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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审批流程



法26（1）



专利申请审批流程

发明: 受理、初审、公布、实审、授权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受理、初审、授权



发明专利审批流程











专利局复审及

无效审查部



高质量专利申请文件的评判标准

高质量专利

申请文件

专利权的获得

保护范围合理

专利权稳定

易于维权

获得了权利，抓得住侵权，扛得住无效



专利申请文件的内容



法26（1）

专利申请文件

请求书

说明书 说明书摘要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摘要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26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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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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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

用什么来支

持呀？？

文字部分当

然是足够的

实施形式啦

还有清楚的

附图部分

你框个合理范围

吧，我支持你！



判断新颖性和创造性是以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为准，

而不是以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为准。权利要求内容与说明书的

内容不能相互脱节，两者之间应当有一种密切的关联。

说明书是权利要求书的基础和依据，在专利权被授予后，特

别是发生专利纠纷时，说明书可用以解释权利要求，确定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



说明书：核心文件 清楚 完整

公开充分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施

权利要求书：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确定专利保护范围 以说明书为依据

判定他人是否侵权的根据

摘要：使有关人员迅速获得发明或实用新型主要内容的情报。

应短小精悍，便于阅读。

申请外观设计需提交的文件：1、请求书

2、图片或照片



权利要求书的撰写



1.权利要求的类型

（一）按照性质划分

产品权利要求（物的权利要求）包括人类技术生产的物

物质、材料、物品，例如：工具、装置、设备、仪器、部件、元件、线路、合金、

涂料、水泥、玻璃、组合物、化合物等

方法权利要求（活动的权利要求）

有时空要素的活动，也就是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空间上的不同地点或移动

例如：制造方法、使用方法、通信方法、处理方法、安装方法以及将产品用于特

定用途的方法

（二）按形式划分
独立权利要求（表达基本技术方案）

从属权利要求（表达优选技术方案）

专利法意义上，
要求保护的技术
方案只能是“产品”

或“方法”



独 立 权 利 要 求 从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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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需

的必要技术特征。

附 加 技 术 特 征

发明和实用新型为解决其

技术问题所不可缺少的技

术特征之外再附加的技术

特征。它与所解决的技术

问题有关，可以是对引用

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作

进一步限定的技术特征，

也可以是增加的技术特征。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包含了

另一项权利要求中的所有

技术特征、且对另一项权

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作进一

步限定，则该权利要求为

另一项权利要求的从属权

利要求。从属权利要求用

附加技术特征对被引用的

权利要求作进一步限定。



例如：

1.一种茶杯，其包括杯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杯盖。（独

立权利要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杯

体上的把手。（从属权利要求：增加的技术特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把手上还设有塑

料套。（从属权利要求：对引用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作进

一步限定的技术特征）



2.权利要求撰写的基本要求

实质性要求

形式要求



实质性要求

（1）A5、A25条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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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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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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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质性要求



实质性要求

（2） A9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专利权授予先申请者（避免重

复申请）

（3） R20.2  独立权利要求不得缺少必要技术特征

（4） A22  权利要求应当满足三性特征。（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5） A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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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6.4之清楚

权利要求保护的客体要清楚

C

B
A

权利要求保护的范围应当清楚，

正确地描述发明的技术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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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权利要求之间的引用关系

应当清楚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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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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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应当清楚



权利要求不清楚相关案例解析

【例1】权利要求为“一种……技术，……”。
主题名称“技术”不能清楚地表明该权利要求的类型是产品的权利要求还是方法的权利要求。

【例2】权利要求为“一种……产品及其制造方法，……”。
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不能既包括产品又包括方法。

【例3】权利要求为“对装置B的改善，……”。
该权利要求的类型不清楚，因为物的改善既可以是一种活动，也可以是物本身。

【例4】权利要求是：“一种灯泡，其中充满稀有气体，……。”
说明书中， “稀有气体” 为“氦、氖、氮气或二氧化碳”。

此时，说明书中“稀有气体”的定义与本领域通常具有的含义不同。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在根据
权利要求自身理解与结合说明书进行理解时的范围不同，使得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清楚。

【例5】权利要求是“一种装饰照明装置，包括照明灯及连接的导线，该导线的电阻很小……”
“很小”是含义不确定的用语，在本领域没有公认的含义，由此造成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不清楚。可将“很小”替换为“小于0.1欧姆”，以克服权利要求不清楚的缺陷。



