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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

知识产权 三者区别



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

20年

10年
15年

自2021.6.1起



三种专利的区别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时限 2~4年左右 8-10个月 4-6个月

审查程序
受理、初审、公开、
实审、授权

受理、初审、授权 受理、初审、授权

保护时间 20年 10年 15年

稳定程度 经过实审、稳定性强 未实审，稳定性较弱 未实审，稳定性较差



一、发明与实用新型的区别

1、保护对象不同：发明专利把各种技术 方案都作为保护对象，对于符合要求的各种产品和方法都可以

授予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只适用于具有一定形状、构造的产品，而不适用于工艺方法。

2、专利性要求不同：创造性水平要求不同。

3、审批程序不同：实用新型不用实质审查。

4、保护期限不同：发明20年、实用新型10年。

三者的区别

二、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的区别

1、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是产品外表设计；实用新型则保护外部结构和内部构造；

2、美感效果、技术效果；

3、产品是载体；与产品融为一体；

4、立体形态；立体或平面；

5、保护期限不同：外观设计15年、实用新型10年。



发明专利立案流程



发明专利快速审查



发明专利快速审查

预审分类号是否
符合要求具体以
保护中心下发的
预审意见为准



发明专利快速审查

从申请到授权
2~3个月左右

1.要求发明专利的有一定的创造性
高度，有较好的授权前景

2.要求符合预审的分类号要求
（智能制造）

3.申请人要保证不能先发表相关论文

是否进行预审建议具体
交给我司负责案件撰写
的代理人来判断



发明专利快速审查

如果预审不通过则可
以尝试在进入实质审
查阶段后提出优先审
查，如果发明构思比
较好，授权通知书可
在6~8个月左右拿到



2
技术挖掘

意义 时机 方法 误区



一、什么是专利挖掘？

1、专利挖掘的概念

所谓专利挖掘，实际就是站在专利的视角，对纷繁的技术成果

进行剖析、拆分、筛选以及合理推测，进而得出各技术创新点和专

利申请技术方案的过程。

简而言之，专利挖掘就是从创新成果中提炼出具有专利申请和

保护价值的技术创新点和方案的过程。



形成申请方案 延伸专利保护范围 建立专利保护网 促进 研究开发

一、什么是专利挖掘？

2、专利挖掘的直接作用

对有价值技术方案的提炼，概括形成一个大致完整的创新点



二、专利挖掘的意义

一举多得：

1、保护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成果；

2、保证产品的市场独占地位；

3、通过转让和/或许可获得收益；

4、减少卷入知识产权纠纷的损失；

5、更多地积累企业的无形资产。



正面案例：高通（Quality Communications）
以盈利驱动创新

Qualcomm创立于1985年，是全球3G、4G与下一代无线技术的领军企业，

也是移动行业与相邻行业重要的创新推动者。高通最早推出了功能强大的通用芯

片，是全球最大的移动芯片供应商。

由于高通在通信领域的长期创新和积累，其专利数量已经达到13万多件，

这些13万多件专利中，除了蜂窝通信领域SEP最多外，高通在手机的其它方面比

如音视频、射频、天线、GPS、操作系统等都拥有大量专利。

2010年其专利许可就获利近36亿美元。它独特的“创新－专利－专利许可

－研发资金－再创新”的发展模式是商界和科技界的传奇。



反面案例：“新疆—2”被大量克隆
被动申请，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新疆联合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在全国联合收割机生产领域处于龙头地位，

其生产的“新疆—2”联合收割机红遍中国，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0%，并且创

造了3年连续产量上万台的奇迹。然而，由于企业经营者缺乏专利保护这根弦，

12年间该公司对于花费700多万元巨资不断研制、开发出的用于改进“新疆—2”

的众多技术创新成果，居然没有申请一件专利。

由于“新疆—2”市场销售形势很好，很快市场上就出现了多种与“新疆—

2”一模一样的克隆品，从而挤掉了真“新疆—2”数千台的市场份额。因为没

有专利这把保护伞，“新疆—2”也只能忍气吞声。吃一堑长一智，该公司于

1998年连续申请了12项专利，自此走上了“自主创新和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

健康发展之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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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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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专利现有技术是不能够进行以盈利

