１９１

（５）外国申请人因国籍或者居所原因，明显不具有提出专
利申请的资格的。

（６）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
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作为第一署名申请人，没有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的。

（７）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香港、澳门或
者台湾地区的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作为第一署名申请人，

没有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

（８）直接从外国向专利局邮寄的。
（９）直接从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向专利局邮寄的。

　 （１０）专利申请类别 （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不

明确或者难以确定的。

细则４２３ （１１）分案申请改变申请类别的。

２３受理与不受理程序
专利局受理处及代办处收到专利申请后，应当检查和核对

全部文件，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决定。

细则３８ ２３１受理程序
专利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受理程序如下：

（１）确定收到日：根据文件收到日期，在文件上注明受理
部门收到日，以记载受理部门收到该申请文件的日期。

（２）核实文件数量：清点全部文件数量，核对请求书上注
明的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名称与数量，并记录核实情况。对于

涉及核苷酸或者氨基酸序列的发明专利申请，还应当核实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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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了包含相应序列表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例如光盘或

者软盘等。

法２８及细则４１ （３）确定申请日：向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窗口直接递
交的专利申请，以收到日为申请日；通过邮局邮寄递交到专利

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的专利申请，以信封上的寄出邮戳日为申

请日；寄出的邮戳日不清晰无法辨认的，以专利局受理处或者

代办处收到日为申请日，并将信封存档。通过速递公司递交到

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的专利申请，以收到日为申请日。邮

寄或者递交到专利局非受理部门或者个人的专利申请，其邮寄

日或者递交日不具有确定申请日的效力，如果该专利申请被转

送到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以受理处或者代办处实际收到

日为申请日。分案申请以原申请的申请日为申请日，并在请求

书上记载分案申请递交日。

（４）给出申请号：按照专利申请的类别和专利申请的先后
顺序给出相应的专利申请号，号条贴在请求书和案卷夹上。

（５）记录邮件挂号号码：通过邮局挂号邮寄递交的专利申
请，在请求书上记录邮寄该文件的挂号号码。

（６）审查费用减缓请求书：根据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对与
专利申请同时提交的费用减缓请求书进行审查，作出费用减缓

审批决定，并在请求书上注明相应标记。

（７）采集与核实数据：依据请求书中的内容，采集并核实
数据，打印出数据校对单，对错录数据进行更正。

（８）发出通知书：作出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缴纳申请费
通知书或者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送交申请人。专利申请受理通

知书至少应当写明申请号、申请日、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和文

件核实情况，加盖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印章，并有审查员

的署名和发文日期。

缴纳申请费通知书应当写明申请人应当缴纳的申请费、申

请附加费和在申请时应当缴纳的其他费用，以及缴费期限；同

时写明缴纳费用须知。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应当包括费用减缓

比例、应缴纳的金额和缴费的期限以及相关的缴费须知。

（９）扫描文件：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专利申请的文件应当进
行扫描，并存入数据库。电子扫描的内容包括申请时提交的申

请文件和其他文件。此外，专利局发出的各种通知书 （如专利

申请受理通知书、缴纳申请费通知书或者费用减缓审批通知

书）的电子数据，也应当保存在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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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分案申请的受理程序

２３２１国家申请的分案申请的受理程序
对于国家申请的分案申请除按照一般专利申请的受理条件

对分案申请进行受理审查外，还应当对分案申请请求书中是否

填写了原申请的申请号和原申请的申请日进行审查。分案申请

请求书中原申请的申请号填写正确，但未填写原申请的申请日

的，以原申请号所对应的申请日为申请日。分案申请请求书中

未填写原申请的申请号或者填写的原申请的申请号有误的，按

照一般专利申请受理。

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分案申请，专利局应当受理，给出专利

申请号，以原申请的申请日为申请日，并记载分案申请递

交日。

２３２２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分案申请的受理程序
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提出的分案申请，审查员除了

按照一般专利申请的受理条件对分案申请进行受理审查外，还

应当核实分案申请请求书中是否填写了原申请的申请日和原申

请的申请号，该原申请的申请日应当是其国际申请日，原申请

的申请号是进入国家阶段时专利局给予的申请号，并应当在其

后的括号内注明原申请的国际申请号。

２３３不受理程序
专利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受理程序如下：

（１）确定收到日：根据文件收到日期，在文件上注明受理
部门收到日，以记载受理部门收到该申请文件的日期。

（２）采集数据并发出文件不受理通知书：采集数据，作出
文件不受理通知书，送交当事人。文件不受理通知书至少应当

记载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详细地址、不受理原因及不受理文

档编号，加盖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印章，并有审查员署名

及发文日期。

（３）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文件存档备查，原则上不退回
当事人。

在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窗口直接递交的专利申请，不

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直接向当事人说明原因，不予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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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其他文件的受理与不受理

３１其他文件的受理条件
申请后当事人提交的其他文件符合下列条件的，专利局应

当受理：

（１）各文件中注明了该文件所涉及专利申请的申请号 （或

专利号），并且仅涉及一件专利申请 （或专利）。

（２）各文件用中文书写，字迹清晰、字体工整，并且用不
易擦去的笔迹完成；外文证明材料附有中文清单。

专利局受理处、代办处、专利复审委员会收到申请人 （或

专利权人）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递交的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

文件时，应当检查和核对全部文件。

３２其他文件的受理程序
其他文件符合受理条件的，受理程序如下：

（１）确定收到日：根据文件收到日期，在文件上注明受理
部门接收日，以记载受理部门收到该文件的日期。

（２）核实文件数量：清点全部文件数量。核对清单上当事
人注明的文件名称与数量，将核实情况记录在清单上；申请人

未提供清单的，核对主文件上注明的附件情况，将核实情况记

录在主文件上。递交文件的申请号是错号的，若受理处依据其

他信息能正确判定其正确申请号的，可以依职权予以确定；若

不能予以判定的，则不予受理。

（３）确定递交日：其他文件递交日的确定参照本章第
２３１节第 （３）项的规定。文件递交日应当记录在主文件上。

（４）给出收到文件回执：当事人在受理窗口递交文件的同
时附具了文件清单一式两份的，应当在清单副本上注明受理部

门接收日，注明文件核实情况后送交当事人作为回执，清单正

本上应当加盖审查员名章和发文日期后存入案卷。当事人在递

交文件同时未附具文件清单，或者附送了文件清单但不足两份

的，不出具收到文件的回执。当事人以寄交方式递交文件的，

专利局不再出具收到文件回执。

专利代理机构批量递交文件并且提供了文件清单的，其文

件清单经受理部门确认签章后一份交专利代理机构作为回执，

另一份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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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数据采集与文件扫描：采集文件的类型、份数、页数
和文件代码等所有相关数据，对文件进行扫描，并存入数据

库中。

３３其他文件的不受理程序
其他文件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按照本章第 ２３３节中规定

的程序处理并发出文件不受理通知书。

４申请日的更正
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认为该通知书上记载

的申请日与邮寄该申请文件日期不一致的，可以请求专利局更

正申请日。

专利局受理处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日更正请求后，应当检查

更正请求是否符合下列规定：

（１）在递交专利申请文件之日起两个月内或者申请人收到
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一个月内提出。

（２）附有收寄专利申请文件的邮局出具的寄出日期的有效
证明，该证明中注明的寄出挂号号码与请求书中记录的挂号号

码一致。

符合上述规定的，应予更正申请日；否则，不予更正申

请日。

准予更正申请日的，应当作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送

交申请人，并修改有关数据；不予更正申请日的，应当对此更

正申请日的请求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当事人对专利局确定的其他文件递交日有异议的，应当提

供专利局出具的收到文件回执、收寄邮局出具的证明或者其他

有效证明材料。证明材料符合规定的，专利局应当重新确定递

交日并修改有关数据。

５受理程序中错误的更正
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在受理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一经发

现，应当及时更正，并发出修改更正通知书，同时修改有关数

据。对专利局内部错投到各审查部门的文件应当及时退回受理

处，并注明退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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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查　询
专利局受理处设置收文登记簿。当事人除能提供专利局或

者专利局代办处的收文回执或者受理通知书外，以收文登记簿

的记载为准。

查询时效为一年，自提交该文件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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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专利申请文档

１文档及组成
专利申请文档是在专利申请审查程序中以及专利权有效期

内逐步形成、并作为原始记录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各种文件的

集合，包括案卷和电子文档。专利申请文档是专利局进行审批

和作出各种结论的依据。

２案　卷
案卷包括案卷夹和案卷夹内的各种文件。

２１案 卷 夹
案卷夹用于保存文件，同时也用于记录案卷的重要内容，

因此案卷夹是案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案卷夹遭到自然或者人为的损坏需要更换新案卷夹时，

应当将案卷夹上的全部记录移至新案卷夹上，并将原案卷夹与

案卷同时保存，不得销毁。

２２文　件
专利申请案卷中的文件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１）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时，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及其他
文件。

（２）专利局在对专利申请文件及其他文件进行审查的过程
中，申请人应审查员要求作出的各种答复。

（３）提出专利申请之后申请人主动办理各种手续时提交的
文件及证明材料。

（４）在专利申请审查程序中以及专利权有效期间内，任何
人依法对专利申请 （或专利）提交的各种文件以及人民法院等

部门对这些文件审理后产生的文件。

（５）其他相关文件。
上述文件经过处理、立卷、归档形成案卷的重要组成

部分。

２３案卷的立卷
立卷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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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真实原则。收集的内容应当是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

其他相关当事人等在申请专利、专利申请的审批、授权后各个

法律程序中提交的原始文件。这些文件不得替换、删除、补充

和涂改。

（２）独立原则。每一件专利申请应当建立一份独立的案卷，
以该专利申请的申请号作为该案卷的案卷号，该案卷号使用于

案卷存在的全过程。

同一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对若干专利申请 （或专利）办

理内容完全相同的手续时，应当分别对所有专利申请 （或专

利）提出请求，这些文件将被归入各自的案卷中。申请人 （或

专利权人）不得使用 “参见”的方式省略文件。对于专利申请

集体进行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名称变更或者权利转移的，证

明文件副本由专利局确认后，与正本具有同等效力。

（３）时间顺序原则。当事人依法向专利局办理各种手续时，
专利局应当对所提出的各种文件及时处理，并立卷归档。

专利申请案卷应当按照各文件处理时间的先后顺序立卷。

３电子文档
电子文档的建立应当参照本章第 ２３节的原则，并包括以

下内容：

（１）专利局基于当事人提交的纸件文件制作的图形文件和
代码化文件；

（２）当事人按照规定形式提交的核苷酸或者氨基酸的序
列表；

（３）在专利审批程序和复审、无效程序中，专利局、专利
复审委员会作出的通知、决定 （如补正通知书、驳回决定等）

及其他文件 （如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等）；

（４）专利费用的相关数据；
（５）与专利申请或者专利审批有关的法律状态及变化的历

史记录；

（６）在专利审批程序中全部著录项目及其变更的历史
记录；

（７）当事人以电子申请方式提交的电子文件；
（８）专利权评价报告；
（９）分类号、所属审查部门、各种标记 （如优先权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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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审请求标记、保密标记等）。

４法律效力
专利申请文档是对专利审批、复审、无效宣告等法律程序

和涉及由权利归属纠纷引起的相关程序的真实记录。

５查阅和复制

５１查阅和复制的原则
法２１３ （１）专利局对公布前的发明专利申请、授权公告前的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负有保密责任。在此期间，查阅和复

制请求人仅限于该案申请人及其专利代理人。

（２）任何人均可向专利局请求查阅和复制公布后的发明专
利申请案卷和授权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案卷。

细则１１８１ （３）对于已经审结的复审案件和无效宣告案件的案卷，原
则上可以查阅和复制。

（４）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尚未审结的复审和无效案
卷负有保密责任。对于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的文件，查阅和

复制请求人仅限于该案当事人。

（５）案件结论为视为未提出、不予受理、主动撤回、视为
撤回的复审和无效案卷，对于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的文件，

查阅和复制请求人仅限于该案当事人。

（６）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审查需要要求当事人提
供的各种文件，原则上可以查阅和复制。但查阅和复制行为可

能存在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或者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

等情形的除外。

（７）涉及国家利益或者因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内部业
务及管理需要在案卷中留存的有关文件，不予查阅和复制。

５２允许查阅和复制的内容
（１）对于公布前的发明专利申请、授权公告前的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该案申请人或者代理人可以查阅和复制

该专利申请案卷中的有关内容，包括：申请文件，与申请直接

有关的手续文件，以及在初步审查程序中向申请人发出的通知

书和决定书、申请人对通知书的答复意见正文。

（２）对于已经公布但尚未公告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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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可以查阅和复制该专利申请案卷中直到公布日为止的有

关内容，包括：申请文件，与申请直接有关的手续文件，公布

文件，以及在初步审查程序中向申请人发出的通知书和决定

书、申请人对通知书的答复意见正文。

细则１１８１ （３）对于已经公告授予专利权的专利申请案卷，可以查阅
和复制的内容包括：申请文件，与申请直接有关的手续文件，

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

利单行本，专利登记簿，专利权评价报告，以及在各已审结的

审查程序 （包括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和无效宣告等）中

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向申请人或者有关当事人发出的通知

书和决定书、申请人或者有关当事人对通知书的答复意见

正文。

（４）对于处在复审程序、无效宣告程序之中尚未结案的专
利申请案卷，因特殊情况需要查阅和复制的，经有关方面同意

后，参照上述第 （１）和 （２）项的有关规定查阅和复制专利申
请案卷中进入当前审查程序以前的内容。

（５）除上述内容之外，其他文件不得查阅或者复制。

５３查阅和复制程序
查阅和复制专利申请案卷中的文件，应当按照下列顺序

进行：

（１）请求人提出书面请求并缴纳规定费用。
（２）专利局工作人员在审核请求人出具的有关证明或者证

件后，到案卷所在部门提取案卷，根据本章第 ５２节的规定对
案卷进行整理，取出不允许查阅和复制的文件。

（３）与请求人约定查阅时间并发出查阅通知书。
（４）查阅人凭查阅通知书到指定地点查阅文件，对需要复

制的文件进行复制。

（５）专利局工作人员对查阅完毕的专利申请案卷重新整理，
并将请求阅档的证明原件和证件复印件存入案卷后，将该案卷

退回所在部门。

细则１１８２及３

６案卷的保存期限和销毁

６１保存期限
已结案的案卷可分成：未授权结案 （视为撤回、撤回和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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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等）的案卷和授权后结案 （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主动放弃

专利权、未缴年费专利权终止、专利权期限届满和专利权被宣

告全部无效等）的案卷两种。

未授权结案的案卷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二年，一般为三年；

授权后结案的案卷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一般为五年。保存

期限自结案日起算。

有分案申请的原申请的案卷的保存期从最后结案的分案的

结案日起算。

作出不受理决定的专利申请文件保存期限为一年。保存期

限自不受理通知书发出之日起算。

６２销　毁
销毁前通过计算机作出案卷销毁清册，该清册记载被销毁

的案卷的案卷号、基本著录项目、销毁日期。清册经主管局长

签署同意销毁后，由主管案卷部门实施销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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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密申请与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

１保密的范围
专利法第四条规定的保密范围是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

益两个方面的发明创造。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局受理的

专利申请涉及国防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移交国防专利机

构进行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专利局认为其

受理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涉及国防利益以外的国家安

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作出按照保密专利申请

处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２保密的基准
保密的基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３专利申请的保密确定

３１申请人提出保密请求的保密确定

３１１保密请求的提出
申请人认为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涉及国家安全或

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在请求

书上作出要求保密的表示，其申请文件应当以纸件形式提交。

申请人也可以在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公布准备之前，或者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之前，提出保密请求。

申请人在提出保密请求之前已确定其申请的内容涉及国家

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提交有关部门确定密级的

相关文件。

３１２保密的确定
审查员应当根据保密基准对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并根据不

同情况确定是否需要保密。

　细则７１ （１）专利申请的内容涉及国防利益的，由国防专利局进行
保密确定。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移交国防专利局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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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向申请人发出专利申请移交国防专利局通知书；不需要

保密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保密审批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该专利

申请不予保密，按照一般专利申请处理。

　细则７２ （２）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涉及国防利益以外的国家安全
或者重大利益的，由专利局进行保密确定，必要时可以邀请相

关领域的技术专家协助确定。审查员根据保密确定的结果发出

保密审批通知书，需要保密的，通知申请人该专利申请予以保

密，按照保密专利申请处理；不需要保密的，通知申请人该专

利申请不予保密，按照一般专利申请处理。

３２专利局自行进行的保密确定
分类审查员在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进行分类时，

应当将发明内容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但申请人未

提出保密请求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挑选出来。审查员

应当参照本章第 ３１２节的规定，对上述专利申请进行保密
确定。

对于已确定为保密专利申请的电子申请，如果涉及国家安

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审查员应当将该专利申请转为纸件

形式继续审查并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此后应当以纸件形式向专

利局或国防专利局递交各种文件，不得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

提交文件。

　细则７

　细则５５

４保密专利申请的审批流程
（１）涉及国防利益需要保密的专利申请，由国防专利局进

行审查，经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专利局根据国防专利

局的审查意见作出授予国防专利权的决定，并委托国防专利局

颁发国防专利证书，同时在专利公报上公告国防专利的专利

号、申请日和授权公告日。

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国防专利权无效决定的，专

利局应当在专利公报上公告专利号、授权公告日、无效宣告决

定号和无效宣告决定日。

（２）涉及国防利益以外的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
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由专利局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审

查和管理。

审查员应当对确定需要保密的专利申请案卷作出保密标

记，在对该专利申请作出解密决定之前，对其进行保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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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和实质审查均由专利局指定的审

查员进行。

对于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和实质审查按照与一般发明

专利申请相同的基准进行。初步审查合格的保密专利申请不予

公布，实质审查请求符合规定的，直接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经

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作出授予保密发明专利权的决

定，并发出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

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初步审查按照与一般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相同的基准进行。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作

出授予保密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决定，并发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

权通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

保密专利申请的授权公告仅公布专利号、申请日和授权公

告日。

５专利申请 （或专利）的解密程序

５１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提出解密请求

保密专利申请的申请人或者保密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书面

提出解密请求。提出保密请求时提交了有关部门确定密级的相

关文件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提出解密请求时，应当附具

原确定密级的部门同意解密的证明文件。

专利局对提出解密请求的保密专利申请 （或专利）进行解

密确定，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

５２专利局定期解密
专利局每两年对保密专利申请 （或专利）进行一次复查，

经复查认为不需要继续保密的，通知申请人予以解密。

５３解密后的处理
审查员应当对已经解密的专利申请 （或专利）作出解密标

记。发明专利申请解密后，尚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按照一般发

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和管理，符合公布条件的，应当予以公

布，并出版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解密后，

尚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按照一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和