权利要求之间的引用关系应当清楚

a 符合逻辑

b 避免多项权利要求

引用多项权利要求

例如：

1.一种茶杯，其包括杯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杯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设置在杯体上的把手。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

所述把手上还设有塑料套。（不符合逻辑）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茶杯，杯体内还

设有一个过滤部件。（多项引用多项）



引用两项以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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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种便携式牙刷，其包括A，B，C，其特征在于，还包括D…

2. 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牙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A……

（仅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1）

3.一种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便携式牙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D…… 

3.一种如权利要求1和2所述的便携式牙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D……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既引用了权利要求1，又引用了权利要求2，两者之间要用“或” ，表

示择一方式）

（两者之间用“和” ，错误）



4.一种如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便携式牙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E……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其引用了多项从属权利要求3，错误）

4.一种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便携式牙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E…… 

（单项从属权利要求，可以引用多项从属权利求3，正确）

5.一种如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便携式牙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F……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其间接引用多项从属权利求3，错误）



除记载技术特征外，在权利要求中

不应写入发明原理、目的、用途、

效果等内容。

权利要求的用词要简明

不应写入仅仅是文字表达不同而实

质内容完全相同的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的数目应适当

关于26.4之简明

例如：一种家用保险箱，

包括箱体、螺栓和钢铁，

箱体通过螺栓、钢条固定

在建筑物墙体上，该保险

箱由于采用了固定钢条，

增加了安全性（效果）



形式要求

法条：A31（1）单一性；

R19（2、3）权利要求的撰写形式；

R20（1、3）独立与从属权利要求；

R21 独立权利要求撰写方式；

R22 从属权利要求撰写方式。



权利要求书的撰写步骤

1）确定主题名称

一种xxxx装置；一种xxxx方法；等等

2）列出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确定其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解决该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所必须包括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3）选择最接近的对比文件或产品

一定是和要撰写的发明专利解决相同问题的对比文件或产品

4）技术特征的筛选

哪些是共有的技术特征，哪些是独有的技术特征。

5）起草权利要求书

撰写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主权项）的撰写

非两段式两段式

前序部分
写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及与
该主题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
特征

特征部分
写明区别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必要技术
特征，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结合，构成完
整的技术方案

两段式优点
格式清晰，简单明了，便于理解

不便于采用两段式的发明采用非两段式

开拓性发明
方法改进发明（如减少工艺步骤）
产品改进（如减少零部件）
组合发明



独立权利要求示例：茶杯

1、一种茶杯，包括杯身和杯盖，其特征是在杯身上有一把手。

40

现有技术共有的
技术特征部分

本发明的
特征部分

主题名称

前序部分 特征部分



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

从属权利要求是对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某个技术特征做进一步
限定，或者增加其他特征

引用部分
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其主题名称

限定部分
写明发明或实用新型附加的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要求示例：茶杯

42

现有技术的
技术特征部分

本发明的
特征部分

主题部分

引用部分 限定部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把手固定连接

在杯身外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在把手与杯身活动
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在把手通过活动卡口

与杯身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



从属权利要求引用部分的主题名称应与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的主题名称一致。（R22（1））

例如：

1.一种茶杯，其包括杯体和杯把，其特征在于：所

述杯把上设有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套，其特征在于：所述套为

塑料套



撰写中应注意的问题

1 2 3 4 5

权利要求书有一项以上权利要求的，

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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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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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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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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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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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中应注意的问题

6 7 8 9 10

通常一项权利要求用一个自然段表述，

若技术特征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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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段之

间不得使用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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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
式的权利要求宜采用“由……组
成”的表达方式。

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

利要求。从属权利要求引用部分

的主题名称应与其所引用的权利

要求的主题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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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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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一种铅笔，包括铅芯和外壳，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的横截面为正六边形

上述权利要求的“正六边形” 如果去掉“正”字，则包括了各种六边形，保护范围明显扩
大。

例：用上位概况

一种猪皮处理方法，包括……
一种家畜皮革处理方法，包括……
一种动物皮革处理方法，包括……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每项权利要求确定一个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由记载在该权利要求中的全部内容（技术特征）作为一
个整体来限定，即记载在权利要求中的每一个技术特征都会对该权利要求的
保护范围产生一定的限定作用。

