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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专利基础知识

二、专利文件的组成

三、专利的申请

四、专利的维护



专利(paten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Litterae patentes，意为公开的信件或公
共文献，是中世纪的君主用来颁布某种特权的证明，后来指英国国王亲自签
署的独占权利证书。

专利权（Patent Right），简称“专利”，是发明创造人或其权利让人对
特定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的独占实施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专利权的“三性”：
排他性：专利权人拥有的专利权享有独占或排他的权利，未经其许可或

者出现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任何人不得使用，否则即构成侵权。
时间性：发明专利保护期限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保护期限10年。

（新《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已将外观设计保护年限提高至15年，以符合
《海牙协定》要求）

地域性：在某国申请的本国专利只在本国（PCT专利为指定国）受到保
护，其他国家不受该专利影响。

专利基础知识——什么是专利？



专利基础知识——专利的三种类型

（三）外观设计专利

（一）发明专利

（二）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法》所称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

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是全新的创造，是专利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首先，发明是一项新的

技术方案。其次，发明分为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两大

类型。产品发明包括所有由人创造出来的物品，方法

发明包括所有利用自然规律通过发明创造产生的方法。

方法发明又可以分成制造方法和操作使用方法两种类

型。

（一）发明专利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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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

产品形状所提出的技术方案可以是对产品的三维

形态的空间外形所提出的技术方案，例如对凸轮

形状、刀具形状作出的改进；也可以是对产品的

二维形态所提出的技术方案，例如对型材的断面

形状的改进。

（二）实用新型专利的介绍



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区别：

1. 实用新型只限于具有一定形状的产品，不能是一种方法，也不能是

没有固定形状的产品。特别注意：化学分子结构的创新不属于实用新

型的所保护的“产品构造”创新的范围！

2. 实用新型的保护期限只有10年，发明有20年。

3. 对实用新型的创造性要求不太高，而实用性较强。实用新型在《专

利审查指南》中只要求“实质性特点和进步”，而发明要求要有“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4. 实用新型只用初审通过即可授权，发明专利初审通过公开后还要进

行实质审查，实质审查通过后方可授权。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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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外观设计专利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是指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的设计；

（2）必须是对产品的外表所作的设计；

（3）必须富有美感；

（4）必须是适于工业上的应用。

（5）不能仅仅起标识作用。

仅起标识作用的——商标

（三）外观专利设计



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的区别：

外观设计注重的是设计人对一项产品的外观所作出的富于艺术性、具

有美感的创造，但这种具有艺术性的创造，不是单纯的工艺品，它必须具

有能够为产业上所应用的实用性。外观设计专利实质上是保护美术思想的，

而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是技术思想；虽然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

与产品的形状有关，但两者的目的却不相同，前者的目的在于使产品形状

产生美感，而后者的目的在于使具有形态的产品能够解决某一技术问题。

外观设计案例：矿泉水瓶；实用新型案例：机械部件。



专利相关的各种“号”

 专利号

 专利申请号

 专利公开号

 专利公告号



专利号

 ZL+13位数字，具体格式为：

ZL+XXXX（年份）+X（专利类别，1

为发明，2为实用新型，3外观设计，8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PCT发明专利申

请，9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PCT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XXXXXXX（申请顺序