管理。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解密后，应当进行解密公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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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并按照一般专利进行管理。

６．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
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

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事先报经专

利局进行保密审查。

专利法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向外

国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不授予

专利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

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采用

下列方式之一请求专利局进行保密审查：

（１）直接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
际申请的，应当事先向专利局提出请求，并详细说明其技术

方案；

（２）向专利局申请专利后拟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
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应当在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

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前向专利局提出请求。

向专利局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视为同时提出了保密审查

请求。

上述规定中所述的向外国申请专利是指向外国国家或外国

政府间专利合作组织设立的专利主管机构提交专利申请，向有

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是指向作为 ＰＣＴ受理局的外国国
家或外国政府间专利合作组织设立的专利主管机构或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国际局提交专利国际申请。

６１准备直接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

６１１保密审查请求的提出
　细则８２ 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的文件应当包括向外国申请

专利保密审查请求书和技术方案说明书。请求书和技术方案说

明书应当使用中文，请求人可以同时提交相应的外文文本供审

查员参考。技术方案说明书应当与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内容一

致。技术方案说明书可以参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

撰写，并符合本部分第一章的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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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保密审查

　细则９１

审查员对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文件进行初步保密

审查。请求文件形式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通知请求人该

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视为未提出，请求人可以重新提

出符合规定的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技术方案明显不

需要保密的，审查员应当及时通知请求人可以就该技术方案向

外国申请专利。技术方案可能需要保密的，审查员应当将需作

进一步保密审查、暂缓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审查意见通知请求

人。审查员发出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意见通知书，将上述

审查结论通知请求人。

请求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四个月内收到向外国申请专利

保密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可以就该技术方案向外国申请专利。

　细则９２ 已通知请求人暂缓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审查员应当作进一

步保密审查，必要时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协助审查。

审查员根据保密审查的结论发出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决

定，将是否同意就该技术方案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审查结果通知

请求人。

请求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六个月内收到向外国申请专利

保密审查决定的，可以就该技术方案向外国申请专利。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条所称申请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四

个月或六个月内收到相应通知或决定，是指专利局发出相应通

知或决定的推定收到日未在规定期限内。

　细则８２

６２申请专利后拟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

６２１保密审查请求的提出
申请人拟在向专利局申请专利后又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

当在提交专利申请同时或之后提交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

求书。未按上述规定提出请求的，视为未提出请求。向外国申

请专利的内容应当与该专利申请的内容一致。

６２２保密审查
对提出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的专利申请，审查员

应当参见本章第６１２节中的规定进行保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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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国际申请的保密审查

　细则８２ ６３１保密审查请求的提出
申请人向专利局提交国际申请的，视为同时提出向外国申

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

６３２保密审查
国际申请不需要保密的，审查员应当按照正常国际阶段程

序进行处理。国际申请需要保密的，审查员应当自申请日起三

个月内发出因国家安全原因不再传送登记本和检索本的通知

书，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该申请将不再作为国际申请处理，终

止国际阶段程序。申请人收到上述通知的，不得就该申请的内

容向外国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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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通知和决定

１通知和决定的产生

１１通知和决定
在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复审程序、无效宣告程序以及专

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程序中，审查员根据不同情况，

将作出各种通知和决定。这些通知和决定主要包括：专利申请

受理通知书、审查意见通知书、补正通知书、手续合格通知

书、视为撤回通知书、恢复权利请求审批通知书、发明专利申

请实质审查请求期限届满前通知书、缴费通知书、费用减缓审

批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

公布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授予发

明专利权通知书、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书、授予外观设计

专利权通知书、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通

知书、专利权终止通知书、驳回决定、复审决定书、无效宣告

请求审查决定等。

１２通知和决定的撰写
撰写通知和决定应当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本指南的

有关规定。

除本指南中其他章节作出专门规定之外，通知和决定一般

应当包括：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通知或者决定的内容、署

名和／或盖章、发文日期。其中：
（１）收件人信息包括：收件人地址、邮政编码、收件人

姓名。

（２）著录项目包括：申请号 （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

全体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如果是无效、中止

程序中的通知书，还应当包括全体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３）通知、决定的内容包括：通知或者决定的名称及正文。
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通知或者决定时，应当说明理由，必要

时指明后续法律程序。

（４）署名和／或盖章：通知和决定应当有审查员署名或者盖
章；需要审核的，还应当由审核人员署名或者盖章；发出的通

知和决定均应当加盖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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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委员会审查业务用章。

２通知和决定的送达

细则４ ２１送达方式

２１１邮　寄
邮寄送达文件是指通过邮局把通知和决定送交当事人。除

另有规定外，邮寄的文件应当挂号，并应当在计算机中登记挂

号的号码、收件人地址和姓名、文件类别、所涉及的专利申请

号、发文日期、发文部门。邮寄被退回的函件要登记退函日期。

２１２直接送交
经专利局同意，专利代理机构可以在专利局指定的时间和

地点，按时接收通知和决定。特殊情况下经专利局同意，当事

人本人也可以在专利局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接收通知和决定。

除受理窗口当面交付受理通知书和文件回执外，当面交付

其他文件时应当办理登记签收手续。特殊情况下，应当由当事

人在申请案卷上签字或者盖章，并记录当事人身份证件的名

称、号码和签发单位。

２１３电子方式送达
对于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的专利申请，专利局以电子文件

形式向申请人发出各种通知书、决定和其他文件的，申请人应

当按照电子专利申请系统用户注册协议规定的方式接收。

２１４公告送达
专利局发出的通知和决定被退回的，审查员应当与文档核

对；如果确定文件因送交地址不清或者存在其他原因无法再次

邮寄的，应当在专利公报上通过公告方式通知当事人。自公告

之日起满一个月，该文件视为已经送达。

２２收 件 人

２２１当事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当事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通知和决定的收件人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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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书中填写的联系人。若请求书中未填写联系人的，收件人为

当事人；当事人有两个以上时，请求书中另有声明指定非第一

署名当事人为代表人的，收件人为该代表人；除此之外，收件

人为请求书中第一署名当事人。

２２２当事人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当事人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通知和决定的收件人为该

专利代理机构指定的专利代理人。专利代理人有两个的，收件

人为该两名专利代理人。

２２３其他情况
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在专利局已被告知的情况下，

通知和决定的收件人是法定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

细则４ ２３送 达 日

２３１邮寄、直接送交和电子方式送达
通过邮寄、直接送交和电子方式送达的通知和决定，自发

文日起满十五日推定为当事人收到通知和决定之日。对于通过

邮寄的通知和决定，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收到日在推定

收到日之后的，以实际收到日为送达日。

２３２公告送达
通知和决定是通过在专利公报上公告方式通知当事人的，

以公告之日起满一个月推定为送达日。当事人见到公告后可以

向专利局提供详细地址，要求重新邮寄有关文件，但仍以自公

告之日起满一个月为送达日。

３退件的处理和文件的查询

３１退件的处理
邮寄退回的通知和决定由发文部门作计算机登录，再转送

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处理退件首先应当根据申请文档中申请人、专利代理机构

提供的各种文件进行分析，查清退件的原因。能够重新确定正

确地址和收件人的，更正后重新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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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件经过处理仍无法邮寄或者再次被退回时，根据通知和

决定的性质，必要时采用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退件 （连同信封）应当存档。

３２文件的查询
当事人陈述未收到专利局的某一通知和决定的，应当由退

件处理部门进行查询。查询首先在专利局发文部门进行，查询

结果 （包括通知和决定的发文日期、挂号号码和收件人）应当

由退件处理部门通知当事人。

当事人需要进一步了解送达情况的，应当办理邮路查询手

续，由发文部门通过当地邮局查询收件人所在邮政部门。查询

结果表明未送达的责任在专利局或者邮局的，应当按照新的发

文日重新发出有关通知和决定；查询结果表明未送达的责任在

收件人所在单位收发部门或者收件人本人及其有关人员的，专

利局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重新发出有关通知和决定的复印

件，但不得变更发文日。

邮路查询时效为十个月，自发文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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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期限、权利的恢复、中止

１期限的种类

１１法定期限
法定期限是指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各种期限。例

如，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请求期限 （专利法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办理登记手续的期限 （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１２指定期限
指定期限是指审查员在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作出的各

种通知中，规定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其他当事人作出答复

或者进行某种行为的期限。例如，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七条的规

定，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专利

法规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

见，或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该期限由审查员指定。又如，根

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根据专利法及

其实施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证件和证明文件是外文的，专利局

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中文译文，该

期限也由审查员指定。

指定期限一般为两个月。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程序

中，申请人答复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为四个月。对于

较为简单的行为，也可以给予一个月或更短的期限。上述指定

期限自推定当事人收到通知之日起计算。

２期限的计算

２１期限的起算日
（１）自申请日、优先权日、授权公告日等固定日期起计算
大部分法定期限是自申请日、优先权日、授权公告日等

固定日期起计算的。例如，专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专利权的

期限均自申请日起计算。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要求外

国优先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在十二个月内提

出，该期限的起算日为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 （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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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日）。

（２）自通知和决定的推定收到日起计算
全部指定期限和部分法定期限自通知和决定的推定收到日

起计算。例如，审查员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指定申请

人陈述意见或者修改其申请的期限 （指定期限）是自推定申请

人收到审查意见通知书之日起计算；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人办理登记手续的期限 （法定期限）是自

推定申请人收到授予专利权通知之日起计算。

细则４３ 推定收到日为自专利局发出文件之日 （该日期记载在通知

和决定上）起满十五日。例如，专利局于２００１年７月４日发出
的通知书，其推定收到日为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９日。

２２期限的届满日
期限起算日加上法定或者指定的期限即为期限的届满日。

相应的行为应当在期限届满日之前、最迟在届满日当天完成。

细则５ ２３期限的计算
期限的第一日 （起算日）不计算在期限内。期限以年或者

月计算的，以其最后一月的相应日 （与起算日相对应的日期）

为期限届满日；该月无相应日的，以该月最后一日为期限届满

日。例如，一件发明专利申请的申请日为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其
实质审查请求期限的届满日应当是２００１年６月１日。又如，专
利局于２００８年 ６月 ６日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定期限两个
月，其推定收到日是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１日 （遇休假日不顺延），则

期限届满日应当是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１日。再如，专利局于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１６日发出的通知书，其推定收到日是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如果该通知书的指定期限为两个月，则期限届满日应当是２０００
年２月２９日。

期限届满日是法定休假日或者移用周休息日的，以法定休

假日或者移用周休息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限届满日，该第

一个工作日为周休息日的，期限届满日顺延至周一。法定休假

日包括国务院发布的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二条规

定的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和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

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周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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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限的监视

３１期限的确定
各种期限均自期限起算日确定。例如，申请人提出专利申

请，并确定了其申请日后，在建立专利申请文档的同时确定自

申请日起算的各种期限；审查员在作出各种与期限有关的通知

和决定时，确定自该通知和决定推定收到日起算的答复期限。

３２期限监视方式
各种期限的监视一般由计算机系统进行。申请人办理与期

限有关的手续后，在计算机系统中应当记录办理手续的日期，

并将该日期与期限届满日进行比较，确定该手续在期限方面的

合法性。

期限以日为单位进行监视并及时处理。期限届满日起满一个

月尚未销去的期限，应当予以处理，作出相应处理决定。例如，

专利局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４日发出补正通知书指定申请人于一个月内
提交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的中文译本，该通知书的推定收到日为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９日，期限届满日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９日，如果专利
局一直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中文译本，应当于 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 １９
日后针对该期限进行处理，并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３３期限届满的通知
（１）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请求期限届满前三个月，对尚

未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或者尚未缴纳实质审查费的发明专利申请

发出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请求期限届满前通知书，通知申请

人办理有关手续。

（２）专利年费缴纳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对尚未缴纳相关费
用的专利发出缴费通知书，通知专利权人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九十八条规定的滞纳期内缴纳相关费用及滞纳金。

（３）其他期限届满前不发出通知书提示。

４期限的延长

４１延长期限请求
细则６４及７１ 当事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期限内进行或者完成某一行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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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程序时，可以请求延长期限。可以请求延长的期限仅限于指

定期限。但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不

得延长。

细则６４及９９２ 请求延长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提交延长期限请求

书，说明理由，并缴纳延长期限请求费。延长期限请求费以月

计算。

４２延长期限请求的批准
延长期限请求由作出相应通知和决定的部门或者流程管理

部门进行审批。

延长的期限不足一个月的，以一个月计算。延长的期限不

得超过两个月。对同一通知或者决定中指定的期限一般只允许

延长一次。

延长期限请求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长期限审

批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延长期限的理由；符合规定的，审查员

应当发出延长期限审批通知书，在计算机系统中更改该期限的

届满日，继续监视该期限。

５耽误期限的处置

５１作出处分决定前的审核
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耽误期限的后果是丧失各种相应的

权利，这些权利主要包括：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优先

权等。

审查员在作出各种处分决定前，应当对是否需要作出该决

定进行复核，当确认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在规定期限之内未

完成应当完成的行为时，再作出相应的处分决定。

５２处分决定
因耽误期限作出的处分决定主要包括：视为撤回专利申请

权、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专利权终止、不予受理、视

为未提出请求和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等。

处分决定的撰写应当符合本部分第六章第 １２节的规定，
并自期限届满日起满一个月后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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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作出处分决定后的处理
处分决定不影响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的，原程序继续

进行。

处分决定作出后，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丧失的，应当

按照规定给予两个月 （自该处分决定的推定收到日起算）的恢

复权利请求期限，期满未提出恢复权利请求或者恢复权利请求

不符合规定的，自处分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四个月 （涉及复审或

者无效宣告程序的为六个月）后分别按照以下情形处理：

（１）处分决定涉及尚未公开的专利申请的，应当对处分决
定再次复核，确定无误的，将专利申请进行失效处理。

（２）处分决定涉及已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已公告的专
利的，应当对处分决定再次复核，确定无误的，在专利公报上

公告相应处分决定，将专利申请 （或专利）进行失效处理。

作出丧失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的处分决定后又收到有

关文件表明相关手续已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的，流程部门应当

及时撤销有关处分决定，发出修改更正通知书，处分决定已公

告的还应当作出公告更正。

　细则６ ６权利的恢复

６１适用范围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了当事人因耽

误期限而丧失权利之后，请求恢复其权利的条件。该条第五款

又规定，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优先权期限、专利权期限和

侵权诉讼时效这四种期限被耽误而造成的权利丧失，不能请求

恢复权利。

６２手　续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请求恢复权利的，

应当自收到专利局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处分决定之日起两个

月内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说明理由，并同时缴纳恢复权利请

求费；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请求恢复权利

的，应当自障碍消除之日起两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内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说明理由，必要时还应当附具有

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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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在请求恢复权利的同时，应当办理权利丧失前应当

办理的相应手续，消除造成权利丧失的原因。例如，申请人因

未缴纳申请费，其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后，在请求恢复其申请

权的同时，还应当补缴规定的申请费。

６３审　批
审查员应当按照本章第 ６１节和第 ６２节的规定对恢复权

利的请求进行审查。

（１）恢复权利的请求符合规定的，应当准予恢复权利，并
发出恢复权利请求审批通知书。申请人提交信函表明请求恢复

权利的意愿，只要写明申请号 （或专利号）并且签字或者盖章

符合要求的，可视为合格的恢复权利请求书。

（２）已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请求或缴足恢复权利请求
费，但仍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恢复权利手续补

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之内补正或者补办有关手

续，补正或者补办的手续符合规定的，应当准予恢复权利，并

发出恢复权利请求审批通知书。期满未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

合规定的，不予恢复，发出恢复权利请求审批通知书，并说明

不予恢复的理由。

经专利局同意恢复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的，继续专利

审批程序。对于已公告过处分决定的，还应当在专利公报上公

告恢复权利的决定。

细则８６１及８７ ７中止程序
中止，是指当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受理了

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权属纠纷，或者人民法院裁定对专利

申请权 （或专利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专利局根据权属纠

纷的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人民法院的要求中止有关程序的行为。

７１请求中止的条件
请求专利局中止有关程序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细则８６１ （１）当事人请求中止的，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权属纠

纷已被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受理；人民法院要

求协助执行对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

应当已作出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

细则８７ （２）中止的请求人是权属纠纷的当事人或者对专利申请权

专利审查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　　　　　　　　　　　　　　　　　期限、权利的恢复、中止



４７５（５－４１　　　）

（或专利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

７２中止的范围
细则８８ 中止的范围是指：

（１）暂停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授予专
利权和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

（２）暂停视为撤回专利申请、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未缴
年费终止专利权等程序；

（３）暂停办理撤回专利申请、放弃专利权、变更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转移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

权）、专利权质押登记等手续。

中止请求批准前已进入公布或者公告准备的，该程序不受

中止的影响。

７３请求中止的手续和审批

７３１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的中止

７３１１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中止的手续
细则８６２ 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专利局中

止有关程序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１）提交中止程序请求书；
（２）附具证明文件，即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

院的写明专利申请号 （或专利号）的有关受理文件正本或者

副本。

７３１２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中止的审批及处理
专利局收到当事人提出的中止程序请求书和有关证明后，

专利局的流程管理部门应当审查是否满足下列各项条件：

（１）请求中止的专利申请 （或专利）未丧失权利，涉及无

效宣告程序的除外；

（２）未执行中止程序；
（３）请求是由有关证明文件中所记载的权属纠纷当事人

提出；

（４）受理权属纠纷的机关对该专利申请 （或专利）权属纠

纷案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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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证明文件中记载的申请号 （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

称和权利人与请求中止的专利申请 （或专利）记载的内容

一致；

（６）中止请求书与证明文件其他方面符合规定的形式
要求。

不满足上述第 （１）至 （５）项条件的，审查员应当向中止
程序请求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不满足上述第 （６）项条
件的，例如中止程序请求书不符合格式要求或者提交的证明文

件不是正本或者副本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

书，通知中止程序请求人在一个月的期限内补正其缺陷。补正

期限内，暂停有关程序。期满未补正的或者补正后仍未能消除

缺陷的，应当向中止程序请求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恢复

有关程序。

满足上述条件或者经补正后满足上述条件的，应当执行中

止，审查员应当向专利申请 （或专利）权属纠纷的双方当事人

发出中止程序请求审批通知书，并告知中止期限的起止日期

（自提出中止请求之日起）。对处于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专利，专

利局的流程管理部门还应当将执行中止的决定通知专利复审委

员会，由专利复审委员会通知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当事人。

７３２因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中止

细则８７ ７３２１因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中止的手续
因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措施需要中止有关程序

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１）人民法院应当将对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进行财产

保全的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专利局指定的接收部

门，并提供人民法院的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收件人姓名。

（２）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应当写明要求专利局协
助执行的专利申请号 （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财产保全期限等内容。

