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利与专利检索



主要内容

• 一、专利

• 二、专利文献

• 三、中国专利检索



一、 专利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智力劳动产生的成果所有权

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名称标记权、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

著作权（版权）包括文学和艺术作品、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等

1884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2017年1月修订《知识产权协定》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2012年至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累计授权发明专利395.3万件，年均增长13.8%，累计注册商标3556.3万件，年均增长

25.5%。截至2022年9月，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为408.1万件，有效商标注册4152.3万件。

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连续10

年稳步提升，位居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



专利

依法在一定时期内授予发明创造者或其权利继受

者独占使用其发明创造的权利；专利权

受专利法保护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

记载发明创造技术内容和受专利法保护技术范围

的专利说明书。 专利文献



专利权的法律特征

独占性（垄断性）权利人对其发明创造享有独占性的制造、使用、销

售和进口的专有权，不容他人侵犯。

地域性除签有国际公约或双边互惠协定的国家外，一个国家法律所保

护的权利，仅在该国法律管辖的范围内有效，对其他国家没有约束力。

时间性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有效。



专利权案
• 浙江省温州市知识产权局处理重复侵犯“三维包装机的传动机构”

专利权案

• 2017年12月7日，瑞安市豪运机械有限公司向温州市知识产权局
投诉郭某侵犯其拥有的“三维包装机的传动装置”（专利号为
ZL201620913636.X）实用新型专利。2018年11月12日，温州市
知识产权局作出行政裁决，认定侵权成立，责令郭某停止生产、
销售侵权产品，郭某未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7月1日，瑞安市
豪运机械有限公司再次向温州市知识产权局投诉郭某生产销售
的同类产品侵犯其同一专利权。

• 2019年9月4日，温州市知识产权局作出行政裁决，认定侵权成
立，责令郭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销毁侵权产品。郭某不服提
起行政诉讼。2020年3月24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
郭某诉讼请求。郭某在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撤诉。2021年2
月26日，温州市知识产权局对郭某涉嫌重复侵犯同一专利权的
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根据相关行政裁决和裁判文书，认定郭某
实施的侵权行为构成重复侵权。

• 郭某重复侵犯瑞安市豪运机械有限公司拥有的“三维包装机的传
动装置”（专利号为ZL201620913636.X）专利权的行为，构成
《浙江省专利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的重复侵权行为。温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该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依法责令郭某停
止侵权行为，并对其作出罚款6.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外观设计专利 经典案例 侵权
结果：停产停售，赔偿150万元



IPO进程中遭遇知识产权诉讼狙击后和解的要点

近几年，很多科技型公司在申报上市前，都遭遇了知识产权诉
讼事件，例如，敏芯微电子、安翰科技、光峰科技、华大智造、
极米科技、聚合新材料等多家企业在冲刺科创板时都因在IPO的
关键节点，甚至是上市前夜遭遇竞争对手以专利侵权诉讼狙击，
导致上市进程受到影响。
上市暂停或者终止可能会给企业公众形象带来负面观感，甚至影
响其后期发展。部分陷入专利侵权诉讼纠葛的企业为了快速消除
诉讼对IPO审核的不利影响，会选择与竞争对手通过专利许可的
方式快速和解以达到顺利上市的目的。

宁波盈芯以奥比中光未经其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实施其
ZL201210490257.0、ZL201210490225.0、ZL201410050742.5和
ZL201610250214.3四件发明专利权，构成对涉案专利侵害为由，
提起五项民事诉讼，诉请奥比中光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
AstraE（Deeyea）、Astra、Astra P等系列产品及MX6000、
MX6300的深度引擎芯片，并赔偿经济损失合计7850万元以及承担
案件相关公证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
宁波盈芯在10月20日的第三次起诉，发生在奥比中光的二轮答复
公开之后，赔偿金额逐次增加至7850万元。2021年11月1日，奥
比中光与宁波盈芯、西安交通大学对上述涉案专利中
ZL201410050742.5、ZL201610250214.3两件专利达成相关的授权
及和解协议。
短短两个月，相关诉讼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迅速收场，宁波盈芯
撤回相关诉讼，最终和解金额7850万元。如此快速解决诉讼问题
可能是因为奥比中光正值科创板的冲刺阶段，无法等到是否侵权
的认定结果出来，所以选择了火速“授权+和解”来让企业顺利
上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 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 鼓励发明创造， 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

学技术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法。（198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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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修正)

• 我国《专利法》第六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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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利权的所有人和持有人统称专利权人。

• 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



中国专利的类型
发明专利：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产品发明：解决特定问题的技术方案直接生产的产品

方法发明：为制造产品或者解决某个技术问题而创造的操作方法和技术过程

实用新型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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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形状指可以观察到的确定的空间形状

产品构造指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组织和相互关系

外观设计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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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年限为10年。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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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专利



受理：确定专利申请日、申请号

初审：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
细则规定的形式要求 ；明显实质
性缺陷的审查；费用审查
公布：专利公报，发明专利说明
书

实质审查：自申请日起三年内提
出，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1--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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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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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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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十二条 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期
限为十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五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

• 第七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 （四）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



不授予专利权

• 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
授予专利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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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植物新品种 (生命体，生产方法可以) 

• 5. 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外观设计专利第11—15年年费标准为每年3000元。