号）+.X（校验数字位）

 专利号一般出现在专利证书上

 2004年以前的专利号，年份位为两位

，申请序号为五位



专利申请号

 专利申请号是专利文献号的一种，其格式为专利号去掉ZL，或者说

专利号是ZL+专利申请号。

 现在市面上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用未授权的专利申请的申请号冒

充专利号打在商品上，这种行为构成了冒充专利的行为（注意与假

冒专利行为进行区别）。

 仅通过观察专利号无法确认一件专利是否被授权，可通过国家知识

产权局网站或相关专利检索网站进行法律状态查询。



专利公开号与公告号

 专利公开号与公告号都是专利文献号的一种，其格式为CN（国家/

地区代，字母2位，CN为中国大陆）+X（专利类别号，同专利号的

专利类别号规则）+XXXXXXXX（文献流水号，数字8位）+X（专

利文献类别代码位，A为发明专利的申请公开，B为发明专利的公告

，C为发明专利部分无效的公告，U为实用新型的公告文献，Y为实

用新型专利部分无效的公告，S为外观设计公告或者外观设计部分

无效的公告）

 上述公开号与公告号规则仅适用于CN专利。

 专利文献的文献类别代码并不代表该专利（或专利申请）目前的状

态，具体的专利情况也需通过相应网站进行法律状态查询。



内容简介

一、专利基础知识

二、专利文件的组成

三、专利的申请

四、专利的维护



一篇专利文件的组成

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

说明书附图（视情况）
说明书摘要

摘要附图（视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

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

说明书附图
说明书摘要
摘要附图

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
外观设计简要说明



实用新型和发明，公告与公开——注意对比区别

授权公告文件 申请公开文件



权利要求书 —— 专利保护的核心



说明书 —— 对保护内容的有力支持



外观设计专利

简单三页纸一篇外观设计专利：信息页、设计图片照片页、简要说明页



内容简介

一、专利基础知识

二、专利文件的组成

三、专利的申请

四、专利的维护



申请专利前应做的准备工作：

一、熟悉专利法
和实施细则，详
细了解什么是专
利，谁有权申请
并取得专利权，
怎样申请专利并
能尽快获得专利
权。

二、对准备申请
专利的项目进行
专利性调查。在
作出是否提出专
利申请以前，申
请人至少检索一
下专利文献。检
查申请的专利是
否具有新颖性、
创造性、实用性。

三、对准备申请
专利的项目进行
市场前景和经济
收益的分析和调
查。

四、了解专利
文件的书写格
式和撰写要求，
专利申请的提
交方式、费用
情况和简要的
审批过程。



专利申请前准备工作一：熟悉专利法

了解肯定不会被授予专利权的内容：

2020版《专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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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一）科学发现；（例如中子的存在）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例如计算机的某种算法）
（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例如癌细胞的识别与靶向治疗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植物有《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保护！）
（五）原子核变换方法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方法为2020年版新增，例

如人工制备的第113号元素及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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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商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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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谁会拥有专利权：

2020版《专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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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单位可
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施和运用。（红字
为2020版新增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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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单位是专利权人，发明人又能得到什么奖励？

2010版《专利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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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专利文件的申请文件组成

发明专利请求书
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
说明书附图
说明书摘要
摘要附图

（以上均一式两份）

实用新型请求书
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
说明书附图
说明书摘要
摘要附图

（以上均一式两份）

外观设计请求书
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
外观设计简要说明
（各一式两份）

要求保护色彩的，应
当提交彩色和黑白的
图片或照片各一份。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



机械相关的专利申请快速获得授权小技巧

优势：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需通过初步审查便可获得授权，理论上，如满
足授权条件，18月内必定获得授权；而发明专利在通过初步审查后还需要经
受漫长的实质审查，可能拖延数年之久。发实同申，可以使申请人尽快获得
保护，同时又能获得较长时间（20年）的保护。

技巧依据：《专利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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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申请前准备工作二：做好检索，检查三性

新颖性 创造性

实用性



专利（DII，SOOPAT，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等）

论文（CNKI，WOS，EI等） 公开信息（Baidu，bing等）



专利申请前准备工作三：明确目的，做好评估

评奖、评职称？实际应用？

做好专利分析评估工作！



什么以专利保护，什么以商业秘密保护？



专利申请前准备工作四：撰写、申请流程

撰写，自己写？找代理？

练好内功，撰写自己搞定！



1. 搞清楚自己技术和别人技术的最大区别技术特征是什么？进步有
多大？（发明：（1）突出的实质性特点（2）显著的进步）

例子：
1. 一种用于检测XXX的光学系统，包括组件A,B,C,D。其特征在于，在E处设置了

滤光片。

该申请说明书中的实施案例
…...该光学系统在E处设置了一块直径为5cm的滤光片，其可以提高检测的精度。

对比文献中的实施案例
…..该光路系统在F处设置了一组滤光装置，该滤光装置能够将检测精度提高……..

因为在现有文献中有相同或相似的技术特征达到了，相同或相似的技术效果，会被
认为是对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显而易见，而使权利要求缺少创造性。

专利撰写中的注意事项



2. 权利要求1尽可能从更加上位概念保护自己的技术，但是要注
意：

 不要使用“等”、“左右”、等范围模糊性词汇。
 如果使用上位概念保护，说明书中的实施案例中，应尽可能多地列

举不同的下位概念的实施案例。（至少三个）



3. 撰写从属权利要求时一定要记住自己专利保护的主体是什么
？

例子：
（主权利要求）1. 一种A，其特征在于，包括组件B,C,D。
正确： （从属权利要求）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B具有E特征。
错误： （从属权利要求）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B，具有E特征。



4. 避免多个从属权利要求引用已经引用过多个权利要求的从属
权利要求。

例子：
（从属权利要求）4. 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
正确： （从属权利要求）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
错误： （从属权利要求）5. 根据权利要求3和4所述的……



5. 说明书尽可能多披露相关能够披露的内容。

理由：

2008版《专利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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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
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

2010版《专利法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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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的判断

（1）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新颖性判断相关）
（2）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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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著的进步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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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的判断