（３）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专利申请 （或专利）处于有

效期内。

７３２２因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中止的审核及处理
专利局收到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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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本章第 ７３２１节的规定进行审核，并按照下列情形
处理：

（１）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发出不予执行财产保
全通知书，说明不执行中止的原因并继续原程序。

（２）符合规定的，应当执行中止，并向人民法院和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发出保全程序开始通知书，说明协助执行财产

保全期限的起止日期 （自收到民事裁定书之日起），并对专利

权的财产保全予以公告。

（３）对已执行财产保全的不得重复进行保全。执行中止
后，其他人民法院又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可以轮候保

全。专利局应当进行轮候登记，对轮候登记在先的，自前一保

全结束之日起轮候保全开始。

对于处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专利，专利局的流程管理部门

还应当将执行中止的决定通知专利复审委员会，由专利复审委

员会通知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当事人。

７４中止的期限

细则８６３ ７４１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中止的期限
对于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权属纠纷的当事人提出的中

止请求，中止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一年，即自中止请求之日起满

一年的，该中止程序结束。

有关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权属纠纷在中止期限一年内

未能结案，需要继续中止程序的，请求人应当在中止期满前请

求延长中止期限，并提交权属纠纷受理部门出具的说明尚未结

案原因的证明文件。中止程序可以延长一次，延长的期限不得

超过六个月。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长期限审批通

知书并说明不予延长的理由；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

长期限审批通知书，通知权属纠纷的双方当事人。

细则８７ ７４２因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中止的期限
对于人民法院要求专利局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执行中止程

序的，中止期限一般为六个月。自收到民事裁定书之日起满六

个月的，该中止程序结束。

人民法院要求继续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在中止期限

届满前将继续保全的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专利局，经审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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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７３２１节规定的，中止程序续展六个月。对于同一法
院对同一案件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保全裁定，专利局中止的期

限不超过十二个月，在审判程序中作出的保全裁定，专利局中

止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

７４３涉及无效宣告程序的中止期限
对涉及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专利，应权属纠纷当事人请求的

中止或者应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中止，中止期限

不超过一年，中止期限届满专利局将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７５中止程序的结束

７５１权属纠纷的当事人提出的中止程序的结束
细则８６３ 中止期限届满，专利局自行恢复有关程序，审查员应当向

权属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

对于尚在中止期限内的专利申请 （或专利），地方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产生法律

效力之后 （涉及权利人变更的，在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之

后），专利局应当结束中止程序。

专利局收到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或者人民法院送交的调解书、裁定书或者判决书后，应当审查

下列各项：

（１）文件是否有效，即是否是正式文本 （正本或副本），

是否是由有管辖权的机关作出的。

（２）文件中记载的申请号 （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和

权利人是否与请求结束中止程序的专利申请 （或专利）中记载

的内容一致。

（３）文件是否已生效，如判决书的上诉期是否已满 （调解

书均没有上诉期）。当不能确定该文件是否已发生法律效力时，

审查员应当给另一方当事人发出收到人民法院判决书的通知

书，确认是否提起上诉；在指定的期限内未答复或者明确不上

诉的，文件视为发生法律效力。提起上诉的，当事人应当提交

上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文件，原人民法院判决书不发生法律

效力。

文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向请求人发出视为未提出

通知书，继续中止程序。文件符合规定并且未涉及权利人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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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双方当事人，

恢复有关程序。

文件符合规定，但涉及权利人变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

理手续补正通知书，通知取得权利一方的当事人在收到通知书

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并补办在中止程序中

应办而未办的其他手续；取得权利一方的当事人办理有关手续

后，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双方当事人，

恢复有关程序。期满未办理有关手续的，视为放弃取得专利申

请权 （或专利权）的权利，审查员应当向取得权利的一方当事

人发出视为放弃取得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权利通知书，期满

未办理恢复手续的，中止程序结束，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

结束通知书，通知权属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恢复有关程序。

细则８７ ７５２因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中止程序的结束
中止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没有要求继续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人民法院和申

请人 （或专利权人），恢复有关程序，并对专利权保全解除予

以公告。有轮候保全登记的，对轮候登记在先的，自前一保全

结束之日起轮候保全开始，中止期限为六个月。审查员应当向

前一个人民法院和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

知书，向轮候登记在先的人民法院和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发

出保全程序开始通知书，说明协助执行财产保全期的起止日

期，并对专利权的财产保全予以公告。

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送达解除保全通知书

后，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

书，通知人民法院和申请人 （或专利权人），恢复有关程序，

并对专利权的保全解除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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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专利公报和单行本的编辑

细则９０ １专利公报

１１专利公报的种类
专利局编辑出版的专利公报有发明专利公报、实用新型专

利公报和外观设计专利公报。专利公报以期刊形式发行，同时

以电子公报形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上公布，或者以专

利局规定的其他形式公布。专利公报按照年度计划出版，三种

专利公报每周各出版一期。

１２专利公报的内容

１２１发明专利公报
发明专利公报包括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国际专利申请公

布、发明专利权授予、保密发明专利、发明专利事务、索引

（申请公布索引、授权公告索引）。

１２１１发明专利申请公布
发明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合格后，自申请日 （有优先权

的，为优先权日）起满十五个月进行公布准备，并于十八个月

期满时公布。发明专利申请人在初步审查合格前，要求提前公

布其专利申请的，自初步审查合格之日起进行公布准备；在初

步审查合格后，要求提前公布其专利申请的，自提前公布请求

合格之日起进行公布准备，并及时予以公布。自申请日 （有优

先权的，为优先权日）起满十五个月，因各种原因初步审查尚

未合格的发明专利申请将延迟公布。在初步审查程序中被驳

回、被视为撤回以及在公布准备之前申请人主动撤回或确定保

密的发明专利申请不予公布。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摘要和摘要附

图，但说明书没有附图的，可以没有摘要附图。著录事项主要

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申请号、公布号 （出版号）、公布日、

申请日、优先权事项、申请人事项、发明人事项、专利代理事

项、发明名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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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２发明专利权授予
发明专利申请人根据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和办理

登记手续通知，按时缴纳专利登记费、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

和其他有关费用后，该专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并予以

公告。

发明专利权授予公告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摘要和摘要

附图，但说明书没有附图的，可以没有摘要附图。著录事项主

要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号 （出版号）、

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优先权事项、专利权人事项、发明人事

项、专利代理事项、发明名称等。

１２１３保密发明专利和国防发明专利
保密发明专利只公告保密专利权的授予和保密专利的解

密，保密专利公告的著录事项包括：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

告日等。

保密发明专利解密后，在专利公报的解密栏中予以公告，

出版单行本。

国防发明专利权的授予和解密的公告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１２１４发明专利事务
发明专利事务公布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和发明专利作出

的决定和通知。包括：实质审查请求的生效，专利局对专利申

请自行进行实质审查的决定，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发

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撤回，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视为撤回，

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专利权的全部 （或部分）无效宣告，专

利权的终止，专利权的主动放弃，专利申请 （或专利）权利的

恢复，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专

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专利

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著录事项的变更，文件的公告送

达，专利局的更正，其他有关事项等。

１２１５索　引
发明索引分申请公布索引和授权公告索引两种。每种索引

又分国际分类号索引、申请号索引 （或者专利号索引）、申请

人索引 （或者专利权人索引）和公布号／申请号 （授权公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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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号）对照表索引。

１２２实用新型专利公报
实用新型专利公报包括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保密实用新

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事务和授权公告索引。

１２２１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人根据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和

办理登记手续通知，按时缴纳专利登记费、授予专利权当年的

年费和其他有关费用后，该专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并予

以公告。

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公告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摘要和

摘要附图。著录事项主要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专利号、授

权公告号 （出版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优先权事项、专

利权人事项、发明人事项、专利代理事项、实用新型名称。

申请人在申请时对同样的发明创造已申请发明专利作出说

明的，应予以公告。

１２２２保密实用新型专利和国防实用新型专利
保密实用新型专利只公告保密专利权的授予和保密专利的

解密，保密专利公告的著录事项包括：专利号、申请日、授权

公告日等。

保密实用新型专利解密后，在专利公报的解密栏中予以公

告，出版单行本。

国防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授予和解密的公告参照上述规定

执行。

１２２３实用新型专利事务
实用新型专利事务公布专利局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实用

新型专利作出的决定和通知。包括：专利权的全部 （或部分）

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专利权的主动放弃，避免重复授权

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专利权的恢复，专利权的转移，专利实

施的强制许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专利权的质押、保

全及解除，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著录事项的变

更，文件的公告送达，专利局的更正，其他有关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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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４授权公告索引
实用新型授权公告索引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索引、专利号

索引、专利权人索引和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表索引。

１２３外观设计专利公报
外观设计专利公报包括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授予、外观设计

专利事务和授权公告索引。

１２３１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根据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和

办理登记手续通知，按时缴纳专利登记费、授予专利权当年的

年费和其他有关费用后，该专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并予

以公告。

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公告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外观设

计专利的一幅图片或者照片。著录事项主要包括：分类号、专

利号、授权公告号 （出版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优先权

事项、专利权人事项、设计人事项、专利代理事项、使用该外

观设计的产品名称等。

１２３２外观设计专利事务
外观设计专利事务公布专利局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和外观

设计专利作出的决定和通知。包括：专利权的全部 （或部分）

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专利权的主动放弃，专利权的恢

复，专利权的转移，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专利权的质

押、保全及其解除，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著录事

项的变更，文件的公告送达，专利局的更正，其他有关事项等。

１２３３授权公告索引
外观设计授权公告索引包括外观设计分类号索引、专利号

索引、专利权人索引和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表索引。

１３专利公报的编辑

１３１申请文件的编辑
用于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以及用于授权公告的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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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文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或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

应当符合制版要求，著录事项应当与公布准备或授权公告准备

时专利申请文档记载的内容一致。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或发明专利权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授予

按照国际专利分类号顺序编辑，主分类号相同的按照申请号顺

序编辑。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授予按照外观设计分类号顺序编辑，分

类号相同的按照申请号顺序编辑。

专利公报每一版面分左右两栏，自上而下，自左至右连续

编排。

１３２事务部分的编辑
各种专利公报事务部分编辑的原则：

（１）授予专利权公告之前专利局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的权利丧失作出的决定不予刊登；公布之前专利局对发

明专利申请的权利丧失作出的决定不予刊登。

（２）刊登专利局作出的各种已经生效的按照规定应当公告
的决定。

（３）同一期公报中公布两项以上相同事务时，按照主分类
号顺序编辑，主分类号相同的按照申请号顺序编辑。

１３２１实质审查请求的生效、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自行进
行实质审查的决定

本事务仅适用于发明专利申请。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

号、专利申请号、申请日。

１３２２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撤回和视为撤回
本事务仅适用于已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布的项目包

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公布日。

１３２３发明专利申请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

１３２４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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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５专利权的终止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

告日。

１３２６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的生效、变更及注销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生效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

专利号、备案号、让与人、受让人、发明名称、申请日、发明

公布日、授权公告日、许可种类 （独占、排他、普通）、备

案日。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变更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

专利号、备案号、变更日、变更项 （许可种类、让与人、受让

人）及变更前后内容。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注销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

专利号、备案号、让与人、受让人、许可合同备案解除日。

１３２７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的生效、变更及注销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生效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

利号、登记号、质押合同登记生效日、出质人、质权人、发明

名称、申请日、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变更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

利号、登记号、变更日、变更项 （出质人、质权人）及变更前

后内容。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注销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

利号、登记号、出质人、质权人、申请日、授权公告日、质押

合同登记解除日。

１３２８专利权的保全及其解除
保全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

公告日、保全登记生效日。

保全解除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保全解除日。

１３２９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 （专利号）、变

更项目、变更前权利人、变更后权利人、登记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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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１０专利权的全部或者部分无效宣告
专利权全部无效宣告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

号、授权公告日、无效宣告决定号、无效宣告决定日。

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公布的内容包括：主分类号、专利

号、授权公告日、无效宣告决定号、无效宣告决定日、维持有

效的权利要求。

１３２１１专利权的主动放弃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

日、放弃生效日。

１３２１２避免重复授权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

日、放弃生效日。

１３２１３权利的恢复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 （专利号）、原

决定名称、原决定公告日。

１３２１４文件的公告送达
由于文件送交地址不清，专利局无法通知当事人在规定

或者指定的期限内答复或者办理手续的，应当在通知事项栏中

公布。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申请号、收件人、文件

名称。

１３２１５其他有关事项
各事务栏内未规定的其他需要公告的内容，在本栏内

公布。

１３２１６更　正
专利局对专利公报上出现的印刷及其他错误，一经发现，

应当在更正栏中及时更正。各种不同类型错误的更正分别公

布。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申请号 （或专利号）、原公

告所在卷号、更正项目、更正前内容、更正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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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索引的编辑

１３３１分类号索引
对于发明和实用新型，按照国际专利分类号编辑；对于外

观设计按照外观设计分类号编辑。

分类号索引按照分类号为序，分类号相同的以公布号或者

授权公告号为序。

分类号索引的项目包括：分类号，公布号或者授权公

告号。

１３３２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索引
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索引以申请号或者专利号为序。

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索引的项目包括：申请号或者专利号，

公布号或者授权公告号。

１３３３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索引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索引以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姓名或

者名称的拼音顺序为序。第一汉字相同的以第二汉字的拼音顺

序为序，以此类推。外文名称排列在最前面，并以字母顺序为

序。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相同的，以公布号或者授权公告号

为序。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索引的项目包括：申请人或者专利权

人，公布号或者授权公告号。

１３３４公布号／申请号 （授权公告号／专利号）索引
公布号／申请号 （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表索引以公布

号 （授权公告号）为序。

公布号／申请号 （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表索引的项目
包括：公布号 （授权公告号），申请号 （专利号）。

细则９１ ２专利申请及专利单行本
专利局编辑出版单行本。专利申请及专利单行本每周出版

一次，与相应的专利公报同一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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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单行本的种类
单行本的种类包括：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发明专利单行

本、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及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

２２单行本的内容

２２１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
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 “Ａ”。包括：扉

页、权利要求书、说明书 （说明书有附图的，包含说明书附

图）。

扉页由著录事项、摘要、摘要附图组成，说明书无附图

的，则没有摘要附图。其内容应当与同一天出版的专利公报中

相应专利申请的内容一致。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发明

专利申请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中指明的文本为准。

２２２发明专利单行本
发明专利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 “Ｂ”。包括：扉页、权

利要求书、说明书 （说明书有附图的，包含说明书附图）。

扉页由著录事项、摘要、摘要附图组成，说明书无附图

的，则没有摘要附图。其内容比同一天出版的专利公报中相应

发明专利的内容增加审查员项和对比文件项。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授予专

利权通知书中指明的文本为准。

发明专利权授予之后，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书需要

修改后才能维持专利权的，应当再次出版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书，其文献种类代码依次为 “Ｃ１－Ｃ７”，并标明修改后的权利
要求书的公告日。

２２３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
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 “Ｕ”。包括：扉

页、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说明书附图。

扉页由著录事项、摘要和摘要附图组成，其内容应当与同

一天出版的实用新型专利公报中相应实用新型专利的内容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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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授予

专利权通知书中指明的文本为准。

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之后，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书

需要修改后才能维持专利权的，应当再次出版该修改后的权利

要求书，其文献种类代码依次为 “Ｙ１－Ｙ７”，并标明修改后的
权利要求书的公告日。

２２４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
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 “Ｓ”。包括：扉

页、彩色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

扉页由著录事项、一幅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组成，其内

容应当与同一天出版的外观设计专利公报中相应的外观设计专

利内容一致。

彩色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授予

专利权通知书中指明的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为准。

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之后，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图片或者照

片需要修改后才能维持专利权的，应当再次出版该修改后的图

片或者照片，其文献种类代码依次为 “Ｓ１－Ｓ７”，并标明修改
后的图片或者照片的公告日。

２３更　正
细则５８及
９０１（１５）

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发明专利单行本、实用新

型专利单行本及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的错误，一经发现，应当

及时更正，重新出版更正的专利申请或专利单行本，并在其扉

页上作出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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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专利权的授予和终止

１专利权的授予

１１专利权授予的程序

１１１授予专利权通知
法３９及４０ 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专利局应当作出授予专利

权的决定，颁发专利证书，并同时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报上

予以登记和公告。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在授予专利权之前，专利局应当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

知书。

细则５４１ １１２办理登记手续通知
专利局发出授予专利权通知书的同时，应当发出办理登记

手续通知书，申请人应当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办理登

记手续。

细则９７ １１３登记手续
申请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应当按照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

中写明的费用金额缴纳专利登记费、授权当年 （办理登记手续

通知书中指明的年度）的年费、公告印刷费，同时还应当缴纳

专利证书印花税。

法３９及４０
细则５４１

１１４颁发专利证书、登记和公告授予专利权
申请人在规定期限之内办理登记手续的，专利局应当颁发

专利证书，并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

生效。

申请人办理登记手续后，专利局应当制作专利证书，进行

专利权授予登记和公告授予专利权决定的准备。专利证书制作

完成后即可按照本部分第六章第 ２１１节中的规定送交专利权
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可按照本部分第六章第 ２１２节中的规
定直接送交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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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５４２ １１５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
专利局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

后，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按照本章第 １１３节规定办理登记
手续的，应当发出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通知书。该通知书应当

在办理登记手续期满一个月后作出，并指明恢复权利的法律程

序。自该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四个月期满，未办理恢复手续的，

或者专利局作出不予恢复权利决定的，将专利申请进行失效处

理。对于发明专利申请，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还应当在专

利公报上予以公告。

１２专利证书

１２１专利证书的构成
专利证书由证书首页和专利单行本构成。

专利证书应当记载与专利权有关的重要著录事项、国家知

识产权局印记、局长签字和授权公告日等。

著录事项包括：专利证书号 （顺序号）、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号 （即申请号）、专利申请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姓名和

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当一件专利的著录事项过长，在一页

纸上记载有困难的，可以增加附页；证书中的专利单行本的总

页数超过１１０页，则自第１０１页起以续本形式制作。

１２２专利证书副本
一件专利有两名以上专利权人的，根据共同权利人的请

求，专利局可以颁发专利证书副本。对同一专利权颁发的专利

证书副本数目不能超过共同权利人的总数。专利权终止后，专

利局不再颁发专利证书副本。

颁发专利证书后，因专利权转移发生专利权人变更的，专

利局不再向新专利权人或者新增专利权人颁发专利证书副本。

专利证书副本标有 “副本”字样。专利证书副本与专利证

书正本格式、内容应当一致。颁发专利证书副本应当收取专利

证书副本费和印花税。

１２３专利证书的更换
专利权权属纠纷经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调解或者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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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调解或者判决后，专利权归还请求人的，在该调解或者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可以在办理变更专利权人手续合格