为目的的实施的，科学研究则可以。



四、专利挖掘时机



举例：

发现钴酸锂电池比锂电池安全（锂容易起火），可以申请专利；

继续研究发现磷酸铁锂比钴酸锂效果更好且无毒/便宜，又可以申

请专利；

进一步发现磷酸铁锂包敷碳技术可以解决磷酸铁锂材料导电性不

佳的难题，还可以申请一个专利；

通过进一步应用开发，设计出有助于该材料能量稳定存储和稳定

释放的结构，还可以申请专利。

随着这一技术的不断研究，每个研发阶段就会不断的有专利产生。



发明创造的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专利法第一条

开拓性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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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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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用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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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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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产品的新用途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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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发明：公知的汽车轮胎具有很好的强度和耐磨性能，它曾经是由于一名皮带工匠在准备黑色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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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热镇痛药抗风
湿药

抗血栓

减轻皮肤
粘膜淋巴
结综合症
（川崎病）预防消化

道肿瘤



已知产品的新用途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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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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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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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创造性。

发明克服了技术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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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痛+永久



五、专利挖掘方法

专利挖掘是一个非常需要技巧的过程，一般而言，专利挖掘的途径主要有三

种：从项目任务出发、从某一创新点出发、从已有专利出发。

从项目任务出发

1、找出完成任务的组
成部分

2、分析各组成部分的
技术要素

3、找出各技术要素的
创新点

4、根据创新点总结技
术方案

从某一创新点出发

1、找出项目中的某一
创新点

2、找出该创新点的关
联因素

3、找出各关联因素的
其他创新点

4、根据其他创新点总
结技术方案

从已有专利出发

1、对目标专利进行整
体分析

2、分析目标专利的主
要创新点及权利要求

3、分析目标专利的实
现方案

4、寻找替代方案&改
进方案&包围方案…



从项目出发



从项目出发



从创新点出发进行专利挖掘

以下以从新的机舱报警信息接收确认机制出

发为例，说明从某一创新点出发进行专利挖掘的

过程。

1、找出创新点的关联因素。包括软件的确认

机制、硬件的实现机制等。

2、找出各个因素的创新点

软件的确认机制方面：有没有其他新的信息

接收确认流程、信息接收确认验证方法等。

硬件的实现机制方面：有没有其他新的硬件

装置结构，如考虑能否增加信息存储装置、信息

显示装置、信息回传装置、错误信息警报装置等。

新的报警信息确认接收机制

软件的确认机制 硬件的确认机制

新
的
信
息
接
收
确
认
流
程

信
息
接
收
确
认
验
证
方