二、专利文献

• 1.专利文献：指实行专利制度的国家或国家专利组织在受理、审

批专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官方文件及其出版物的总称。

例如：专利说明书，专利公报，专利文摘，专利索引，专利分类表

• 2. 专利说明书



专利文献

专利说明书
专利公报



专利公报

专利公报是各
工业产权局报导最
新发明创造专利申
请的公开、公告和
专利授权情况以及
其业务活动和专利
著录事项变更等信
息的定期连续出版
物。

最新专利申请公
开和授权公告

著录事项
变更公告

专利索引



专利说明书

是申请人向专利局申
请专利权时用以说明自
发明的目的、发明的要
点、发明的详细内容，
以及要求取得专利权范
围的文件。

发明专利说明书
扉页、发明内容、附图（必要时）

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扉页、发明内容、附图（必须）

外观设计专利
图片或照片



1. 扉页 2. 权利要求书 3. 说明书 4. 附图

扉页
基本著录项目
摘要
主附图

权利要求书
独立权利要求
从属权利要求

说明书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发明内容
附图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专利说明书是指含有扉页、权利要求书、说明书等组
成部分的用以描述发明创造内容和限定专利保护范围
的一种官方文件或其出版物。

专利说明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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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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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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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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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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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文献的特点
1）数量庞大。
2）内容性质集技术、
法律、信息于一体。
3）涉及的技术领域非
常广泛。
4）新颖、实用。
5）出版迅速、传递信
息快、大量重复报道。
6）著录规范。

专利文献的用途

1）专利检索或查新。

2）侵权检索。

3）技术评价与预测检索。

4）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检
索。

5）技术引进检索。



国际专利分类表

国际专利分类表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简称IPC）是
世界通用的用于专利文献存
贮和检索的一种分类表。

IPC体系的等级结构
国际专利分类表共分8

个部，5个等级。

8个部
A 部：人类生活必需（农、轻、
医）
B 部：作业、运输
C 部：化学、冶金
D 部：纺织、造纸
E 部：固定建筑（建筑、采矿）
F 部：机械工程
G 部：物理
H 部：电学



5个等级
部 大类 小类 大组 小组

一个大写字母 两位数 一个大写字母 一到三位数 两位数

A           01                B             1/            28

A01B1/28
完整分类号的构成

例：专利分类号H04L1/20

部 H  电学

大类 H04   电通信技术

小类 H04L  数字信息的传输

主组 H04L1/00  检测或防止受到信

息中的差错的装置

小组 H04L1/22  用信号质量检测器



中国专利检索

 中国专利文献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审批专利过程中产生
的各种官方文件及其出版物的总称。

 198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正式生效并开始受理专利
申请。

 1985年9月10日正式向全社会公布第一批专利并出版第一批中
国专利文献。



专利号码



2003年10月1日以后专利编号体系

专利类型 申请号 公开号 授权公告号 专利号

发明
200710147468.3 CN101139383A CN101139383B ZL200710147468.3

指定中国发明专利的
PCT国际申请 200480020150.3 CN1823532A CN1823532B ZL200480020150.3

实用新型
200920218597.1 CN201529178U ZL200920218597.1

指定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的PCT国际申请 200990100216.8 CN201989420U ZL200990100216.8

外观设计
200930290104.0 CN301493411S ZL200930290104.0



网络上中国专利数据库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 www.sipo.gov.cn）
（2）中国专利信息网

（www.patent.com.cn)
（3）中国知识产权网

(www.cnipr.com)
（4）CNKI网(www.cnki.net)
（5）万方资源系统

(www.wanfangdata.com.cn)

数据库 收录年度 题录 文摘 全文 文件格式

国家知识产权局 1985. √ √ √ TIF

中国专利信息网 1985. 会员 会员 会员 多种格式

中国知识产权网 1985 √ √ √ TIF

CNKI网 1985 √ √ 购买 CAJ

万方资源系统 1985 √ √ √ PDF

http://www.sipo.gov.cn/
http://www.cnipr.com/






专利文献检索

 作为专利检索数据库的检索软件通常设置的专利检索入口有：

文献号，申请号，申请人，发明人，专利分类号，发明名称，

文摘，申请日，公布日等。

 作为专业化的专利检索数据库的检索软件还会设置更多的检索

入口，如关键词、专利权人代码、化学代码等检索入口。



检索结果



详览

下载 全文





检索结果统计分析



专利法律状态

• 技术研发、专利技术引进或转让、产品国内上市或出口、专利侵

权诉讼、与专利有关的投资、专利质押、合资、合作、幷购、投

资入股、专利融资担保等

• 待审类，有效类，失效类，质疑类







高级检索



检
索
结
果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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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专利技术》数据库

中国专利每两
周更新一次，
国外专利每季
度更新一次



中外专利检索





外文专利数据库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SM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50

家专利授予机构提供的增值专利信息，涵盖3900 多万项发

明（Basic Records/patent families）和8000多万条同族

专利，可回溯至1963年，覆盖了全球96%专利数据，为研究

人员提供世界范围内的化学、电子与电气以及工程技术领

域内综合全面的发明信息，是检索全球专利最权威的数据

库。

用户不仅可以通过该数据库检索专利信息，而且可以

检索到专利的引用信息，帮助用户跟踪技术的最新进展。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 Web of Science
德温特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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