后，请求专利局更换专利证书。专利证书损坏的，专利权人可

以请求更换专利证书。专利权终止后，专利局不再更换专利证

书。因专利权的转移、专利权人更名发生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

称变更的，均不予更换专利证书。

请求更换专利证书应当交回原专利证书，并缴纳手续费。

专利局收到更换专利证书请求后，应当核实专利申请文档，符

合规定的，可以重新制作专利证书发送给当事人，更换后的证

书应当与原专利证书的格式、内容一致。原证书记载 “已更

换”字样后存入专利申请案卷。

１２４专利证书打印错误的更正
专利证书中存在打印错误时，专利权人可以退回该证书，

请求专利局更正。专利局经核实为打印错误的，应予更正，并

应当将更换的证书发给专利权人。原证书记载 “已更换”字样

后存入专利申请案卷。

专利证书遗失的，除专利局的原因造成的以外，不予

补发。

１３专利登记簿

１３１专利登记簿的格式
细则８９ 专利局授予专利权时应当建立专利登记簿。专利登记簿登

记的内容包括：专利权的授予，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

保密专利的解密，专利权的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专利权

的恢复，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

备案，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以及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国

籍、地址的变更。

上述事项一经作出即在专利登记簿中记载，专利登记簿登

记的事项以数据形式储存于数据库中，制作专利登记簿副本

时，按照规定的格式打印而成，加盖证件专用章后生效。

１３２专利登记簿的效力
授予专利权时，专利登记簿与专利证书上记载的内容是一

致的，在法律上具有同等效力；专利权授予之后，专利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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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变更仅在专利登记簿上记载，由此导致专利登记簿与专

利证书上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以专利登记簿上记载的法律状

态为准。

１３３专利登记簿副本
细则１１８１ 专利登记簿副本依据专利登记簿制作。专利权授予公告之

后，任何人都可以向专利局请求出具专利登记簿副本。请求出

具专利登记簿副本的，应当提交办理文件副本请求书并缴纳相

关费用。

专利局收到有关请求和费用后，应当制作专利登记簿副

本，经与专利申请文档核对无误后，加盖证件专用章后发送请

求人。

２专利权的终止

２１专利权期满终止
法４２ 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

专利权期限为十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例如，一件实用新型

专利的申请日是 １９９９年 ９月 ６日，该专利的期限为 １９９９年 ９
月６日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５日，专利权期满终止日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６
日 （遇节假日不顺延）

专利权期满时应当及时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报上分别予

以登记和公告，并进行失效处理。

２２专利权人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终止

细则９８ ２２１年　费
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应当在办理登记手续的同时缴纳，

以后的年费应当在上一年度期满前缴纳。缴费期限届满日是申

请日在该年的相应日。

２２１１年　度
专利年度从申请日起算，与优先权日、授权日无关，与自

然年度也没有必然联系。例如，一件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是１９９９
年６月１日，该专利申请的第一年度是１９９９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００
年５月 ３１日，第二年度是 ２０００年 ６月 １日至 ２００１年 ５月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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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此类推。

２２１２应缴年费数额
各年度年费按照收费表中规定的数额缴纳。例如，一件专

利申请的申请日是 １９９７年 ６月 ３日，如果该专利申请于 ２００１
年８月１日被授予专利权 （授予专利权公告之日），申请人在

办理登记手续时已缴纳了第五年度年费，那么该专利权人最迟

应当在 ２００２年 ６月 ３日按照第六年度年费标准缴纳第六年度
年费。

２２１３滞 纳 金
专利权人未按时缴纳年费 （不包括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

费）或者缴纳的数额不足的，可以在年费期满之日起六个月内

补缴，补缴时间超过规定期限但不足一个月时，不缴纳滞纳

金。补缴时间超过规定时间一个月或以上的，缴纳按照下述计

算方法算出的相应数额的滞纳金：

（１）超过规定期限一个月 （不含一整月）至两个月 （含两

个整月）的，缴纳数额为全额年费的５％。
（２）超过规定期限两个月至三个月 （含三个整月）的，缴

纳数额为全额年费的１０％。
（３）超过规定期限三个月至四个月 （含四个整月）的，缴

纳数额为全额年费的１５％。
（４）超过规定期限四个月至五个月 （含五个整月）的，缴

纳数额为全额年费的２０％。
（５）超过规定期限五个月至六个月的，缴纳数额为全额年

费的２５％。
凡在六个月的滞纳期内补缴年费或者滞纳金不足需要再次

补缴的，应当依照再次补缴年费或者滞纳金时所在滞纳金时段

内的滞纳金标准，补足应当缴纳的全部年费和滞纳金。例如，

年费滞纳金５％的缴纳时段为５月１０日至６月１０日，滞纳金为
４５元，但缴费人仅交了２５元。缴费人在 ６月 １５日补缴滞纳金
时，应当依照再次缴费日所对应的滞纳期时段的标准 １０％缴
纳。该时段滞纳金金额为９０元，还应当补缴６５元。

凡因年费和／或滞纳金缴纳逾期或者不足而造成专利权终
止的，在恢复程序中，除补缴年费之外，还应当缴纳或者补足

全额年费２５％的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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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终　止
专利年费滞纳期满仍未缴纳或者缴足专利年费或者滞纳金

的，自滞纳期满之日起两个月后审查员应当发出专利权终止通

知书。专利权人未启动恢复程序或者恢复权利请求未被批准

的，专利局应当在终止通知书发出四个月后，进行失效处理，

并在专利公报上公告。

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终止。

法４４１（２） ２３专利权人放弃专利权
授予专利权后，专利权人随时可以主动要求放弃专利权，

专利权人放弃专利权的，应当提交放弃专利权声明，并附具全

体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同意放弃专利权的证明材料，或者仅

提交由全体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放弃专利权声明。委托专

利代理机构的，放弃专利权的手续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并附具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同意放弃专利权声明。主动

放弃专利权的声明不得附有任何条件。放弃专利权只能放弃一

件专利的全部，放弃部分专利权的声明视为未提出。

放弃专利权声明经审查，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

视为未提出通知书；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手续合格通

知书，并将有关事项分别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报上登记和公

告。放弃专利权声明的生效日为手续合格通知书的发文日，放

弃的专利权自该日起终止。专利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撤销

放弃专利权的声明。除非在专利权非真正拥有人恶意要求放弃

专利权后，专利权真正拥有人 （应当提供生效的法律文书来证

明）可要求撤销放弃专利权声明。

细则４１５ 申请人依据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

一条第四款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专利局在公告授予发

明专利权时对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声明予以登记和公告。在

无效宣告程序中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专利局及时登记

和公告该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声明的生效日为发明专利

权的授权公告日，放弃的实用新型专利权自该日起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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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专利权评价报告

１引　言
法６１２
细则５６１

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

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

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

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对

相关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进行检索，并就该专利是

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权条件进行分析和评价，

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

专利权评价报告是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审

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主要用于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

利工作的部门确定是否需要中止相关程序。专利权评价报告不

是行政决定，因此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能就此提起行政

复议和行政诉讼。

２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交的专利

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后，应当进行形式审查。

细则５６１及５７ ２１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的客体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的客体应当是已经授权公告的实用新

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包括已经终止或者放弃的实用新型

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针对下列情形提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请求视为未提出：

（１）未授权公告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者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

（２）已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全部无效的实用新型专利或
者外观设计专利；

（３）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实用新型专
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

细则５６１ ２２请求人资格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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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专利权评价报

告。其中，利害关系人是指有权根据专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就

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

理的人，例如专利实施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由专利权人

授予起诉权的专利实施普通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

请求人不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其专利权评价报

告请求视为未提出。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属于多个专

利权人共有的，请求人可以是部分专利权人。

细则５６２及３ ２３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
在请求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时，请求人应当提交专利权评

价报告请求书及相关的文件。

（１）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应当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定
的表格。请求书中应当写明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

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请求人和／或专利权人名称或者姓名。
每一请求应当限于一件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

（２）请求书中应当指明专利权评价报告所针对的文本。所
述文本应当是与授权公告一并公布的实用新型专利文件或者外

观设计专利文件，或者是由生效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维持

有效的实用新型专利文件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文件。如果请求作

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文本是由生效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维

持部分有效的实用新型专利文件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文件，请求

人应当在请求书中指明相关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决

定号。

（３）请求人是利害关系人的，在提出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
的同时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文件。例如，请求人是专利实施独占

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的，应当提交与专利权人订立的专利实施

独占许可合同或其复印件；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授予起诉权的专

利实施普通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的，应当提交与专利权人订立

的专利实施普通许可合同或其复印件，以及专利权人授予起诉

权的证明文件。如果所述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已在国家知识产权

局备案，请求人可以不提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但应在请求书

中注明。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国家知识产权

局应当通知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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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９３、９４
　及９９３

２４费　用
请求人自提出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未缴纳

或者未缴足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视

为未提出。

２５委托手续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的相关事务可以由请求人或者其委托

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对于根据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应

当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请求人，未按规定委托的，国家知识产

权局应当通知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

请求人是专利权人且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作全程代理，而

在提出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时另行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有关

手续的，应当另行提交委托书，并在委托书中写明其委托权限

仅限于办理专利权评价报告相关事务；委托手续不符合规定

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要求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

未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内补正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委托；本

人办理的，应当说明本人仅办理专利权评价报告相关事务。

请求人是利害关系人且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的，应当提

交委托书，并在委托书中写明委托权限为办理专利权评价报告

相关事务；委托手续不符合规定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要求

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内补正

不符合规定的，视为未委托。

２６形式审查后的处理
细则５６３ （１）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经形式审查不符合规定需要补正

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要求请求人在收到

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正；期满未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内补

正但经两次补正后仍存在同样缺陷的，其请求视为未提出。

（２）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视为未提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
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通知请求人。

（３）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经形式审查合格的，应当及时转
送给指定的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作出专利权评价

报告前，多个请求人分别请求对同一件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

设计专利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均予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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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但仅作出一份专利权评价报告。

３专利权评价
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在收到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

后，应当指派审查员按照本章的规定对该专利进行检索、分析

和评价，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

３１核查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
审查员首先应当核查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及其相关文

件。发现不符合规定的，返回相应的部门处理，并说明理由。

３２专利权评价的内容

３２１实用新型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权评价所涉及的内容包括：

（１）实用新型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
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一

章的规定。

（２）实用新型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客体，
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第６节的规定。

（３）实用新型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实
用性，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五章第３节的规定。

（４）实用新型专利的说明书是否按照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
三款的要求充分公开了专利保护的主题，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

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２１节的规定。
（５）实用新型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新

颖性，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六章第３节的规定。
（６）实用新型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

造性，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六章第４节的规定。
（７）实用新型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３２节的规定。
（８）实用新型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的

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３１２节的
规定。

（９）实用新型专利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第 ８节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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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第八章第５２节的规定。
（１０）分案的实用新型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六章

第３２节的规定。
（１１）实用新型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其评价标

准适用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６节的规定。

３２２外观设计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所涉及的内容包括：

（１）外观设计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
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

章第６１和６２节的规定。
（２）外观设计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的客体，

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７节的规定。
（３）外观设计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第５节的规定。
（４）外观设计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第６节的规定。
（５）外观设计专利的图片或者照片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４节的规定。
（６）外观设计专利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１０节的
规定。

（７）分案的外观设计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评价标准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９４２节的规定。
（８）外观设计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其评价标准

适用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第８节的规定。

３３检　索
一般情况下，作出实用新型专利权评价报告或者外观设计

专利权评价报告前，都应当进行检索。

３３１实用新型专利
检索应当针对实用新型专利的所有权利要求进行，但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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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专利保护的主题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员对该主题不

必进行检索：

（１）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２）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

权的情形；

（３）不具备实用性；
（４）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未对该主题作出清楚、完整的说

明，以致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实现。

检索的具体要求可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七章。

３３２外观设计专利
检索应当针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图片或照片表示的所有产品

外观设计进行，并考虑简要说明的内容。但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的产品外观设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员不必对该产品外

观设计进行检索：

（１）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
（２）属于专利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

权的情形；

（３）图片或者照片未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
观设计。

审查员应当检索外观设计专利在中国提出申请之日以前公

开的外观设计。为了确定是否存在抵触申请，审查员应当检索

在该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之前向专利局提交、并且在该外观

设计专利的申请日后公告的外观设计专利。为了确定是否存在

重复授权，审查员还应当检索在该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向专

利局提交的、并且已经公告的外观设计专利。

细则５７
４专利权评价报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自收到合格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

和请求费后两个月内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

未发现被评价专利存在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

授予专利权条件的，审查员应当在专利权评价报告中给出明确

结论。

对于被评价专利存在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

予专利权条件的，审查员应当在专利权评价报告中根据专利法

及其实施细则具体阐述评价意见，并给出该专利不符合专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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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件的明确结论。

专利权评价报告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制定的标准表

格，作出后由审查员与审核员共同签章，并加盖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权评价报告专用章”。

４１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内容
专利权评价报告包括反映对比文件与被评价专利相关程度

的表格部分，以及该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的说明部分。

４１１表格部分
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权评价报告，其表格部分的填写要求参

见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七章第１２节的规定。
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其表格部分应当清楚地记

载检索的领域、数据库、由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以及对比文件

与外观设计专利的相关程度等内容。通常，采用下列符号表示

对比文件与外观设计专利的关系：

Ｘ：单独导致外观设计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或第二款规定的文件；

Ｙ：与报告中其他文件结合导致外观设计专利不符合专利
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文件；

Ａ：背景文件，即反映外观设计的部分设计特征或者有关
的现有设计的文件；

Ｐ：中间文件，其公开日在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与所要
求的优先权日之间的文件，或者会导致需要核实外观设计专利

优先权的文件；

Ｅ：与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抵触申请文件；
Ｒ：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申请日向专利局提交的、属于同样

的发明创造的外观设计专利文件。

上述类型的文件中，符号 Ｘ、Ｙ和 Ａ表示对比文件与外观
设计专利在内容上的相关程度；符号 Ｒ和 Ｅ同时表示对比文件
与外观设计专利在时间上的关系和在内容上的相关程度；符号

Ｐ表示对比文件与外观设计专利在时间上的关系，其后应附带
标明文件内容相关程度的符号 Ｘ、Ｙ、Ｅ或 Ａ，它属于在未核实
优先权的情况下所作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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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说明部分
说明部分应当记载和反映专利权评价的结论。对于不符合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件的被评价专利，还

应当给出明确、具体的评价意见。

（１）对于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
件的实用新型专利，应当给出具体的评价说明，并明确结论，

必要时应当引证对比文件。例如，对于不具备新颖性和／或创
造性的权利要求，审查员应当逐一进行评述；对于多项从属权

利要求，应当对其引用不同的权利要求时的技术方案分别进行

评述；对于具有并列选择方案的权利要求，应当对各选择方案

分别进行评述。

（２）对于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
件的外观设计专利的每项外观设计，均须给出具体的评价说

明，并明确结论，必要时应当引证对比文件。

４２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发送
专利权评价报告作出后，应当发送给请求人。

５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查阅与复制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查阅或者复

制。查阅、复制的相关手续参见本指南第五部分第四章第 ５３
节的规定。

６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更正
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在发现专利权评价报告中存在

错误后，可以自行更正。请求人认为专利权评价报告存在需要

更正的错误的，可以请求更正。

更正后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应当及时发送给请求人。

６１可更正的内容
专利权评价报告中存在下列错误的，可以进行更正：

（１）著录项目信息或文字错误；
（２）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程序错误；
（３）法律适用明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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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结论所依据的事实认定明显错误；
（５）其他应当更正的错误。

６２更正程序的启动
（１）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自行启动
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在发现专利权评价报告中存在

需要更正的错误后，可以自行启动更正程序。

（２）请求人请求启动
请求人认为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存在需要更正的错误

的，可以在收到专利权评价报告后两个月内提出更正请求。

提出更正请求的，应当以意见陈述书的形式书面提出，写

明需要更正的内容及更正的理由，但不得修改专利文件。

６３更正程序的进行和终止
更正程序启动后，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应当成立由

组长、主核员和参核员组成的三人复核组，对原专利权评价报

告进行复核。复核结果经复核组合议作出，合议时采取少数服

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原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审查员和审核员不参

加复核组。

复核组认为更正理由不成立，原专利权评价报告无误、不

需更正的，应当发出专利权评价报告复核意见通知书，说明不

予更正的理由，更正程序终止。

复核组认为更正理由成立，原专利权评价报告有误、确需

更正的，应当发出更正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并在更正的专利权

评价报告上注明以此报告代替原专利权评价报告，更正程序

终止。

在更正程序中，复核组一般不进行补充检索，除非因事实

认定发生变化，导致原来的检索不完整或者不准确。针对专利

权评价报告，一般只允许提出一次更正请求，但对于复核组在

补充检索后重新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人可以再次提出

更正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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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关于电子申请的若干规定

１引　言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

各种手续，应当以书面形式或者专利局规定的其他形式办理。

专利局规定的其他形式包括电子文件形式。

电子申请是指以互联网为传输媒介将专利申请文件以符合

规定的电子文件形式向专利局提出的专利申请。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本指南中关于专利申请和其他文件

的规定，除针对以纸件形式提交的专利申请和其他文件的规定

之外，均适用于电子申请。

电子文件格式要求由专利局另行规定。

２电子申请用户
电子申请用户是指已经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订电子专利申

请系统用户注册协议 （以下简称用户注册协议），办理了有关

注册手续，获得用户代码和密码的申请人和专利代理机构。

２１电子申请代表人
申请人有两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以提交电子

申请的电子申请用户为代表人。

２２电子签名
电子签名是指通过专利局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提交或发出的

电子文件中所附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

内容的数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的签字或者盖

章，在电子申请文件中是指电子签名，电子申请文件采用的电

子签名与纸件文件的签字或者盖章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３电子申请用户注册
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方式包括：当面注册、邮寄注册和网上

注册。

办理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手续应当提交电子申请用户注册请

求书、签字或者盖章的用户注册协议一式两份以及用户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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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

３１电子申请用户注册请求书
电子申请用户注册请求书应当采用专利局制定的标准表

格，请求书中应当写明注册请求人姓名或者名称、类型、证件

号码、国籍或注册地、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详细地址

和邮政编码。

注册请求人是单位的，请求书中还应当写明经办人信息。

３２用户注册证明文件
注册请求人是个人的，应当提交由本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居