式

信
息
回
传
装
置

新
的
错
误
信
息
警
报
装
置

信
息
存
储
装
置

新
的
信
息
显
示
装
置



专利挖掘案例



1、侧壁开孔有

引流帽，防止

豆渣洒出，有

效降低了喷浆

高度。

2、引流罩下方

也具有较小的

引流孔，利于

水和浆料的混

合和循环。







挖掘前后对比：

挖掘前：一种豆浆机

挖掘后：

1、一种食品料理机（带有引流罩的）

2、一种制浆方法（适配于图1豆浆机的使用方法）

3、一种设置在食品料理机的机头内的电路控制器件（图3）

4、一种食品料理机的电路控制方法（图4）

5、一种豆浆机（外观设计）

6、一种电热器 （豆浆机中的加热装置）



六、专利挖掘误区

误区一：专利的技术含量必须很高

能否获得专利的依据是专利法对于专利的审查标准（新颖性、

创造性等），不是该专利能否符合国家的技术进步奖要求，也不是

“技术含量”的高低。许多技术人员认为自己的产品做了一点改进，

或做了一些技术改造，技术含量不高（有时是认为没有原理上的重

大突破），因此不能报专利，或者认为肯定报不了发明专利。这是

对专利申请与审批的误解。



六、专利挖掘误区

举例：

传统的手机SIM卡连接器的接触元件的排列方式容易导致SIM卡插入时SIM

卡与接触元件的前端碰撞，改进的专利（改动一侧接触元件的排列方式）则避免

了碰撞且固定SIM卡更稳定。这是一项授权的发明专利。



六、专利挖掘误区

误区二：简单的结构不能报专利

能否获得专利的依据是专利法对于专利的审查标准（新颖性、

创造性等），不是该专利能否符合国家的技术进步奖要求，也不是

“技术含量”的高低。许多技术人员认为自己的产品做了一点改进，

或做了一些技术改造，技术含量不高（有时是认为没有原理上的重

大突破），因此不能报专利，或者认为肯定报不了发明专利。这是

对专利申请与审批的误解。



六、专利挖掘误区

举例：朗科的优盘专利

在朗科之前，英特尔，微软等企业已经制

定了通用串行总线（USB）的技术标准，同时，

快闪存储器（Flash Meromy）作为数码相机、

PC等电子消费品内部的大容量电子式存储芯片

早已存在。朗科的优盘专利实质还是通用串行

总线与快闪存储器的组合。

提示：简单而有用的结构或者方法更应该通过

专利进行保护，防止竞争对手仿制。

摄像头+汽车→倒车影像

巧妙地组合构思



六、专利挖掘误区

误区三：必须做出了样品、或者技术方案已经经过验证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都是一种技术方案，这种可以进行表述的技术方

案往往不是样品、样机的状态。

对于机械、机电、电子类的产品而言，构造图、电路图、示意图等等图示与

文字的表述方式可以表达技术的内涵，可以让技术人员清晰了解技术要点，因此

不需要作出样品或样机去论证技术方案的基本可行性。同时样品或样机的制作需

要耗费一段的时间与一定的经费，往往导致申请专利的时间拖延，不利于专利的

抢先申报。而专利申报是遵循先申请原则，同样的技术谁先申报，专利局就把专

利给谁，而不会给后面的申报者。



六、专利挖掘误区

误区四：计算机软件不适合申请专利

软件专利，是指通过申请专利对软件的设计思想进行保护的一种方式，而非对软件本身进
行的保护

Python、C语言等
软件程序代码

转换成纯中文语
言和数学公式等

文字

形成的技术方案
必须解决了实际
可见的技术问题。
例如：加快程序
运行速度、测高
了测量或者控制
的精确度等

具有社会、人文属性的问题并非是技术问题，这不难进行准确的判断，比如五子棋游戏规则



根据审查标准的要求，软件专利可以写成产品也可以写成方法形式。但不

管写成哪种形式，在突出该方案的创造性方面都是比较难处理的环节，需

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可以得到专利保护的软件主要包括（不限于）：

（1）工业控制软件，如控制机械设备动作；

（2）改进计算机内部性能的软件，如某软件可以提高计算机的虚拟内存；

（3）外部技术数据处理的软件，如数码相机图像处理软件,提高软件性能。

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软件是属于第（3）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9%9A%E6%8B%9F%E5%86%85%E5%AD%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5%83%8F%E5%A4%84%E7%90%86%E8%BD%AF%E4%BB%B6




3
技术检索

平台 方法



一、专利检索平台

1. http://www.wipo.int/ - WIPO专利信息检索 (只包含WIPO的专利)

2. http://www.freepatentsonline.com - Free Patents Online著名的免费专利检索网站

3. http://patft.uspto.gov- 美国专利商标局官方网站 （只包含美国专利信息）

4. http://ep.espacenet.com - 欧洲专利局旗下专利检索 （只包含欧洲专利信息）

5. http://pss-system.cnipa.gov.cn/-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只包含中国专利）