 一个权利要求中所包括的技术特征越少，表述这些技术特征所用的语言越具
有概括性，则它所确定的保护范围越大。

 权利要求中表达每一个技术特征所用的词语的含义应当理解为相关技术领域
通常具有的含义。



构建一个多层次的保护体系

独权1

从权2

从权3

1.一种压力锅，包括锅盖、安全
阀、锅体和手柄，其特征是，
在所述安全阀的下方设置有保
险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
锅，其特征是，所述的保险片
由低熔点合金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压力
锅，其特征是，所述的低熔点
合金为铅锡合金。

1.锅盖；2.安全阀；3.保险片；
4.手柄；5.锅身；



从权8

从权9

从权10

从权3

从权2
独权1

从权4

从权5

从权6 从权7

构建一个多层次的保护体系



构建一个多层次的保护体系



手工耿的“脑瓜崩辅助器”



Q：如果手工耿要就“脑瓜崩辅助器”申请专利，该怎么写？

业余专代版：

一种增进友谊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如下步骤：

第一步，戴上脑瓜崩辅助装置；

第二步，对准脑门，手指增加作用力；

第三步，松。

专代应试版：

一种脑瓜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第一指套、第一弹簧，
第二指套、第二弹簧，第三指套、第三弹簧，腕部固定器；

所述第一指套、第二指套、第三指套，首尾依次活动连接；

所述第三弹簧连接腕部定位器和第三指套，所述第二弹簧
连接第三指套和第二指套，所述一弹簧连接第二指套和第
一指套。

很详细地描述了各个技术特征，但
是保护范围太小，只适合应付考试
用。

如果别人用改动一下弹簧、指套的
特征就很容易实现规避。

注：以上权利要求引用自：百科君的IP杂谈公众号



助理专利代理师版：

一种脑瓜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第一指套，传动装置、
弹性装置和腕部固定器；

所述弹性装置一端和腕部固定器连接，弹性装置另一端与第
一指套连接；

使用时，弹性势能通过传动装置传递给第一指套。

虽然抓住了第一指套，
弹性装置和腕部固定器
这三个核心特征，但是
对于保护主题仍然太过
明显，不够晦涩。

Q：如果手工耿要就“脑瓜崩辅助器”申请专利，该怎么写？

注：以上权利要求引用自：百科君的IP杂谈公众号



专利代理师版

一种指部外骨骼，其特征在于，包含手套部、弹性装置和固定器，

所述手套部符合人体手掌生物特征，可以佩带在至少一节手指上，

所述手套部末端与固定器通过弹性装置连接。

外骨骼的名称一
叫出来，嘿！直
接就和智能制造
行业的辅助机器
人扯上关系了呀。

说申请人是高新
企业都有人信的
呀！

Q：如果手工耿要就“脑瓜崩辅助器”申请专利，该怎么写？

注：以上权利要求引用自：百科君的IP杂谈公众号



资深专利代理师版：

一种脑瓜崩装置，其特征在于，指套末端通过拉伸弹
性装置获取势能，势能释放时指套获取向前的动能，
所述向前的动能大于1-3厘米厚玻璃的晶格能。

脑洞大开，化繁为简，
出乎意料之外，又合
情理之中

什么叫“大于玻璃的晶格能”？就是能敲碎玻璃呗！

看看，描述敲碎玻璃，都不带用“敲”字、“碎”字的，甚至连
一个像样的动词都没有！

Q：如果手工耿要就“脑瓜崩辅助器”申请专利，该怎么写？

注：以上权利要求引用自：百科君的IP杂谈公众号



说明书的撰写



说明书的几个组成部分

1. 发明名称

2. 所属技术领域

3. 背景技术

4. 发明内容

（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

5.  附图说明

6.  具体实施方式



说明书撰写的具体要求

说明书撰写的实质要
求—专利法26.3

说明书的形式要求—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7
条、18条

说明书的充分公开
与保留技术秘密



说明书撰写的实质要求

充分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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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