民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注册请求人是单位

的，应当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证复

印件、经办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注册请求

人是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提交加盖专利代理机构公章的专利

代理机构注册证复印件、经办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身份证明文件

复印件。

３３注册请求的审查
注册材料经审查合格的，应当向注册请求人发出电子申请

注册请求审批通知书和一份经专利局盖章的用户注册协议，并

给予用户代码。当面注册的，由注册请求人当面设置密码；邮

寄注册的，应当在电子申请注册请求审批通知书中告知注册请

求人密码；网上注册的，由申请人在提出注册请求时预置

密码。

注册材料经审查不合格，当面注册的，应当直接向注册

请求人说明不予注册的理由，注册材料不予接收；邮寄注册

和网上注册的，应当向注册请求人发出电子申请注册请求审

批通知书，通知书应当记载不予注册的理由，注册材料不予

退还。

３４电子申请用户信息的变更
注册用户的密码、详细地址、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

子邮箱及信息提示方式等信息发生变更的，注册用户应当登录

电子申请网站在线进行变更。

注册用户的姓名或者名称、类型、证件号码、国籍或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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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等信息发生变更的，注册用户

应当向专利局提交电子申请用户注册信息变更请求书及相应的

证明文件，办理变更手续。

注册用户代码不予变更。

４电子申请的接收和受理
电子申请受理范围包括：

（１）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２）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
（３）复审和无效宣告请求。

４１电子申请的接收
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文件格式、数据标准、操作规范和

传输方式提交电子申请文件。符合规定的，发出文件接收情况

的电子申请回执；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接收。

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其专利申请需要按照保密专利申请处

理的，不得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提交。

４２电子申请的受理
电子申请的内容明显不属于专利申请的，不予受理。

电子申请的受理条件应当符合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三章第

２１节的规定，受理程序如下：
（１）确定递交日和申请日
专利局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收到电子文件的日期为递交日。

专利局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收到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

定的专利申请文件之日为申请日。

（２）给出申请号
专利局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根据专利申请的类型和申请日，

自动分配申请号，并将申请号记载在请求书和数据库中。

（３）发出通知书
电子申请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专利申

请受理通知书和缴纳申请费通知书；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应

当发出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和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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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电子申请的特殊审查规定

５１专利代理委托书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使用电子文件形式申请专利和办

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提交电子文件形式的专利代理委托书

和专利代理委托书纸件原件。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费

用减缓手续的，应当在电子文件形式的专利代理委托书中声明。

已在专利局交存总委托书，提出专利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写

明总委托书编号的，或者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时在申报书中写明

总委托书编号的，不需要提交电子文件形式的总委托书和总委

托书复印件。

５２解除委托和辞去委托
电子申请的申请人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在办理解除委

托或者辞去委托手续时，应当至少有一名申请人是电子申请用

户。全体申请人均不是电子申请用户的，不予办理解除委托或

者辞去委托手续，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并告知

当事人应当办理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手续。

解除委托手续合格的，以办理解除委托手续的已成为电子

申请用户的申请人为该专利申请的代表人。

辞去委托手续合格的，以指定的已成为电子申请用户的申

请人为该专利申请的代表人。未指定代表人的，以第一署名并

成为电子申请用户的申请人为该专利申请的代表人。

５３撤销专利代理机构引起的变更
申请人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撤销，而申

请人重新委托其他专利代理机构的，该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是电

子申请用户。

申请人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被撤销，而申请人未重新委托

其他专利代理机构的，如果申请人是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

位，且为电子申请用户的，以第一署名并成为电子申请用户的

申请人为代表人；全体申请人都不是电子申请用户的，审查员

应当以纸件形式通知申请人办理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手续；根据

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应当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重新委托其他已成为电子申请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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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代理机构。

５４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转移引起的变更

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转移引起的申请人 （或专利权

人）姓名或者名称的变更，变更后的权利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

构的，该权利人应当是电子申请用户。变更后的权利人委托专

利代理机构的，该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是电子申请用户。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应当以电子文件形式办理。以纸件形式

提出著录项目变更请求的，审查员应当向当事人发出视为未提

出通知书。

５５需要提交纸件原件的文件
申请人提出电子申请并被受理的，办理专利申请的各种手

续应当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对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本指南

中规定的必须以原件形式提交的文件，例如，费用减缓证明、

专利代理委托书、著录项目变更证明和复审及无效程序中的证

据等，应当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本指南中规定的期限内提

交纸件原件。

其中，申请专利时提交费用减缓证明的，申请人还应当同

时提交费用减缓证明纸件原件的扫描文件。

５６纸件申请和电子申请的转换
申请人或专利代理机构可以请求将纸件申请转换为电子申

请，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专利申请除外。

提出请求的申请人或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是电子申请用户，

并且应当通过电子文件形式提出请求。经审查符合要求的，该

专利申请后续手续均应当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使用纸件形式

提出请求的，审查员应当发出纸件形式的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６电子发文
专利局以电子文件形式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向电子申请

用户发送各种通知书和决定。电子申请用户应当及时接收专利

局电子文件形式的通知书和决定。电子申请用户未及时接收

的，不作公告送达。

自发文日起十五日内申请人未接收电子文件形式的通知书

和决定的，专利局可以发出纸件形式的该通知书和决定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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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ⅣⅣ －１３

当事人缺席口头审理　ⅣⅣ －８

当事人中途退庭　ⅣⅣ －９

登记簿　ⅤⅨ －１３

登记费　ⅤⅡ －１；ⅤⅨ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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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申请的若干规定　ⅤⅪ

电子申请用户　Ⅴ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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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ⅡⅣ －３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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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种类的转换　ⅤⅡ －６

分案申请　ⅠⅠ －５１；ⅠⅡ －１０；ⅠⅢ －９４；ⅡⅥ －３；ⅤⅢ －２３２

分类　ⅠⅢ －１２；ⅠⅣ

分类补正通知书　ⅠⅢ －１２３３

分类的步骤　ⅠⅣ －６

分类的内容　ⅠⅣ －２

分类方法　ⅠⅢ －１２２；Ⅰ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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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ⅠⅣ －２

索　引　　　　　　　　　　　　　　　　　　　　　　　　　　　　　　　　　　　其　他



５１９　　

附图说明　ⅠⅠ －４２；ⅡⅡ －２２５

复查　ⅢⅠ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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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不予受理通知书　ⅣⅡ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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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译文错误　ⅠⅡ －１５２５；ⅢⅠ －５８；ⅢⅡ －５７

更正　ⅣⅠ －７；ⅤⅢ －５；ⅤⅧ －１３２１６；ⅤⅧ －２３；ⅤⅩ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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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授予专利权　ⅤⅨ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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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文书　ⅣⅧ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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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阶段的修改文件译文的审查　Ⅲ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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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限定　ⅡⅡ －３２１

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　ⅡⅢ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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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ⅤⅠ －３２

汉字编码方法　ⅡⅨ －４

合并审理　ⅣⅢ －４５

合法原则　ⅣⅠ －２１

合议审查　ⅣⅠ －３；ⅣⅡ －４；ⅣⅢ －４

合议组　Ⅳ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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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证据的公开时间　ⅣⅧ －５１

化合物的创造性　ⅡⅩ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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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的新颖性　ⅡⅩ －５１

化合物的制备或处理的分类　ⅠⅣ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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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产品　ⅡⅩ －３１

化学发明的充分公开　ⅡⅩ －３

化学发明的创造性　ⅡⅩ －６

化学发明的权利要求　ⅡⅩ －４

化学发明的实施例　ⅡⅩ －３４

化学发明的新颖性　ⅡⅩ －５

化学方法权利要求　ⅡⅩ －４４

化学混合物或者组合物的分类　ⅠⅣ －８２

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　ⅡⅩ

化学通式的分类　ⅠⅣ －８８

回避制度　ⅣⅠ －５

会晤　ⅡⅧ －４１２

恢复权利　ⅣⅡ －２３；ⅣⅡ －２５；ⅤⅦ －６

恢复权利请求费　ⅤⅡ －１

恢复实质审查程序　ⅡⅧ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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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要素　ⅡⅦ －５４２

基因　ⅡⅩ －９１２２；ⅡⅩ －９２２；ⅡⅩ －９３１１；ⅡⅩ －９４

积极效果　ⅡⅤ －２；ⅡⅤ －３２６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ⅠⅠ －７４；ⅡⅠ －４３

计算机程序本身　ⅡⅨ －１

计算机程序相关专利申请的审查　Ⅱ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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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可读介质　ⅡⅨ －２

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　ⅡⅨ －４

技术方案　ⅠⅡ －６３；ⅡⅠ －２；ⅡⅡ －２２４

技术手段　ⅡⅠ －２

技术领域　ⅡⅡ －２２２

技术偏见　ⅡⅣ －５２

技术启示　ⅡⅣ －３２１１

技术主题　ⅠⅣ －３

检索　ⅡⅦ；ⅡⅧ －４５；ⅢⅡ －４；ⅤⅩ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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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ⅠⅢ －４３

减缓　ⅢⅠ －７２３；ⅤⅡ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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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原则　ⅢⅡ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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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满日　ⅤⅦ －２２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初步审查和事务处理　ⅢⅠ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审查　Ⅲ；ⅠⅡ －１５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实质审查　ⅢⅡ

进入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　ⅢⅠ －３１

进入国家阶段后对申请文件的修改　ⅢⅠ －５７

进入国家阶段时提交的文件　ⅢⅠ －３

举证期限　ⅣⅢ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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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ⅡⅡ －２２６

决定　ⅡⅧ －６１；ⅣⅠ －６；ⅤⅥ

决定的理由　ⅣⅠ －６２

决定要点　ⅣⅠ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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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　ⅡⅡ －３３；ⅡⅩ －４２１

开拓性发明　ⅡⅣ －４１

科学发现　ⅠⅠ －７４；ⅡⅠ －４１

科学理论　ⅡⅠ －４１

口头公开　ⅡⅢ －２１３３；ⅣⅧ －５２

口头审理　ⅣⅡ －４３；ⅣⅢ －４４２；ⅣⅣ

宽限费　ⅢⅠ －７１

宽限期　ⅠⅠ －６３；ⅡⅢ －５；ⅢⅠ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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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和证据的审查　ⅣⅡ －４１

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的产品　ⅡⅤ －３２３

联系人　ⅠⅠ －４１４；ⅤⅥ －２２１

零件或部件的分类　ⅠⅣ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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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什权利要求　ⅡⅩ －８１

名称　ⅡⅡ －２２１

明显区别　ⅣⅤ －６

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ⅠⅠ －３３；ⅠⅡ －３３；ⅠⅢ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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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　ⅡⅡ －２１３

年度　ⅤⅨ －２２１１

年费　ⅢⅠ －７２３；ⅤⅡ －１；ⅤⅨ －１１３；ⅤⅨ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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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客体　ⅣⅤ －３

判断主体　ⅣⅤ －４

旁听　ⅣⅣ －１２

烹调方法　ⅡⅩ －７１

平面印刷品　ⅠⅢ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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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ⅤⅦ

期限的计算　ⅤⅦ －２

期限的监视　ⅤⅦ －３

期限的延长　ⅤⅦ －４

期限届满前的处理　ⅢⅠ －３４

其他处理决定的更正　ⅣⅠ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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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ⅤⅠ －１

其他文件的受理与不受理　ⅤⅢ －３

其他文件的形式审查　ⅠⅠ －１；ⅠⅡ －１；ⅠⅢ －１

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ⅠⅠ －６；ⅠⅡ －４；ⅠⅢ －５

起算日　ⅤⅦ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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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ⅡⅡ －２１１；ⅡⅡ －３２２

请求原则　ⅡⅧ －２２；ⅣⅠ －２３

请求书　ⅠⅠ －４１；ⅠⅡ －７１；ⅠⅢ －４１

全面审查　ⅡⅧ －４７

取证和现场调查　ⅡⅧ －４１４

权利的恢复　ⅤⅦ －６

权利要求的概括　ⅡⅡ －３２１

权利要求的类型　ⅡⅡ －３１１

权利要求的类型清楚　ⅡⅡ －３２２

权利要求的撰写　ⅡⅡ －３３；ⅡⅨ －５２

权利要求书　ⅠⅠ －４４；ⅠⅠ －７８；ⅠⅡ －７４；ⅡⅡ －３；ⅡⅧ －４７１；

ⅡⅨ －５２；ⅡⅩ －４；ⅡⅩ －９３

权利要求书简要　ⅡⅡ －３２３

权利要求书清楚　ⅡⅡ －３２２

权利要求书以说明书为依据　ⅡⅡ －３２１

权利要求书应当满足的要求　ⅡⅡ －３２

Ｒ
认可和承认　ⅣⅧ －４３２

Ｓ
色彩　ⅠⅢ －４２；ⅠⅢ －７２；ⅣⅤ －５２６３

色彩的统一　ⅠⅢ －９２３

商业上获得成功　ⅡⅣ －５４

上位概念　ⅡⅢ －３２２

设备或方法的分类　ⅠⅣ －８４

设计构思相同　ⅠⅢ －９２３

设计人　ⅠⅢ －４１２

其　他　　　　　　　　　　　　　　　　　　　　　　　　　　　　　　　　　　　索　引



５２６　　

设计要素　ⅣⅤ －５２６

涉案专利　ⅣⅤ －５２４２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　ⅡⅨ －１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　ⅡⅨ

涉及生物材料的申请　ⅠⅠ －５２；ⅡＸ－９

社会公德　ⅠⅠ －７２；ⅠⅢ －６１；ⅡⅠ －３２

申请的驳回　ⅠⅠ －３５；ⅠⅡ －３５；ⅠⅢ －３５；ⅡⅧ －６１

申请费　ⅢⅠ －７１；ⅢⅠ －７２１；ⅤⅡ －１

申请附加费　ⅢⅠ －７１；ⅤⅡ －１

申请权转移　ⅠⅠ －６７２２

申请人　ⅠⅠ －４１３；ⅢⅠ －３１５２

申请人的译名　ⅢⅠ －３１５３

申请人国籍变更　ⅠⅠ －６７２５

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变更　ⅠⅠ －６７２１

申请人主动修改　ⅠⅠ －７６；ⅠⅡ －８１；ⅠⅢ －１０１；ⅡⅧ －５２

申请日的更正　ⅤⅢ －４

申请手续　ⅤⅠ －１

申请文件　ⅤⅠ －１

申请文件的补正　ⅠⅠ －３２；ⅠⅡ －３２；ⅠⅢ －３２

申请文件的审查　ⅠⅡ －７；ⅠⅢ －４

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　ⅠⅠ －１；ⅠⅠ －４；ⅠⅡ －１；ⅠⅢ －１

审查的文本　ⅠⅡ －１５１；ⅡⅧ －４１；ⅢⅠ －３１６；ⅢⅡ －３

审查基础声明　ⅢⅠ －３１６

审查决定　ⅣⅠ －６

审查决定被法院生效判决撤销后的审查程序　ⅣⅠ －８

审查决定的更正　ⅣⅠ －７３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ⅠⅠ －８；ⅠⅡ －８３；ⅠⅢ －１０３；ⅡⅧ －５２４２

生物材料　ⅠⅠ －５２；ⅡⅩ －９

生物材料的保藏　ⅠⅠ －５２；ⅡⅩ －９２１；ⅢⅠ －５５

生物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　ⅡⅩ －９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ⅡⅣ －３２１１

索　引　　　　　　　　　　　　　　　　　　　　　　　　　　　　　　　　　　　其　他



５２７　　

实施例　ⅡⅡ －２２６；ⅡⅩ －３４

实用新型　ⅠⅡ －６；ⅣⅥ －２

实用新型创造性　ⅣⅥ －４

实用新型内容　ⅡⅡ －２２４

实用新型新颖性　ⅣⅥ －３

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ⅤⅩ

实用新型专利公报　ⅤⅧ －１２２

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　ⅤⅧ －２２３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ⅠⅡ

实用性　ⅡⅤ；ⅡⅩ －７；ⅡⅩ －９４３

实质审查　Ⅱ

实质审查程序　ⅡⅧ

实质审查程序的终止、中止和恢复　ⅡⅧ －７

实质审查费　ⅢⅠ －７２２；ⅤⅡ －１

实质审查请求　ⅠⅠ －６４；ⅢⅠ －５９

使用公开　ⅡⅢ －２１２２；ⅣⅧ －５１；ⅣⅧ －５２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　ⅠⅢ －４１１

使用中文完成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　ⅢⅠ －３３

使用状态参考图　ⅠⅢ －４２

适用文字　ⅤⅠ －３

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ⅠⅢ －７３

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ⅠⅡ －６

视为撤回　ⅠⅠ －３４；ⅠⅡ －３４；ⅠⅢ －３４；ⅡⅧ －２１；ⅡⅧ －３２５；

ⅡⅧ －４４；ⅡⅧ －４１２；ⅣⅡ －４３

视为撤回的更正　ⅣⅠ －７４

视为撤回在先申请的程序　ⅠⅠ －６２２５

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　ⅤⅧ －１３２３；ⅤⅨ －１１５

视为未提出　ⅠⅠ －１；ⅠⅠ －３４；ⅠⅡ －３４；ⅠⅢ －３４；ⅣⅡ －２７；

ⅣⅢ －３４

授予专利权的程序　ⅤⅨ －１１

授予专利权通知　ⅠⅡ －３１；ⅠⅢ －３１；ⅡⅧ －６２；ⅤⅨ －１１１

其　他　　　　　　　　　　　　　　　　　　　　　　　　　　　　　　　　　　　索　引



５２８　　

收件人　ⅤⅥ －２２

受理　ⅤⅢ；ⅤⅪ －４

受理的更正　ⅣⅠ －７１；ⅤⅢ －５

受理地点　ⅤⅢ －１

受理条件　ⅤⅢ －２１；ⅤⅢ －３１

受理与不受理程序　ⅤⅢ －２３

书面审查原则　ⅠⅠ －２；ⅠⅡ －２；ⅠⅢ －２

书面形式　ⅤⅠ －２１

书写规则　ⅤⅠ －５

书证的真实性　ⅣⅧ －４１

数值和数值范围　ⅡⅡ －３３；ⅡⅢ －３２４；ⅡⅢ －６１；ⅡⅧ －５２３３

说明书　ⅠⅠ －４２；ⅠⅠ －７７；ⅠⅡ －７２；ⅡⅡ －２；ⅡⅧ －４７２；

ⅡⅨ －５１；ⅡⅩ －３；ⅡⅩ －９２

说明书的撰写　ⅡⅡ －２２；ⅡⅨ －５１

说明书附图　ⅠⅠ －４３；ⅠⅡ －７３；ⅡⅡ －２３；ⅡⅧ －４７２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ⅡⅡ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译文　ⅢⅠ －３２１