几种创造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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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带有电子表功能的圆珠
笔，仅是将电子表安装在圆珠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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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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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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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有新颖性）

例如：
现有文献公开的技术方案为“加热装置”，可以达到在200-1000℃进

行加热。本发明选择“电加热装置”，可以在210-1010℃进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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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ｏ
ｌ）；在给出的例子中，催化剂用量比为２％ （ｍｏｌ） ～１３％ （ｍ
ｏ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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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２％ （ｍｏｌ） ～０.２％ （ｍｏｌ）），提高产率１１.６％ ～３５.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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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克服技术偏见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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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用
于柜子的支撑结构转用到桌子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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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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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目的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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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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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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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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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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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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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专利基础知识

二、专利文件的组成

三、专利的申请

四、专利的维护



申请费额度

发明专利：
1、申请费：900元
2、专利登记、印刷、印花费：合计205元
3、实质审查费：2500元。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1、申请费：500元。
2、专利登记、印刷、印花税：合计205元。

（注：不含任何因为多页、附页等情况的附加费）



申请费缴纳时限

申请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日起算两个月内或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5日
内。与申请费同时缴纳的费用还包括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要求优先权
的，应同时缴纳优先权要求费。

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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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审费

复审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人收到专利局作出驳回申请决定之日起三个月
内。



年费

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应当在专利局发出的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中指定
的期限内（两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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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权利请求费

该项费用的缴纳期限是自当事人收到专利局发出的确认权利丧失通知之
日起两个月内。

延长期限请求费

申请人对专利局指定的期限请求延长的，应在原期限届满日之前提交延
长期限请求书，并缴纳费用。



问题：某人在2015年1月15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一份发明专利
申请，于2016年1月10日初审通过公开，并于2017年3月3日获得发明
专利授权。请问2017年4月3日时应当缴纳？

答案：2008年版《专利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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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版《专利法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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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3日处于第三个专利年度，故应当一次性缴纳第3年年费。

附加问题：第1年和第2年度的年费什么时候缴纳？



年份 全额 个人减免后实缴额 单位减免后实缴额

1-3年 900 135 270

4-6年 1200 180 360

7-9年 2000 300 600

10-12年 4000 600 1200

13-15年 6000 900 1800

16-20年 8000 1200 2400

发明专利年费



年份 全额 个人减免后实缴额 单位减免后实缴额

1-3年 600 90 180

4-5年 900 135 270

6-8年 1200 180 360

9-10年 2000 300 600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年费



专利年费减免需要满足的条件:
1. 上年度月均收入低于3500元的个人；
2. 上年度企业应纳所得税额低于30万元的企业；
3. 事业单位，非营利性质的科研机构，社会团体。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单位为共同专利申请人或者共有专利权人
的，应当分别符合前款规定。

专利年费予以减免的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专利费用减缓请求不予批准：
(一)未使用专利局制定的费用减缓请求书的;
(二)全体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未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签字或者盖章的;
(三)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提供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
证明的;
(四)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个人年收入超过二万五千元人民币的;
(五)费用减缓请求书中未注明全体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个人年收入的;
(六)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两个以上单位的;
(七)费用减缓请求书中的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名称或者发明创造名称与
专利请求书中的相应内容不一致的。

专利年费不予以减免的情况



PCT是《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的英文缩写
，是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根据PCT的规定，专利申请人可以通过PCT
途径递交国际专利申请，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

PCT申请

PCT国际专利申请首先由专利申请人向其主管受理局提交，由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的国际局进行国际公开，并由国际检索单位进行国际检索。如
果申请人要求的话，该国际专利申请由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进行国际初步
审查。国际检索的目的是提供与该国际专利申请有关的现有技术资料；
国际初步审查的目的是为该国际专利申请提供有关其新颖性、创造性和
工业实用性的初步审查意见。经过国际检索、国际公开以及国际初步审
查（如果要求了的话）这一国际阶段之后，专利申请人办理进入国家阶
段的手续。



中国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是中国国民或居民的主管受理局，同时也是国际
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中国申请人提出国际专利申请，可以直
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提交申请。

PCT申请

国际专利申请的语言可以是中文、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西
班牙语等，根据受理局的规定选择。中国申请人提出国际专利申请可以
使用中文和英文。



PCT申请流程



PCT申请优势

1 . 只需提交一份国际专利申请，就可以在国际阶段期限内（通常为30个月）向
多个国家申请专利，而不必在常规十二个月的优先权期限内向每一个国家分别提
交专利申请。利用这段时间，专利申请人可以对市场、对发明的商业前景以及其
他因素进行调查，在花费较大资金进入国家阶段之前，决定是否继续申请外国专
利。若经过调查，决定不向外国申请专利，则可以节省费用。