清楚 完整

再现 支持



说明书的充分公开与保留技术秘密

保留了技术秘密的发明应
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

新颖性和创造性

保留技术秘密必须以
充分公开为前提

考虑所保留的技术秘密是否
具有实际意义。一般，产品
发明的产品结构很难作为技
术秘密保留下来，而一些工
艺条件则较为容易



例：一种脱除硫化氢的方法

技术方案：“所用的脱硫剂为木质素磺酸钙、木质素磺酸钠或造纸厂的废黑液”。

审查员检索到一份对比文献，其中指出：只能使用含5％废黑液的脱硫剂，否则泡沫太多，

无法使用。

申请人陈述意见：必须加入一种“XX消泡剂”才行，因作为技术秘密而未写入说明书。

可见，采用目前没有百分比含量的废黑液手段不能解决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使用废

黑液作为脱硫剂的技术方案并未充分公开。



说明书撰写的形式要求

发明名称

 名称应当简单明了地体现发明的主题和类型（产品或方法）并尽量符合国际专利

分类表中的分类位置

 尽量反映出发明的用途或者应用领域

 名称字数一般不超过25个字，不用含糊不清的词

 名称中不应出现化学式、分子式、括号等字样

 尽可能不写入区别技术特征

 不使用人名、地名、商品名称、商标、型号、商业性宣传用语

 采用通用技术名词，不用使用杜撰的非技术名词。（捏压灵×）

间隙式胶合剂喷涂装置 一种新型高效的带加热装置的电锤



说明书撰写的形式要求

所属技术领域

 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所属或直接应用的具体技术领域

 尽可能符合国际分类表中的相应（最低）分类位置

 不是上位的或者相邻的技术领域

 也不是发明或实用新型本身



例如：

一项关于挖掘机悬臂的发明，其改进之处是将已有技术中的

长方形悬臂改为椭圆形截面

本发明涉及一种挖掘机，特别是涉及一种挖掘机悬臂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机械（上位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截面为椭圆形的挖掘机悬臂（发明本身）



说明书撰写的形式要求

背景技术

这一部分应对申请日前的现有技术进行描述和评价，即记载申请人所知，且对理解、检

索、审查该申请有参考作用的背景技术。

除开拓性发明外，至少要引证一篇与本申请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必要时可再引用几篇较

接近的对比文件，它们可以是专利文件，也可以是非专利文件。

通常对背景技术的描述应包括三方面内容：

１、注明其出处，通常可采用给出对比文件或指出公知公用情况两种方式；

２、简要说明该现有技术主要结构和原理；

３、客观地指出该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切忌采用诽谤性语言。



引证文件应当是公开出版物；

引证外国专利或非专利文件的，应用原文写明文件的出处及相

关信息；且公开日必须在本申请的申请日之前

除引证申请日前的非专利文件、外国专利文件和中国专利文件

外，还可引证申请人本人在申请日前或申请日当天向中国专利

局提出申请、在申请日前尚未公开的专利申请文件，但该文件

在公开日前应公开。

01

02

03

背景技术部分所引证的文件应满足下述三个要求：

惯用的思路：

xxxx（文件的名称及出处等）公开了一种xxxx装置（方法），它的原理是xxxx，该装置（方
法）具有xxxx样的特征，该特征使得这种装置（方法）具有xxxx的缺点和不足。



01

发明或实用新型内容

说明书撰写的形式要求

解决的技
术问题

技术方案 有益效果



解决的技术问题（发明创造的目的）

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解决的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具体要求：

（1）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2）采用正面语句直接、清楚、客观地说明

不得采用“如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类用语

不得采用广告式宣传用语

惯用语句：

1、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xx、xx缺点，提供了一种xxxx装置（方法）。

2、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xx、xx缺点，提供了一种具有xxxx优点的
xxxx装置（方法）。



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核心。

应当能够解决在“所解决的技术问题”中描述的那些技术问题

(至少、先写)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还可以、后写)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

应当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应技术方案的表述相一致

技术方案



经验：千万不要单独再写，容易造成权利要求书不能以说明书为依据的问题，这里要
充分利用权利要求书。

写作顺序：

第一步：写一段习惯用语：

1、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2、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xxxx的缺点，达到xxxx的目的，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
案实现的。

第二步：将权利要求书的所有内容全部粘贴过来

第三步：修改权利要求书，去掉“其特征是”“其特征在于”等词语，并重新调整语序。

技术方案



有益效果是确定发明是否具备“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是否具备“进

步”）的重要依据

是指由技术方案直接带来的、或者由所述的技术方案必然产生的技术效果

应清楚、客观地写明发明或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有益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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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污染的治理与根治