说明书清楚　ⅡⅡ －２１１

说明书完整　ⅡⅡ －２１２

说明书应当满足的要求　ⅡⅡ －２１

说明书摘要　ⅠⅠ －４５；ⅠⅡ －７５；ⅡⅡ －２４

送达　ⅤⅥ －２

送达日　ⅤⅥ －２３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ⅡⅣ －２４

Ｔ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　ⅠⅠ －６３３

特定技术特征　ⅡⅥ －２１２

提前公开声明　ⅠⅠ －６５

天然物质　ⅡⅩ －２１

索　引　　　　　　　　　　　　　　　　　　　　　　　　　　　　　　　　　　　其　他



５２９　　

听证原则　ⅠⅠ －２；ⅠⅡ －２；ⅠⅢ －２；ⅡⅧ －２２；ⅣⅠ －２５

通知和决定　ⅤⅥ

通知和决定的送达ⅤⅥ －２

通知和决定的撰写　ⅤⅥ －１２

通知书的答复　ⅠⅠ －３４；ⅠⅡ －３４；ⅠⅢ －３４；ⅡⅧ －５１

通知书的更正　ⅣⅠ －７２

同时出售　ⅠⅢ －９２２

同时使用　ⅠⅢ －９２２

同样的发明创造　ⅠⅡ －１３；ⅠⅢ －１１；ⅡⅢ －６；ⅡⅦ －７；ⅢⅡ －５６；

ⅣⅦ；ⅤⅧ －１２２２

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ⅡⅢ －３１

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ⅡⅥ －２２２１

同一类别的产品　ⅠⅢ －９２１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ⅡⅣ －２２；ⅡⅣ －３２１

图案　ⅣⅤ －５２６２

图案的统一　ⅠⅢ －９２３

图片或者照片　ⅠⅢ －４２

通知　ⅤⅥ

退款　ⅤⅡ －４２

退件的处理　ⅤⅥ －３１

Ｗ
外观设计　ⅠⅢ －７

外观设计不相近似　ⅣⅤ －６２２

外观设计分类　ⅠⅢ －１２

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ⅠⅢ －４２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ⅣⅤ －５１２

外观设计相同　ⅣⅤ －５１１

外观设计相同主题的认定　ⅣⅤ －９２

外观设计优先权的核实　ⅣⅤ －９

其　他　　　　　　　　　　　　　　　　　　　　　　　　　　　　　　　　　　　索　引



５３０　　

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　ⅤⅧ －２２４

外观设计专利公报　ⅤⅧ －１２３

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ⅤⅩ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ⅠⅢ

外国优先权　ⅠⅠ －６２；ⅡⅢ －４１

外科手术方法　ⅡⅠ －４３２３；ⅡⅤ －３２４

外文的翻译　ⅤⅠ －３３

外文证据　ⅣⅢ －４３１；ⅣⅧ －２２１

完整　ⅡⅡ －２１２

微生物发明　ⅡⅠ －４４

微生物发明的审查　ⅡⅩ －９１２１；ⅡⅩ －９２４；ⅡⅩ －９３２；

ⅡⅩ －９４２２；ⅡⅩ －９４３

违背自然规律　ⅡⅤ －３２２

违反法律　ⅠⅠ －７２；ⅠⅢ －６１；ⅡⅠ －３１１

违反社会公德　ⅠⅠ －７２；ⅠⅢ －６１；ⅡⅠ －３２２

委托　ⅠⅠ －６１；ⅢⅠ －５１１；ⅣⅡ －２６；ⅣⅢ －３６；ⅤⅩ －２５；

ⅤⅪ －５

委托书　ⅠⅠ －６１２；ⅢⅠ －５１２

文档　ⅤⅣ

文件份数　ⅤⅠ －７

文字　ⅤⅠ －３

无积极效果　ⅡⅤ －３２６

无确定形状的产品　ⅠⅡ －６２１

无效宣告程序　ⅣⅢ －１

无效宣告程序的终止　ⅣⅢ －７

无效宣告程序中实用新型专利审查的若干规定　ⅣⅥ

无效宣告程序中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　ⅣⅤ

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　ⅣⅧ

无效宣告理由的增加　ⅣⅢ －４２

无效宣告请求案件审查状态通知书　ⅣⅢ －３７

无效宣告请求不予受理通知书　ⅣⅢ －３７

索　引　　　　　　　　　　　　　　　　　　　　　　　　　　　　　　　　　　　其　他



５３１　　

无效宣告请求客体　ⅣⅢ －３１

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　ⅣⅢ

无效宣告请求范围以及理由和证据　ⅣⅢ －３３

无效宣告请求费　ⅣⅢ －３５；ⅤⅡ －１

无效宣告请求人　ⅣⅢ －３２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ⅣⅠ －６；ⅣⅢ －５；ⅣⅢ －６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　ⅣⅢ －４４３

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ⅣⅢ －３７

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　ⅣⅢ －３７

无效宣告请求书　ⅣⅢ －３４

五人合议组　ⅣⅠ －３２

物品的分类　ⅠⅣ －８５

物证的提交　ⅣⅧ －２２３

物质的医药用途　ⅡⅩ －２２；ⅡⅩ －４５２

Ｘ
显而易见　ⅡⅣ －３２１１

显著的进步　ⅡⅣ －２３；ⅡⅣ －３２２

现场调查　ⅡⅧ －４１４

现有技术　ⅡⅢ －２１

现有设计　ⅣⅤ －２

现有设计的转用　ⅣⅤ －６２２

现有设计的组合　ⅣⅤ －６２３

相似外观设计　ⅠⅢ －９１

相同内容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ⅡⅢ －３２１

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　ⅡⅢ －４１２

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ⅡⅢ －４２２

相同主题的外观设计　ⅣⅤ －９２

下位概念　ⅡⅢ －３２２

向外申请　ⅠⅠ －７３；ⅠⅡ －１４；ⅡⅧ －４７；ⅤⅤ

其　他　　　　　　　　　　　　　　　　　　　　　　　　　　　　　　　　　　　索　引



５３２　　

销毁　ⅤⅣ －６２

新颖性　ⅡⅢ；ⅡⅩ －５；ⅡⅩ －９４１；ⅢⅡ －５４；ⅣⅥ －３

形式审查　ⅠⅠ －１；ⅠⅠ －４；ⅠⅡ －１；ⅠⅢ －１；ⅣⅡ －２；ⅣⅢ －３

形状　ⅠⅡ －６２；ⅠⅢ －７２；ⅣⅤ －５２６１

形状的统一　ⅠⅢ －９２３

性能、参数特征　ⅡⅢ －３２５

修改 　 ⅠⅠ －７６；ⅠⅡ －８；ⅠⅢ －１０；ⅡⅧ －５２；ⅢⅠ －５７；　

ⅣⅡ －４２；ⅣⅢ －４６

修改的方式　ⅣⅢ －４６２；ⅣⅢ －４６３

修改的要求　ⅡⅧ －５２１；ⅣⅢ －４６１

修改文件译文的审查　ⅢⅠ －４

选定　ⅢⅠ －２２３

选择发明　ⅡⅣ －４３

Ｙ
延长期限请求　ⅠⅠ －３４；ⅤⅦ －４１

延长期限请求费　ⅤⅡ －１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ⅡⅡ －２２４

要求优先权声明　ⅠⅠ －６２１２；ⅠⅠ －６２２２

要素变更的发明　ⅡⅣ －４６

要素关系改变的发明　ⅡⅣ －４６１

要素省略的发明　ⅡⅣ －４６３

要素替代的发明　ⅡⅣ －４６２

页码　ⅠⅠ －４２；ⅠⅠ －４３；ⅠⅠ －４４；ⅠⅡ －７２；ⅠⅡ －７３；　

ⅠⅡ －７４；ⅤⅠ －５６

医生处方　ⅡⅩ －７２

一般消费者　ⅣⅤ －４

一事不再理原则　ⅣⅢ －２１

依职权审查原则　ⅣⅠ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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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审查指南》（２００６年版）自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施行以来，在指导、规范和统一专

利申请和专利审查的实践操作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２７日，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３０日，国务院第 ９５次

常务会议通过了 《国务院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

（以下统称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第三次修改）。为了适应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第

三次修改，国家知识产权局本着适应性修订为主，兼顾优化程序设置、提高专利审

批效率、规范审批行为的修订原则，对专利审查指南作出修订。

一、修订过程

本次专利审查指南修订工作始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４日至１２月５日）：前期准备阶段。

完成审查指南修订领导组和工作组的组建。领导组负责审查指南主要修订内容

的指导和审定，工作组负责审查指南修订内容的基础研究、撰稿和统稿。１２月 ４日

和５日，审查指南修订工作启动会召开，会议确定了本次修订工作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和工作方案。

第二阶段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６日至 ２００９年 ３月 ２４日）：调查研究、提出修订建议

稿阶段。

修订工作组全面梳理了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涉及的修改内容；广泛

征集局内外对审查指南修订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研究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修订

内容的立法宗旨；分析比较与已有审查标准的承接以及国内外相关法律规定；研究

设计相关内容的申请和审查程序以及实体审查基准，并结合局内外的修订建议，提

出相关修订内容的具体修改方案，撰写完成修订建议稿。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９年 ３月 ２５日至 ５月 １８日）：领导组审议和工作组撰稿、统稿

阶段。

修订领导组对修订建议稿进行讨论、审议，对新的法律框架下相关内容的申请

和审查程序提出指导性意见，并就一些具体审查基准提出修订建议。撰稿人员根据

领导组的审核意见，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修订建议稿，撰写完成

其　他　　　　　　　　　　　　　　　　　　　　　　　　　　　　　　　　　　修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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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修订稿。统稿人员对该修订稿进行全面统稿。期间，多次召开工作组与条法司

之间、撰稿人员与各审查部门之间的研讨、协调会议，以保证相关修订内容的整体

统一和协调一致。工作组就在统稿过程中发现的疑难问题，多次提请领导组审议，

并根据领导组的审核意见，多次修改指南修订稿。

第四阶段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９日至６月５日）：局内外征求意见阶段。

修订工作组将第三阶段完成的最后修订稿作为征求意见稿征求局内各部门及审

查员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通过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以具体讲解、集中讨论

修改方案的方式，征求局外相关部门及专利申请人和代理人的意见。共收到修订意

见和建议９００余条。

第五阶段 （２００９年６月６日至７月９日）：修改完善阶段。

修订工作组对第四阶段征集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结合具体修改方案进行分析研

究；遵照修订原则的要求，吸纳参考其中的部分修改建议，对修订稿中的部分修改

方案进行调整完善。统稿人员对完善后的修订稿再次进行全面统稿，并将其中的重

要修改内容报请领导组审议。

第六阶段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１０日）：再次征求意见阶段。

第五阶段完成的审查指南修订稿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府网站上公开，面向社

会公众征求意见。期间，修订工作组不仅收到了来自国内的专利申请人、代理人的

修改意见和建议，还收到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等国外机构的修改建议。

第七阶段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进一步修改完善阶段。

工作组在第六阶段修订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根据修改建议和专利法

实施细则修改草案进一步完善专利审查指南修订稿。期间，统稿人员与撰稿人员一

起，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草案在修改过程中的变化，对相关内容的申请和审查

程序、实体审查基准进行多次调整，领导组多次对调整变化的内容进行审议。

第八阶段 （２０１０年１月）：审批和公布。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签署第五十五号令公布专利审查指南，

专利审查指南全文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 （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上向社会公开。

第九阶段 （２０１０年２月）：专利审查指南 （２０１０年版）出版发行。

二、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专利审查指南修订以适应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第三次修改而作的适应性

修订为主，适应性修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１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关于遗传资源保护和对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的要求，

修订说明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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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对申请人提交利用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的具体要求以及初步

审查和实质审查程序中对遗传资源披露等的审查基准；

２适应专利法第９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４１条相应规定的变化，调整了初步

审查、实质审查以及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程序；

３根据专利法第２０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８、９条对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实用

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的要求，增设了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程序；

４适应专利法第２２条新颖性概念的变化，对新颖性的审查标准进行修改，并相

应地调整了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证据问题的相关规定；

５适应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外观设计专利权授权标准的修改，增加了初步审

查程序中外观设计的相关授权条件的具体审查标准，以及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专利法

第２３条进行审查的具体标准；

６根据专利法第６１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５６、５７条的要求，设置了专利权

评价报告请求的接收、处理程序及专利权评价报告的作出程序，并增加了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具体评价基准。

为进一步优化程序设置、提高专利审批效率、规范专利审批行为而作的相应调

整，主要涉及：

１在程序设置上，从更加方便申请人的角度出发，尽量简化手续，对不利于申

请人、不便于实践操作的内容进行修订。例如，在涉及生物材料的申请的核实中，

增加针对保藏证明写明的保藏日期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的规定。

２对申请、审查实践中易造成混淆、理解执行不一致的内容进行修订。例如，

对实质审查程序中依据专利法第３３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５１条进行审查的相关内容

进行调整。

３纳入审查实践中证明可行且执行效果良好的内容。例如，增加了无效宣告程

序中对代理人特别授权委托书的规定。

４对未来审查实践中可能出现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作出前瞻性的规定，以利于

审查质量的提高。例如，明确了无效宣告请求的合议审查程序中可以依职权进行审

查的内容。

５考虑到与国际规则的协调与衔接，纳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公布的规范性文件

的部分相关内容。例如，在进入国家阶段的初步审查和实质审查中加入了对援引加

入项目的审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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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修订工作组织

１领导组

　　　田力普　　贺　化　　孙　可　　廖　涛　　尹新天　　葛　树

王　澄　 李永红　 卜　方　 张清奎　 郑慧芬　 崔伯雄

毕　囡　 刘志会　 林笑跃　 张茂于　 魏保志　 曾志华

白光清　 高　康　 冯小兵　 朱仁秀　 李　超　 王霄蕙

２工作组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玮　 卜　芳　 卞永军　 方丽娟　 王　京　 王丽颖

王京霞　 王星跃　 王美芳　 王智勇　 王靖梅　 王薇薇

韦　纬　 付　刚　 冯小兵　 卢　曦　 田　宏　 田　明

刘　铭　 刘　稚　 刘　雷　 刘　犟　 刘小宁　 刘丽君

刘志会　 刘勇刚　 刘晓静　 孙广秀　 孙传利　 孙跃飞

曲淑君　 朱　斌　 何越峰　 吴大章　 吴赤兵　 吴离离

宋传毅　 张　凌　 张　鹏　 张汉国　 张清奎　 张跃平

张雪飞　 张聚敏　 李　旭　 李　莉　 李　媛　 李永红

李虹奇　 李敬东　 杨　平　 杨红菊　 杨克菲　 芮晋洛

陈玉华　 周　佳　 周　霞　 周述江　 周胜生　 周雷鸣

宗　绮　 庞　华　 林　柯　 林笑跃　 欧阳石文　茅　红

郑文涛　 俞翰政　 姚晓红　 姜　晖　 姜　涛　 胡　婧

胡文辉　 赵　亮　 钟　华　 饶　刚　 唐田田　 徐晓亚

徐清平　 徐媛媛　 袁　泉　 贾海岩　 郭　强　 钱亦俊

崔　军　 崔　峥　 崔哲勇　 隋保明　 葛　树　 葛莹歆

蒋　彤　 谢　伟　 谢轩珠　 韩小非　 韩秀艳　 韩晓春

雷春海　 廖　涛　 谭小海　 潘爱群　 鞠德全　

修订说明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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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２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１９９２年９月４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５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

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７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第三章　专利的申请
第四章　专利申请的审查和批准
第五章　专利权的期限、终止和无效
第六章　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第七章　专利权的保护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
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

方案。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

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第三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全国的专利工作；统一受理和审查专利
申请，依法授予专利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管

理工作。

第四条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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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

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第六条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
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

该单位为专利权人。

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被批准后，该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权人。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

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七条　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压制。

第八条　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合作完成的发明创造、一个单位或者个人接受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委托所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另有协议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

于完成或者共同完成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被批准后，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为专利

权人。

第九条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
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

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

的人。

第十条　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

专利权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

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

记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

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

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

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
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实施该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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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申请人可以要求实施其发明的单位或者个人
支付适当的费用。

第十四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
意义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可

以决定在批准的范围内推广应用，允许指定的单位实施，由实施单位按照国家规定

向专利权人支付使用费。

第十五条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对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许可

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应当取得全体共有人

的同意。

第十六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
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

第十七条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有权在专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专利权人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识。

第十八条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
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者依照互惠原则，根据本法办理。

第十九条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
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

办理。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

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专利申请或

者其他专利事务；对被代理人发明创造的内容，除专利申请已经公布或者公告的以

外，负有保密责任。专利代理机构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
利的，应当事先报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保密审查。保密审查的程序、期限等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提出专利国际

申请。申请人提出专利国际申请的，应当遵守前款规定。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本法和国务院

有关规定处理专利国际申请。

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申请专利

的，不授予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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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及其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按照客观、公正、
准确、及时的要求，依法处理有关专利的申请和请求。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完整、准确、及时发布专利信息，定期出版专利公报。

在专利申请公布或者公告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对其

内容负有保密责任。

第二章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第二十二条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
用性。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

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第二十三条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

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

显区别。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本法所称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第二十四条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丧失新颖性：

（一）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的；

（二）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

（三）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第二十五条　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一）科学发现；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

（五）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六）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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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款第 （四）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授予专利权。

第三章　专利的申请

第二十六条　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其摘
要和权利要求书等文件。

请求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发明人的姓名，申请人姓名或者名

称、地址，以及其他事项。

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必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技术要点。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

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

第二十七条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该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
照片以及对该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等文件。

申请人提交的有关图片或者照片应当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

设计。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专利申请文件之日为申请日。如果申请
文件是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日为申请日。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计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

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

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第三十条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
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专

利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第三十一条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设计。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

设计，或者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可以

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可以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前随时撤回其专利申请。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对外观设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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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

第四章　专利申请的审查和批准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发明专利申请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
本法要求的，自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即行公布。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

请人的请求早日公布其申请。

第三十五条　发明专利申请自申请日起三年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
申请人随时提出的请求，对其申请进行实质审查；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请求实

质审查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自行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第三十六条　发明专利的申请人请求实质审查的时候，应当提交在申请日前与
其发明有关的参考资料。

发明专利已经在外国提出过申请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要求申请人在指

定期限内提交该国为审查其申请进行检索的资料或者审查结果的资料；无正当理由

逾期不提交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第三十七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
合本法规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其申请

进行修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第三十八条　发明专利申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仍然认为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

第三十九条　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发给发明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发

明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条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发给相

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自公告之

日起生效。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设立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专利复

审委员会请求复审。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

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专利权的期限、终止和无效

第四十二条　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
的期限为十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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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专利权人应当自被授予专利权的当年开始缴纳年费。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
（一）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

（二）专利权人以书面声明放弃其专利权的。

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第四十五条　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

利权无效。

第四十六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
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

记和公告。

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

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四十七条　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

侵权的判决、调解书，已经履行或者强制执行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以及已经

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转让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专利权人的恶

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

依照前款规定不返还专利侵权赔偿金、专利使用费、专利权转让费，明显违反

公平原则的，应当全部或者部分返还。

第六章　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具备实施条件的单
位或者个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一）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满四