6. http://www.soopat.com - Soopat专利检索

7. http://www.zhihuiya.com - 智慧芽专利检索

8. http://www.innojoy.com- INNOJOY大为专利信息创新平台

9. http://www.incopat.com- 合享新创国内外专利检索系统

10. https://www.baiten.cn/-佰腾网



一、专利检索平台



二、专利检索方法

推荐用“INNOJOY”进行检索，其检索结果相对准确，且界面比较友好，通过

注册手机号即可检索并能查看专利正文的图片版



二、专利检索方法

也可以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免费检索网站，其网址为：

http://pss-system.cnipa.gov.cn/



二、专利检索方法



举例：



举例：



4
技术交底书撰写

概述 内容 撰写 示例



一、技术交底书概述

1、技术交底书的概念

技术交底书，顾名思义就是发明人提交给专利代理人有关该发

明创造的相关技术资料。

2、什么是技术交底书？

技术交底书是揭露一项专利申请的完整技术方案的文档，它包

括特定的组成部分，由研发工程师起草，是整个专利流程的发起端。



一、技术交底书概述

3、技术交底书的作用

（1）启动评审程序：技术交底书成为很多企业内部评审程序的

启动依据；

（2）传递发明构思：技术交底书一般由发明人撰写，其目的是

使专利代理人和发明人之间能实现高效准确的沟通，以使专利代理

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准确掌握该发明创造的发明点和技术方案。



很多企业在完成内部评审PPT后才开始决定撰写交底书进行专利申请，比如三
一集团就会在专利之前开专利评审会：



背景技术

技术手段

技术问题

技术效果

二、技术交底书的内容

必不可少的内容



三、填写技术交底书的具体要求

1、发明的名称；

2、背景技术；

3、背景技术的缺陷；

4、发明的目的；

5、发明的实施方案；

6、发明的关键点；

7、发明的效果；

8、背景技术和发明的附图。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一、发明名称 （发明名称不得超过30个字，且主题类型需要确定好）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二、背景技术

做这项发明之前该技术现状的详细描述：

包括两部分：

1、作为本发明基础的且帮助理解本发明公知技术内容；

2、与本发明最接近的技术方案的说明----对于方法，应说明现有方

法的步骤，对于装置，应当说明结构组成及其关系。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二、背景技术

可以引用其
他专利来说
明背景技术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三、背景的技术问题或者缺陷

1、指出背景技术在哪些地方存在哪些缺陷和不足：如成本高、效

率低、结构复杂、速度慢、统计得出的数据可靠性不高等类似问题；

2、对应现有技术的所有缺点，正面描述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

题；本发明解决不了的，不用提供；

3、此外，可以使用已经公开的专利文件或者非专利文件的公开号

或者论文名称来例举现有技术的缺陷。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这些缺陷正是
本申请要克服

的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四、本案的详细阐述（论述本发明的深度和可行性的主要内容）

本部分为重点内容，至少要提供2页；如果有并列的技术方案，

能替代上述技术方案完成同样的发明目的，请将其补充到该部分中，

以作为多个实施例来说明，所述替代可以是部分结构、器件、方法步

骤的替代，也可以是完整的技术方案。）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五、本发明的方案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五、本发明的关键点和非关键点：（用于撰写权利要求书的主要依据）

关键创新点包括（不可替换和变化的要素，主要用于撰写独立权利要

求）：

非关键创新点（可替换和变化的要素，用于撰写从属权利要求，如果

有，请尽量写明，内容的提供可以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防止他人绕

过本技术去实现同样的发明目的，所述替代可以是部分结构、器件、

方法步骤的替代，也可以是完整的技术方案）：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五、本发明的关键点和非关键点：（用于撰写权利要求书的主要依据）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六、发明的有益效果:

多多益善，尤其是一个技术手段能够同时获得多种技术效果的需

要特别强调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七、附图要求:

申请机械产品附图尽量为AUTOCAD格式的立体轮廓线图，可以结合

剖面图、爆炸图等体现发明的特征；图上主要零部件需标注序号，并

注明该序号对应的名称；不应该仅仅只是平面图，要体现出整个结构

的“立体感”；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五、技术交底书示例

八、其它有助于专利代理人或者公众理解技术的资料和相关技术术语

的名词解释：

如技术手册、特别相关的论文、论文初稿，只要能够帮助相关领

域人员快速进入本领域的资料都可以



感 谢 聆 听
T h a n k y o u f o r l i s t e n i n g

承办单位：长沙路浩意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培训人：张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