• 有用性能的出现

有益效果



经验：现有技术中缺点的反义词就是有益效果。

不得只断言其有益效果，最好通过与现有技术进行比较而得出

机械、电气领域－－对技术方案的主要技术特征进行分析

化学领域－－借助实验数据来说明

尚无可取的测量方法而不得不依赖于人的感官判断的，例如味道、气味等－
－采用统计方法表示的实验结果来说明

引用实验数据说明有益效果时，应给出必要的实验条件和方法

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说明书撰写的形式要求

说明书有附图的，应给出附图说明

具体要求：

1）写明各幅附图的图名，并对图示的内容作简要说明

2）附图不止一幅时，应当对所有的附图作出图面说明



说明书撰写的形式要求

具体实施方式
详细地记载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展示实施例的各个具体细节，是判断说

明书是否充分公开、说明书是否能够支持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的重要依据。

具体撰写要求：

至少一个以上的实施例

权利要求中出现概括或功能描述的，要提供多个实施例

支持权利要求

产品发明，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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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参数选择

方法发明，：应当写明步骤，包括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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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某申请的发明点涉及温度范围，其权利要求中相应的技术特征为“温度
在50-90度的范围内”。

实施例：

仅给出60度×

温度范围不宽时--50度、90度√

温度范围较宽时--50度、70度、90度√



写作方法：充分利用权利要求书

写作顺序：

 第一步：写一段习惯用语：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第二步：将权利要求书的所有内容全部粘贴过来

第三步：修改权利要求书，去掉“其特征是”“其特征在于”等词语，并重
新调整语序。

 第四步：增加技术参数，使得对装置和方法的描述更加细致、唯一。

 第五步：整理具体实施方式中的图片，准备完成附图说明和说明书附
图文件。



说明书撰写的形式要求

说明书附图

实用新型必须有附图，机械、电学、物理领域涉及产品的发明，必须有附图

 有几幅附图时，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排列，图1、图2、等等。几幅附图可以绘在一页上，且明显分开

 每一个编号只能对应一幅图，不得对应多幅图，也就是不得出现图1a、图1b的表达方式。

 同一零件、部件或部位出现在不同的图中，应当使用相同的附图标记，更重要的是，权利要求书、说明书、

说明书附图、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中对于同一零件，要使用相同的编号，这就可能造成每一幅图中的编

号可能出现不连续。

 一般竖直绘制，特殊情况可水平布置，同一页采用同一布置方式

 附图的大小：缩小到2/3时能清晰分辨细节

 附图集中放在说明书文之后



一种水田激光平地机



说明书摘要



说明书摘要的组成及撰写方法

说明书摘要的组成：

1、发明名称

2、要解决的问题——理解为有益效果

3、技术方案——理解为要保护的内容，即权利要求书

4、主要用途——理解为技术领域

说明书摘要的组成：

习惯的写作顺序：1、4、3、2

xxxx装置（方法）属于xxxx技术领域，该装置（方法）的主要原理是xxxxxx，
该装置（方法）可以xxxxx。

注意：此部分不能超过300字

摘要不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不属于原始公开

的内容，不能作为修

改的根据，也不能用

来解释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



摘要附图

非常简单，只需要从说明

书附图中随便摘出一幅就

可以作为摘要附图。但是

最好找能说明发明本质的

图片。这部分同样不重要，

因为不可能出现摘要附图

说明不了问题而被驳回的

专利。



组成  基本要求  

请求书  按统一表格填写内容 

名称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技术方案 发明内容 

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正文 

具体实施方式 

 

 

 

 

说 明
书  

(附图) 

 

清楚、完整，以使所属技术领

域 的 技 术人 员能 够 实 现

（A26.3） 

说明书摘要  写明说明书公开内容的概要 

前序部分 独立权利要

求 特征部分 

引用部分 

 

按撰写形

式划分 
从属权利要
求 限定部分 

产品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

书  
 

按性质划
分 方法权利要求 

 

以说明书为依据（A26.4） 

清楚、简要（R20.1） 

独立权利要求记载必要技术

特征（R21.2） 

申  

请  

文  

件 

其它附件  按申请的实际情况提交 

 

 



时间：20XX.12.31

感 谢 您 的 观 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