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或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的；

（二）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被依法认定为垄断行为，为消除或者减少该行

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的。

第四十九条　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第五十条　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
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

地区的强制许可。

第五十一条　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比前已经取得专利权的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重大技术进步，其实施又有赖于前一发明或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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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型的实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后一专利权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前

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

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情形下，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前一专

利权人的申请，也可以给予实施后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

第五十二条　强制许可涉及的发明创造为半导体技术的，其实施限于公共利益
的目的和本法第四十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第五十三条　除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 （二）项、第五十条规定给予的强制许

可外，强制许可的实施应当主要为了供应国内市场。

第五十四条　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 （一）项、第五十一条规定申请强制许可

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以合理的条件请求专利权人许可其实施专利，

但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许可。

第五十五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及时
通知专利权人，并予以登记和公告。

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根据强制许可的理由规定实施的范围和时间。

强制许可的理由消除并不再发生时，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专利权人的请求，

经审查后作出终止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

第五十六条　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不享有独占的实施权，并且无
权允许他人实施。

第五十七条　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使用
费，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处理使用费问题。付给使

用费的，其数额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

第五十八条　专利权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不服的，
专利权人和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关于实施强制

许可的使用费的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章　专利权的保护

第五十九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

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第六十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

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

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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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

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一条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
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

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

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

第六十二条　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设
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第六十三条　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
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
进行查处时，可以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况；对当事人涉

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

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检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产品，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

利的产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前款规定的职权时，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不得拒绝、阻挠。

第六十五条　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
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

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

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赔偿。

第六十六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
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

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

的，可以延长四十八小时。裁定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应当立即执行。当事人对裁

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申请人自人民法院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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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应当解除该措施。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停止有关行为所遭受的损失。

第六十七条　为了制止专利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
况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

回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

应当立即执行。

申请人自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

该措施。

第六十八条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
或者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专利权

人要求支付使用费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他人使用其发

明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专利权授予之日前即已得知或者应当得知的，自

专利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一）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

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

（二）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

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

（三）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

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

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

（四）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

（五）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

器械的，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

第七十条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
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泄露国家秘密的，由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侵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和本法规定
的其他权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三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不得参与向社会推荐专利产品等经营活动。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

消除影响，有违法收入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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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四条　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五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手续，应当按照规定
缴纳费用。

第七十六条　本法自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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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修改后的专利法的过渡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７日公布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的施行，依照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修改前的专利法的规定适用于申请日在 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 １日前 （不含该

日，下同）的专利申请以及根据该专利申请授予的专利权；修改后的专利法的规定

适用于申请日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１日以后 （含该日，下同）的专利申请以及根据该专

利申请授予的专利权；但本办法以下各条对申请日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前的专利申请
以及根据该申请授予的专利权的特殊规定除外。

前款所述申请日的含义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理解。

第三条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后请求给予实施专利的强制许可的，适用修改后的
专利法第六章的规定。

第四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发生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后的涉嫌侵犯专利权
行为进行处理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七

十条的规定。

第五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发生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后的涉嫌假冒专利行
为进行查处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第六条　专利权人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后标明专利标识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
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第七条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
织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委托或者变更专利代理机构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第十
九条的规定。

第八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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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实　施　细　则

（２００１年６月 １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３０６号公布　根据 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
２８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月 ９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

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手续，应当以书面形式或者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办理。

第三条　依照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文件应当使用中文；国家有统一
规定的科技术语的，应当采用规范词；外国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没有统一中文译

文的，应当注明原文。

依照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证件和证明文件是外文的，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附送中文译文；期满未附送的，

视为未提交该证件和证明文件。

第四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以寄出的邮戳日为递交日；
邮戳日不清晰的，除当事人能够提出证明外，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日为递

交日。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各种文件，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

当事人。当事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文件送交专利代理机构；未委托专利代理机

构的，文件送交请求书中指明的联系人。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１５日，推定为当事
人收到文件之日。

根据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应当直接送交的文件，以交付日为送达日。

文件送交地址不清，无法邮寄的，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人。自公告之

日起满１个月，该文件视为已经送达。
第五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期限的第一日不计算在期限内。期限以年

或者月计算的，以其最后一月的相应日为期限届满日；该月无相应日的，以该月最

后一日为期限届满日；期限届满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

期限届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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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而延误专利法或者本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自障碍消除之日起 ２个月内，
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２年内，可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恢复权利。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因其他正当理由延误专利法或者本细则规定的期

限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可以自收到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的通知之日起２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恢复权利。
当事人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恢复权利的，应当提交恢复权利

请求书，说明理由，必要时附具有关证明文件，并办理权利丧失前应当办理的相应

手续；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恢复权利的，还应当缴纳恢复权利请求费。

当事人请求延长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向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说明理由并办理有关手续。

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二

条、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期限。

第七条　专利申请涉及国防利益需要保密的，由国防专利机构受理并进行审查；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受理的专利申请涉及国防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移交国防

专利机构进行审查。经国防专利机构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作出授予国防专利权的决定。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其受理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涉及国防利益以

外的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作出按照保密专利申请处理的决

定，并通知申请人。保密专利申请的审查、复审以及保密专利权无效宣告的特殊程

序，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

第八条　专利法第二十条所称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指技术方案
的实质性内容在中国境内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

按照下列方式之一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保密审查：

（一）直接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应当事先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请求，并详细说明其技术方案；

（二）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后拟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

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应当在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

请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请求。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视为同时提出了保密审查请求。

第九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依照本细则第八条规定递交的请求后，经过
审查认为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

时向申请人发出保密审查通知；申请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 ４个月内收到保密审查
通知的，可以就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

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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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通知进行保密审查的，应当及时作出是否需

要保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 ６个月内收到需要保密
的决定的，可以就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

利国际申请。

第十条　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
止的发明创造。

第十一条　除专利法第二十八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专利法所称申请
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本细则所称申请日，除另有规定的外，是指专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申请日。

第十二条　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是指：
（一）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二）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三）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１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
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包括临时工作单位；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的物

质技术条件，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

料等。

第十三条　专利法所称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
创造性贡献的人。在完成发明创造过程中，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物质技术条件

的利用提供方便的人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不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第十四条　除依照专利法第十条规定转让专利权外，专利权因其他事由发生转
移的，当事人应当凭有关证明文件或者法律文书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专利权

转移手续。

专利权人与他人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个月内向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

以专利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出质登记。

第二章　专利的申请

第十五条　以书面形式申请专利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文件
一式两份。

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申请专利的，应当符合规定的要求。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

的，应当同时提交委托书，写明委托权限。

申请人有２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除请求书中另有声明的外，以请
求书中指明的第一申请人为代表人。

第十六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请求书应当写明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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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的名称；

（二）申请人是中国单位或者个人的，其名称或者姓名、地址、邮政编码、组织

机构代码或者居民身份证件号码；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

其姓名或者名称、国籍或者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

（三）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姓名；

（四）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受托机构的名称、机构代码以及该机构指定

的专利代理人的姓名、执业证号码、联系电话；

（五）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 （以下简称在先申请）的申

请日、申请号以及原受理机构的名称；

（六）申请人或者专利代理机构的签字或者盖章；

（七）申请文件清单；

（八）附加文件清单；

（九）其他需要写明的有关事项。

第十七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名称，该名称应当与请求书中的名称一致。说明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技术领域：写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所属的技术领域；

（二）背景技术：写明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

术；有可能的，并引证反映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

（三）发明内容：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解决其技术问

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并对照现有技术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四）附图说明：说明书有附图的，对各幅附图作简略说明；

（五）具体实施方式：详细写明申请人认为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

必要时，举例说明；有附图的，对照附图。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人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的方式和顺序撰写说明书，并

在说明书每一部分前面写明标题，除非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性质用其他方式或者

顺序撰写能节约说明书的篇幅并使他人能够准确理解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并不得使用 “如权利要求

……所述的……”一类的引用语，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发明专利申请包含一个或者多个核苷酸或者氨基酸序列的，说明书应当包括符

合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序列表。申请人应当将该序列表作为说明书的一个单

独部分提交，并按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规定提交该序列表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

副本。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说明书应当有表示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

的附图。

第十八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几幅附图应当按照 “图１，图２，……”顺序编
号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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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

图中未出现的附图标记不得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申请文件中表示同一组成部

分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

附图中除必需的词语外，不应当含有其他注释。

第十九条　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
权利要求书有几项权利要求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权利要求书中使用的科技术语应当与说明书中使用的科技术语一致，可以有化

学式或者数学式，但是不得有插图。除绝对必要的外，不得使用 “如说明书……部

分所述”或者 “如图……所示”的用语。

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可以引用说明书附图中相应的标记，该标记应当放在相

应的技术特征后并置于括号内，便于理解权利要求。附图标记不得解释为对权利要

求的限制。

第二十条　权利要求书应当有独立权利要求，也可以有从属权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

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要求应当用附加的技术特征，对引用的权利要求作进一步限定。

第二十一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
按照下列规定撰写：

（一）前序部分：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和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主题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

（二）特征部分：使用 “其特征是……”或者类似的用语，写明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区别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这些特征和前序部分写明的特征合在一

起，限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性质不适于用前款方式表达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用其他

方式撰写。

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只有一个独立权利要求，并写在同一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之前。

第二十二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
按照下列规定撰写：

（一）引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其主题名称；

（二）限定部分：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附加的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

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并不得作为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

求的基础。

第二十三条　说明书摘要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公开内容的概
要，即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和所属技术领域，并清楚地反映所要解决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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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方案的要点以及主要用途。

说明书摘要可以包含最能说明发明的化学式；有附图的专利申请，还应当提供

一幅最能说明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特征的附图。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

在该图缩小到４厘米 ×６厘米时，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摘要文字部分
不得超过３００个字。摘要中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第二十四条　申请专利的发明涉及新的生物材料，该生物材料公众不能得到，
并且对该生物材料的说明不足以使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实施其发明的，除应当符合

专利法和本细则的有关规定外，申请人还应当办理下列手续：

（一）在申请日前或者最迟在申请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将该生物材

料的样品提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可的保藏单位保藏，并在申请时或者最迟自申

请日起４个月内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期满未提交证明的，该
样品视为未提交保藏；

（二）在申请文件中，提供有关该生物材料特征的资料；

（三）涉及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的专利申请应当在请求书和说明书中写明该生物材

料的分类命名 （注明拉丁文名称）、保藏该生物材料样品的单位名称、地址、保藏日

期和保藏编号；申请时未写明的，应当自申请日起 ４个月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
视为未提交保藏。

第二十五条　发明专利申请人依照本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保藏生物材料样品
的，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将该专利申请所涉及的生物材

料作为实验目的使用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请求，并写明下列事项：

（一）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地址；

（二）不向其他任何人提供该生物材料的保证；

（三）在授予专利权前，只作为实验目的使用的保证。

第二十六条　专利法所称遗传资源，是指取自人体、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等
含有遗传功能单位并具有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材料；专利法所称依赖遗传资源完成

的发明创造，是指利用了遗传资源的遗传功能完成的发明创造。

就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申请人应当在请求书中予以说明，

并填写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定的表格。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请求保护色彩的，应当提交彩色图片或者照片。
申请人应当就每件外观设计产品所需要保护的内容提交有关图片或者照片。

第二十八条　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应当写明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用途，外观
设计的设计要点，并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省略视图或者请

求保护色彩的，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对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提出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应当在简要说

明中指定其中一项作为基本设计。

简要说明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也不能用来说明产品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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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
提交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样品或者模型。样品或者模型的体积不得超过３０厘米 ×３０
厘米 ×３０厘米，重量不得超过１５公斤。易腐、易损或者危险品不得作为样品或者模
型提交。

第三十条　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 （一）项所称中国政府承认的国际展览会，是

指国际展览会公约规定的在国际展览局注册或者由其认可的国际展览会。

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 （二）项所称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是指国务院有关主

管部门或者全国性学术团体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 （一）项或者第 （二）项所列情形

的，申请人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时声明，并自申请日起 ２个月内提交有关国际展览
会或者学术会议、技术会议的组织单位出具的有关发明创造已经展出或者发表，以

及展出或者发表日期的证明文件。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 （三）项所列情形的，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证明文件。

申请人未依照本条第三款的规定提出声明和提交证明文件的，或者未依照本条

第四款的规定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证明文件的，其申请不适用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

第三十一条　申请人依照专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要求外国优先权的，申请人提
交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应当经原受理机构证明。依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与该受理

机构签订的协议，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通过电子交换等途径获得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的，视为申请人提交了经该受理机构证明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要求本国优先权，

申请人在请求书中写明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和申请号的，视为提交了在先申请文件

副本。

要求优先权，但请求书中漏写或者错写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

构名称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内容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

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记载的申请人姓名

或者名称不一致的，应当提交优先权转让证明材料，未提交该证明材料的，视为未

要求优先权。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申请人要求外国优先权，其在先申请未包括对外观设计的

简要说明，申请人按照本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提交的简要说明未超出在先申请文件

的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的，不影响其享有优先权。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在一件专利申请中，可以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要求
多项优先权的，该申请的优先权期限从最早的优先权日起计算。

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在先申请是发明专利申请的，可以就相同主题提出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在先申请是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可以就相同主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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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或者发明专利申请。但是，提出后一申请时，在先申请的主题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得作为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基础：

（一）已经要求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的；

（二）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的；

（三）属于按照规定提出的分案申请的。

申请人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其在先申请自后一申请提出之日起即视为撤回。

第三十三条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申请人，申请专利或者要求外
国优先权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其提供下列文件：

（一）申请人是个人的，其国籍证明；

（二）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其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证明文件；

（三）申请人的所属国，承认中国单位和个人可以按照该国国民的同等条件，在

该国享有专利权、优先权和其他与专利有关的权利的证明文件。

第三十四条　依照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可以作为一件专利申请提出
的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在技术上相互关联，

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其中特定技术特征是指每一项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作为整体，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

第三十五条　依照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将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
设计作为一件申请提出的，对该产品的其他设计应当与简要说明中指定的基本设计

相似。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相似外观设计不得超过１０项。
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所称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

上外观设计，是指各产品属于分类表中同一大类，习惯上同时出售或者同时使用，

而且各产品的外观设计具有相同的设计构思。

将两项以上外观设计作为一件申请提出的，应当将各项外观设计的顺序编号标

注在每件外观设计产品各幅图片或者照片的名称之前。

第三十六条　申请人撤回专利申请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声明，
写明发明创造的名称、申请号和申请日。

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好公布专利申请文件的印刷准备

工作后提出的，申请文件仍予公布；但是，撤回专利申请的声明应当在以后出版的

专利公报上予以公告。

第三章　专利申请的审查和批准

第三十七条　在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实施审查和审
理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要求

其回避：

（一）是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有利害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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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查和审理的；

（四）专利复审委员会成员曾参与原申请的审查的。

第三十八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请求书、
说明书 （实用新型必须包括附图）和权利要求书，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请求书、

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和简要说明后，应当明确申请日、给予申请号，并通知申

请人。

第三十九条　专利申请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不予受理，
并通知申请人：

（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缺少请求书、说明书 （实用新型无附图）或

者权利要求书的，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缺少请求书、图片或者照片、简要说明的；

（二）未使用中文的；

（三）不符合本细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四）请求书中缺少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或者缺少地址的；

（五）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或者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的；

（六）专利申请类别 （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不明确或者难以确定的。

第四十条　说明书中写有对附图的说明但无附图或者缺少部分附图的，申请人
应当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内补交附图或者声明取消对附图的说明。申

请人补交附图的，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或者邮寄附图之日为申请日；取消

对附图的说明的，保留原申请日。

第四十一条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同日 （指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应当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通知后自行

协商确定申请人。

同一申请人在同日 （指申请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

发明专利的，应当在申请时分别说明对同样的发明创造已申请了另一专利；未作说

明的，依照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的规定

处理。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应当公告申请人已依照本条第

二款的规定同时申请了发明专利的说明。

发明专利申请经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通知申请人

在规定期限内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申请人声明放弃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应当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并在公告授予发明专利权时一并公告申请人放弃

实用新型专利权声明。申请人不同意放弃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驳回该发明

专利申请；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视为撤回该发明专利申请。

实用新型专利权自公告授予发明专利权之日起终止。

第四十二条　一件专利申请包括两项以上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的，申
请人可以在本细则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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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分案申请；但是，专利申请已经被驳回、撤回或者视为撤回的，不能提出分案

申请。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一件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和本细则第三

十四条或者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

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该申请视为撤回。

分案的申请不得改变原申请的类别。

第四十三条　依照本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出的分案申请，可以保留原申请日，
享有优先权的，可以保留优先权日，但是不得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

分案申请应当依照专利法及本细则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分案申请的请求书中应当写明原申请的申请号和申请日。提交分案申请时，申

请人应当提交原申请文件副本；原申请享有优先权的，并应当提交原申请的优先权

文件副本。

第四十四条　专利法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条所称初步审查，是指审查专利申请
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六条或者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文件和其他必要的文件，这些文

件是否符合规定的格式，并审查下列各项：

（一）发明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是否

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十六条、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五

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十六

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

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三十一条第一

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依照专利法

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三）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是否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十

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四）申请文件是否符合本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将审查意见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

见或者补正；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其申请视为撤回。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仍然认为不符合前款所列各项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

第四十五条　除专利申请文件外，申请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的与专利
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未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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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使用规定的格式或者填写不符合规定的；

（二）未按照规定提交证明材料的。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将视为未提交的审查意见通知申请人。

第四十六条　申请人请求早日公布其发明专利申请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声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该申请进行初步审查后，除予以驳回的外，应当

立即将申请予以公布。

第四十七条　申请人写明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及其所属类别的，应当使用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布的外观设计产品分类表。未写明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所属类别

或者所写的类别不确切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予以补充或者修改。

第四十八条　自发明专利申请公布之日起至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止，任何人均
可以对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专利申请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四十九条　发明专利申请人因有正当理由无法提交专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
检索资料或者审查结果资料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声明，并在得到有关资

料后补交。

第五十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专利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专利申
请自行进行审查时，应当通知申请人。

第五十一条　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 ３个月内，可以对发
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自申请日起 ２个月内，可以对实用新型或者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申请人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对专利申请文件进

行修改的，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自行修改专利申请文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自行修改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第五十二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书的修改部分，
除个别文字修改或者增删外，应当按照规定格式提交替换页。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

图片或者照片的修改，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替换页。

第五十三条　依照专利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应当予
以驳回的情形是指：

（一）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依照专利法第九条

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的；

（二）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

六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规

定的；

（三）申请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或者分案的申请不符合本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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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的。

第五十四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后，申请人应当自收
到通知之日起２个月内办理登记手续。申请人按期办理登记手续的，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应当授予专利权，颁发专利证书，并予以公告。