2. 某些国家对国际专利申请的国家费用比普通申请要低。

3. 中国申请人提出PCT申请可以用中文。进入国家阶段后，才需根据各国规定递
交国际申请文件的译本（该国的官方语言）和缴纳规定的国家费用。



PCT申请费用

1、国际申请费：国际申请文件不超过30页 CHF 1330 超出部分每页加收 CHF 15（电子申请
的费用减免：PDF-200CHF，XML-300CHF）
2、手续费： CHF 200 
3、请求明显错误改正公布的特别费用：CHF 50+超过一页12/页
4、关于优先权要求视为未提出公布的特别费用：CHF 50+超过一页12/页
5、提前公布的费用： CHF200
6、文件副本费：优先权文件、申请文件 CHF35（普通）CHF50（认证）小册子 CHF35
7、其他文件： CHF5+2/页、认证另+CHF15
8、序列表（CD）： CHF35+邮费

为方便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从2015年2月1日起已改变PCT申请相关费用（申请费、申请附
加费、初审手续费等以瑞士法郎计算的费用）的计算方式。新的计算方式不再使用瑞士法郎换
算成美元、美元再兑换人民币的方式，而是采用瑞士法郎直接兑换人民币的方式。

申请阶段



PCT申请费用

1、检索费 CNY 2100（自受理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
检索附加费 CNY 2100

2、后提交费 CNY 200
3、优先权文件费 CNY 150
4、恢复优先权请求费 CNY 1000（提出恢复优先权请求时缴纳）
5、初步审查费 CNY 1500（自国际初审单位收到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

之日起1个月内或自优先权日起22个月，以后到期为准。）
初步审查附加费 CNY 1500

6、单一性异议费 CNY 200
7、副本复制费（每页） CNY 2

国际检索与国际初审阶段



PCT申请费用减免

国际阶段：
1、PCT成员国的自然人， 国际申请费和手续费减缴90%；
2、以PDF形式递交请求书， 国际申请费减缴200瑞士法郎元；
3、以XML格式递交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摘要，国际申请费减缴300瑞士
法郎。

国家阶段：
1、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受理局的PCT申请， 免缴申请费及申请附加费；
2、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国际检索报告的PCT申请， 减缴50%的实质审查费；
3、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和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PCT申请， 免缴实质
审查费；
4、由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和瑞典专利局三个国际检索单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的
PCT申请， 减缴20%的实质审查费



PCT申请费用举例

某PCT申请共计32页，该申请使用PDF格式的电子申请形式提交，申请人为自然人，有权享受
国际申请费90%的减免，请求受理局制作一项优先权文件副本，则该申请应缴纳的费用计算方
法如下：

检索费：CNY 2100

优先权文件费：CNY 150

申请费：（CHF 1330- CHF 200）*10%=* 6.851019（汇率）=CNY 774.17

申请附加费：
CHF 15 *（32-30） * 10%* 6.851019= CNY20.55

合计：
CNY 2100+ CNY 150 +CNY 774.17+CNY20.55=CNY 3044.72



其他国家专利申请费对比

美国发明专利：
申请费（基础）：USD 300，检索费 USD660，实质审查费 USD760

欧洲发明专利：
申请费（基础）+检索费：EUR1170 其中申请费EUR 560，实质审查费：1490，基
础7个国家的指定费EUR560

日本发明专利：
申请费（基础）： JPY21000，实质审查费：JPY67400



不丧失新颖性情况

 问：是先发文章还是先申请专利？（引申问题：哪些行为不会“自己把自己绊倒

”影响到未来申请专利的新颖性？）

 答：建议如有有申请专利想法还是先进行专利申请，如果论文投稿后产生了申请

专利想法，请一定在第一时间申请专利，并保证在专利初审完成之前，论文不发

表，如联系编辑推迟发表。

申请人的以下行为不影响自己专利申请新颖性，参考2008版《专利法》第二十四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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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保护的新颖性

 问：对于涉及数值范围保护的专利，如何避免现有技术影响自己专利申请的新颖

性？

 答：一般的判断方法是，可以看现有技术描述的范围的两个端点中的任一一个是

否落在专利描述范围之内（包括具有相同的端点数值），如果落入则破坏了新颖

性，未落入则不破坏。如果还比较迷惑，可以用画线段的方法进行辅助，先画专

利表示的范围，然后再画现有技术的线段，看后者的两个端点是否落在前者的范

围内。

详细的判断方法可以看这个链接里的内容，介绍比较全面，并且解释的不影响新

颖性的基础原理。

https://wenku.baidu.com/view/7b82bb9631b765ce04081487.html



谢谢，请批评指正！

徐英祺
E-mail:xuyq@clas.ac.cn
QQ:253668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