期满未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

第五十五条　保密专利申请经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应当作出授予保密专利权的决定，颁发保密专利证书，登记保密专利权的有关事项。

第五十六条　授予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公告后，专利法第六十
条规定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专利权评价

报告。

请求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应当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写明专利号。

每项请求应当限于一项专利权。

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不符合规定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通知请求人在

指定期限内补正；请求人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第五十七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后 ２个月
内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对同一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有多个请求人请

求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仅作出一份专利权评价报告。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查阅或者复制该专利权评价报告。

第五十八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公告、专利单行本中出现的错误，一
经发现，应当及时更正，并对所作更正予以公告。

第四章　专利申请的复审与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第五十九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技术专家和法律专
家组成，主任委员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负责人兼任。

第六十条　依照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的，应当
提交复审请求书，说明理由，必要时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据。

复审请求不符合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或者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利复

审委员会不予受理，书面通知复审请求人并说明理由。

复审请求书不符合规定格式的，复审请求人应当在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

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该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第六十一条　请求人在提出复审请求或者在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通知书作
出答复时，可以修改专利申请文件；但是，修改应当仅限于消除驳回决定或者复审

通知书指出的缺陷。

修改的专利申请文件应当提交一式两份。

第六十二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将受理的复审请求书转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原审查部门进行审查。原审查部门根据复审请求人的请求，同意撤销原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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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据此作出复审决定，并通知复审请求人。

第六十三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复审后，认为复审请求不符合专利法和本细
则有关规定的，应当通知复审请求人，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期满未答复

的，该复审请求视为撤回；经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仍不

符合专利法和本细则有关规定的，应当作出维持原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

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复审后，认为原驳回决定不符合专利法和本细则有关规定

的，或者认为经过修改的专利申请文件消除了原驳回决定指出的缺陷的，应当撤销

原驳回决定，由原审查部门继续进行审查程序。

第六十四条　复审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前，可以撤回其复审请求。
复审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前撤回其复审请求的，复审程序终止。

第六十五条　依照专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
效的，应当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和必要的证据一式两份。

无效宣告请求书应当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具体说明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并指明

每项理由所依据的证据。

前款所称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是指被授予专利的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法第二

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第

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或者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或者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

取得专利权。

第六十六条　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不符合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
六十五条规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受理。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就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决定之后，又以同样的理由和证据请求

无效宣告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受理。

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

但是未提交证明权利冲突的证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受理。

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不符合规定格式的，无效宣告请求人应当在专利复审委

员会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该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未提出。

第六十七条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无效宣告请求后，请求人可以在提出无效
宣告请求之日起１个月内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逾期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的，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不予考虑。

第六十八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将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和有关文件的副本
送交专利权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

专利权人和无效宣告请求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答复专利复审委员会发出的转送

文件通知书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期满未答复的，不影响专利复审委员会

审理。

第六十九条　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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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专利说明书和附图，外观设计专利

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图片、照片和简要说明。

第七十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案情需要，可以决定对无效
宣告请求进行口头审理。

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对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口头审理的，应当向当事人发出口头

审理通知书，告知举行口头审理的日期和地点。当事人应当在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

作出答复。

无效宣告请求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发出的口头审理通知书在指定的期限内未作

答复，并且不参加口头审理的，其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撤回；专利权人不参加口头审

理的，可以缺席审理。

第七十一条　在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不得
延长。

第七十二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的请求作出决定前，无效宣告请求人
可以撤回其请求。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无效宣告请求人撤回其请求或者其无效宣告请

求被视为撤回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终止。但是，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

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决定的，不终止审查程序。

第五章　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第七十三条　专利法第四十八条第 （一）项所称未充分实施其专利，是指专利

权人及其被许可人实施其专利的方式或者规模不能满足国内对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

法的需求。

专利法第五十条所称取得专利权的药品，是指解决公共健康问题所需的医药领

域中的任何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包括取得专利权的制造该

产品所需的活性成分以及使用该产品所需的诊断用品。

第七十四条　请求给予强制许可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强制许可
请求书，说明理由并附具有关证明文件。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将强制许可请求书的副本送交专利权人，专利权人应

当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期满未答复的，不影响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作出决定。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在作出驳回强制许可请求的决定或者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

前，应当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拟作出的决定及其理由。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专利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作出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应

当同时符合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关于为了解决公共健康问题而给予强

制许可的规定，但中国作出保留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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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条　依照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使
用费数额的，当事人应当提出裁决请求书，并附具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证明文件。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请求书之日起３个月内作出裁决，并通知当事人。

第六章　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

第七十六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可以与发明人、设计人约定或者在其依法制
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专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奖励、报酬的方式和数额。

企业、事业单位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励、报酬，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

计制度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十七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未与发明人、设计人约定也未在其依法制定
的规章制度中规定专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奖励的方式和数额的，应当自专利权公告

之日起３个月内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金。一项发明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 ３０００
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１０００元。

由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建议被其所属单位采纳而完成的发明创造，被授予专

利权的单位应当从优发给奖金。

第七十八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未与发明人、设计人约定也未在其依法制定
的规章制度中规定专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报酬的方式和数额的，在专利权有效期限

内，实施发明创造专利后，每年应当从实施该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营业利润

中提取不低于２％或者从实施该项外观设计专利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０２％，作
为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或者参照上述比例，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一次性

报酬；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许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的，应当从收取的使

用费中提取不低于１０％，作为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第七章　专利权的保护

第七十九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所称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是指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专利管理工作量大又有实际处理能力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设立

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

第八十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查处假冒专利行为、调解专利纠纷进行业务指导。

第八十一条　当事人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或者调解专利纠纷的，由被请求人
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地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

两个以上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都有管辖权的专利纠纷，当事人可以向其中一个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提出请求；当事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

提出请求的，由最先受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指定管辖；无共同上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由国务院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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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第八十二条　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过程中，被请求人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被专
利复审委员会受理的，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中止处理。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为被请求人提出的中止理由明显不能成立的，可以不中

止处理。

第八十三条　专利权人依照专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
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识的，应当按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方式予以标明。

专利标识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

第八十四条　下列行为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假冒专利的行为：
（一）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专利权被宣告无效

后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或者未经许可在产品或者产

品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二）销售第 （一）项所述产品；

（三）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

者专利设计，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或者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公众将所

涉及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

（四）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五）其他使公众混淆，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

者专利设计的行为。

专利权终止前依法在专利产品、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

注专利标识，在专利权终止后许诺销售、销售该产品的，不属于假冒专利行为。

销售不知道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并且能够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由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销售，但免除罚款的处罚。

第八十五条　除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请求，
可以对下列专利纠纷进行调解：

（一）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二）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三）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四）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五）其他专利纠纷。

对于前款第 （四）项所列的纠纷，当事人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的，应

当在专利权被授予之后提出。

第八十六条　当事人因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归属发生纠纷，已请求管理专
利工作的部门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中止有关

程序。

依照前款规定请求中止有关程序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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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具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人民法院的写明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的有关受理文件

副本。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调解书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应

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恢复有关程序的手续。自请求中止之日起 １年内，有
关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归属的纠纷未能结案，需要继续中止有关程序的，请求人

应当在该期限内请求延长中止。期满未请求延长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自行恢复

有关程序。

第八十七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裁定对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采取保
全措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写明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的裁定书和协助

执行通知书之日中止被保全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有关程序。保全期限届满，

人民法院没有裁定继续采取保全措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第八十八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本细则第八十六条和第八十七条规定中
止有关程序，是指暂停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程序，授予专利权程

序和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暂停办理放弃、变更、转移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手续，

专利权质押手续以及专利权期限届满前的终止手续等。

第八章　专利登记和专利公报

第八十九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设置专利登记簿，登记下列与专利申请和专
利权有关的事项：

（一）专利权的授予；

（二）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

（三）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

（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

（五）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六）专利权的终止；

（七）专利权的恢复；

（八）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九）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国籍和地址的变更。

第九十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定期出版专利公报，公布或者公告下列内容：
（一）发明专利申请的著录事项和说明书摘要；

（二）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请求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发明专利申请自行

进行实质审查的决定；

（三）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撤回、视为撤回、视为放弃、恢复和转移；

（四）专利权的授予以及专利权的著录事项；

（五）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说明书摘要，外观设计专利的一幅图片或者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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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防专利、保密专利的解密；

（七）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八）专利权的终止、恢复；

（九）专利权的转移；

（十）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

（十一）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

（十二）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的给予；

（十三）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的变更；

（十四）文件的公告送达；

（十五）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更正；

（十六）其他有关事项。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提供专利公报、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以
及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供公众免费查阅。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负责按照互惠原则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专利
机关或者区域性专利组织交换专利文献。

第九章　费　　用

第九十三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手续时，应当缴纳下
列费用：

（一）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公布印刷费、优先权要求费；

（二）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复审费；

（三）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年费；

（四）恢复权利请求费、延长期限请求费；

（五）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无效宣告请求费。

前款所列各种费用的缴纳标准，由国务院价格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规定。

第九十四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费用，可以直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缴纳，也可以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或者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方

式缴纳。

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的，应当在送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汇单上写明正确

的申请号或者专利号以及缴纳的费用名称。不符合本款规定的，视为未办理缴费

手续。

直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缴纳费用的，以缴纳当日为缴费日；以邮局汇付方

式缴纳费用的，以邮局汇出的邮戳日为缴费日；以银行汇付方式缴纳费用的，以银

行实际汇出日为缴费日。

多缴、重缴、错缴专利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自缴费日起 ３年内，向国务院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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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提出退款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予以退还。

第九十五条　申请人应当自申请日起２个月内或者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 １５
日内缴纳申请费、公布印刷费和必要的申请附加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其

申请视为撤回。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缴纳申请费的同时缴纳优先权要求费；期满未缴

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第九十六条　当事人请求实质审查或者复审的，应当在专利法及本细则规定的
相关期限内缴纳费用；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第九十七条　申请人办理登记手续时，应当缴纳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
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办理登记手续。

第九十八条　授予专利权当年以后的年费应当在上一年度期满前缴纳。专利权
人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通知专利权人自应当缴纳年费期

满之日起６个月内补缴，同时缴纳滞纳金；滞纳金的金额按照每超过规定的缴费时
间１个月，加收当年全额年费的５％计算；期满未缴纳的，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
满之日起终止。

第九十九条　恢复权利请求费应当在本细则规定的相关期限内缴纳；期满未缴
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延长期限请求费应当在相应期限届满之日前缴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

视为未提出请求。

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无效宣告请求费应当自提出请求之

日起１个月内缴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第一百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缴纳本细则规定的各种费用有困难的，可以按

照规定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减缴或者缓缴的请求。减缴或者缓缴的办法由国

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管理部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

第十章　关于国际申请的特别规定

第一百零一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规定，受理按照专利
合作条约提出的专利国际申请。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提出并指定中国的专利国际申请 （以下简称国际申请）进入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处理阶段 （以下称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条件和程序适用本章

的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专利法及本细则其他各章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零二条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已确定国际申请日并指定中国的国际申请，
视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的专利申请，该国际申请日视为专利法第二十八条

所称的申请日。

第一百零三条　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在专利合作条约第二条所称的优先权日
（本章简称优先权日）起３０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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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续；申请人未在该期限内办理该手续的，在缴纳宽限费后，可以在自优先权日

起３２个月内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
第一百零四条　申请人依照本细则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的手续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以中文提交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写明国际申请号和要求获得的

专利权类型；

（二）缴纳本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公布印刷费，必要时缴纳本

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宽限费；

（三）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的，提交原始国际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中文

译文；

（四）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中写明发明创造的名称，申请人姓名或者

名称、地址和发明人的姓名，上述内容应当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以下简称

国际局）的记录一致；国际申请中未写明发明人的，在上述声明中写明发明人的

姓名；

（五）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的，提交摘要的中文译文，有附图和摘要附图的，提

交附图副本和摘要附图副本，附图中有文字的，将其替换为对应的中文文字；国际

申请以中文提出的，提交国际公布文件中的摘要和摘要附图副本；

（六）在国际阶段向国际局已办理申请人变更手续的，提供变更后的申请人享有

申请权的证明材料；

（七）必要时缴纳本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附加费。

符合本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 （三）项要求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给

予申请号，明确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日期 （以下简称进入日），并通知申请

人其国际申请已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国际申请已进入中国国家阶段，但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 （四）项至第 （七）项

要求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

其申请视为撤回。

第一百零五条　国际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在中国的效力终止：
（一）在国际阶段，国际申请被撤回或者被视为撤回，或者国际申请对中国的指

定被撤回的；

（二）申请人未在优先权日起 ３２个月内按照本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办理进入
中国国家阶段手续的；

（三）申请人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但自优先权日起 ３２个月期限届满
仍不符合本细则第一百零四条第 （一）项至第 （三）项要求的。

依照前款第 （一）项的规定，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的，不适用本细则第

六条的规定；依照前款第 （二）项、第 （三）项的规定，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

止的，不适用本细则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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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条　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作过修改，申请人要求以经修改的申请文
件为基础进行审查的，应当自进入日起 ２个月内提交修改部分的中文译文。在该期
间内未提交中文译文的，对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提出的修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不

予考虑。

第一百零七条　国际申请涉及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 （一）项或者

第 （二）项所列情形之一，在提出国际申请时作过声明的，申请人应当在进入中国

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中予以说明，并自进入日起 ２个月内提交本细则第三十条第三
款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未予说明或者期满未提交证明文件的，其申请不适用专利

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第一百零八条　申请人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已作
出说明的，视为已经满足了本细则第二十四条第 （三）项的要求。申请人应当在进

入中国国家阶段声明中指明记载生物材料样品保藏事项的文件以及在该文件中的具

体记载位置。

申请人在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中已记载生物材料样品保藏事项，但是

没有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声明中指明的，应当自进入日起 ４个月内补正。期满未补
正的，该生物材料视为未提交保藏。

申请人自进入日起４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
和存活证明的，视为在本细则第二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的期限内提交。

第一百零九条　国际申请涉及的发明创造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申请人应当在
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中予以说明，并填写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

定的表格。

第一百一十条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在进入中国国
家阶段时该优先权要求继续有效的，视为已经依照专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提出了书

面声明。

申请人应当自进入日起２个月内缴纳优先权要求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
视为未要求该优先权。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依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提交过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

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时不需要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未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

可以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交；申请人期满未补交的，其优先权要求视为未

提出。

第一百一十一条　在优先权日起３０个月期满前要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前处
理和审查国际申请的，申请人除应当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外，还应当依照专

利合作条约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提出请求。国际局尚未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传

送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交经确认的国际申请副本。

第一百一十二条　要求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国际申请，申请人可以自进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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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２个月内对专利申请文件主动提出修改。
要求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国际申请，适用本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第一百一十三条　申请人发现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中的文字的
中文译文存在错误的，可以在下列规定期限内依照原始国际申请文本提出改正：

（一）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

准备工作之前；

（二）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

之日起３个月内。
申请人改正译文错误的，应当提出书面请求并缴纳规定的译文改正费。

申请人按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通知书的要求改正译文的，应当在指定期限

内办理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手续；期满未办理规定手续的，该申请视为撤回。

第一百一十四条　对要求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国际申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经
初步审查认为符合专利法和本细则有关规定的，应当在专利公报上予以公布；国际

申请以中文以外的文字提出的，应当公布申请文件的中文译文。

要求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国际申请，由国际局以中文进行国际公布的，自国际公

布日起适用专利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由国际局以中文以外的文字进行国际公布的，

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布之日起适用专利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对国际申请，专利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中所称的公布是指本条第一款所

规定的公布。

第一百一十五条　国际申请包含两项以上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申请人可以自
进入日起，依照本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分案申请。

在国际阶段，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国际申请不符合专利合

作条约规定的单一性要求时，申请人未按照规定缴纳附加费，导致国际申请某些部

分未经国际检索或者未经国际初步审查，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时，申请人要求将所

述部分作为审查基础，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初步审查单

位对发明单一性的判断正确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缴纳单一性恢复费。

期满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的，国际申请中未经检索或者未经国际初步审查的部分

视为撤回。

第一百一十六条　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被有关国际单位拒绝给予国际申请日或
者宣布视为撤回的，申请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２个月内，可以请求国际局将国际申
请档案中任何文件的副本转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并在该期限内向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办理本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手续，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国际

局传送的文件后，对国际单位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复查。

第一百一十七条　基于国际申请授予的专利权，由于译文错误，致使依照专利
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确定的保护范围超出国际申请的原文所表达的范围的，以依据原

文限制后的保护范围为准；致使保护范围小于国际申请的原文所表达的范围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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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时的保护范围为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一百一十八条　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同意，任何人均可以查阅或者复制已
经公布或者公告的专利申请的案卷和专利登记簿，并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出具专利登记簿副本。

已视为撤回、驳回和主动撤回的专利申请的案卷，自该专利申请失效之日起满２
年后不予保存。

已放弃、宣告全部无效和终止的专利权的案卷，自该专利权失效之日起满 ３年
后不予保存。

第一百一十九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文件或者办理各种手续，应
当由申请人、专利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的，由专利代理机构盖章。

请求变更发明人姓名、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国籍和地址、

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代理人姓名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著录

事项变更手续，并附具变更理由的证明材料。

第一百二十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有关申请或者专利权的文件，应当
使用挂号信函，不得使用包裹。

除首次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外，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各种文件、办理各种

手续的，应当标明申请号或者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和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姓名或

者名称。

一件信函中应当只包含同一申请的文件。

第一百二十一条　各类申请文件应当打字或者印刷，字迹呈黑色，整齐清晰，
并不得涂改。附图应当用制图工具和黑色墨水绘制，线条应当均匀清晰，并不得

涂改。

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和摘要应当分别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申请文件的文字部分应当横向书写。纸张限于单面使用。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专利法和本细则制定专利审查指南。
第一百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国务院

批准修订、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国专利局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同时废止。

附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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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过渡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２０１０年１月９日公布的 《国务院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的施行，依照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修改前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适用于申请日在 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１日前
（不含该日）的专利申请以及根据该专利申请授予的专利权；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

则的规定适用于申请日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以后 （含该日，下同）的专利申请以及根

据该专利申请授予的专利权；但本办法以下各条对申请日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前的专
利申请以及根据该申请授予的专利权的特殊规定除外。

第三条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以后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为理由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对该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

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四条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以后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对该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
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五条　专利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以后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手续的，该国际申请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章的规定。

第六条　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以后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中止有关程序的，适用修
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九条的规定，不再缴纳中止程序请求费。

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以后请求退还多缴、重缴、错缴的专利费用的，适用修改后
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

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以后缴纳申请费、公布印刷费和申请附加费的，适用修改后
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以后办理授予专利权的登记手续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不再缴纳申请维持费。

第七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起施行。

施行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过渡办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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