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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专利与高价值发明专利

v专利授权的核心要素

v交底材料的准备和审查意见的答复



一、专利与高价值发明专利

v（一）什么是专利

1、专利的分类

发明：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保

护期自申请日起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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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期自申请日起10年。

外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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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期自申请日起10年。



2.不授予专利权的主题

v科学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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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QTL位点。

v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如质量控制方法、评价方法、注

意区分是否是所有技术特征均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如一种土壤背景干扰下小麦叶层氮含量光谱监测模型及建

模方法

v动物和植物品种

v原子核变换方法和用该方法获得的物质：通过核辐射方法

获得的种子或生物材料等



3、可授权的主题举例

1.新筛选的微生物、已知微生物的新组合、已知微生物的新用

途

2．组合物，如培养基、肥料、农药、基质、引物组合物等

3．培育植物新品种的方法，分子育种方法、通过转基因手段获

得转基因动、植物的方法，植物组培方法

4．新的基因，已知基因的新用途

5.含有技术特征的方法，如制备方法、检测方法

6.分子标记、分子标记引物、分子标记及引物的应用

7. 组培设备、检测设备、制造设备



（二）高价值发明专利

   以下5种情况的有效发明专利纳入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统计范围：

v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

v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

v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发明专利、

v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发明专利、

v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



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哪些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

v专利评审的指标：

ü专利质量、

ü技术先进性、

ü专利保护、

ü专利运用及效益



如何产生高质量专利申请

v高质量创造

v高质量申请

v高标准授权

v精准长远布局

v政策扶持上精准着力

v高水平遴选和评估



在技术研发初期和研发过程中，

研发人员要高度重视现有的研发

信息特别是专利信息

信息应用的能力和研发人员的水平

一方面可以找准研发的起点、重点

和方向，避免低水平研究和创新资

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也能有效规避潜在的侵权

风险，进行合理的专利布局。

研发人员需要掌握简单的专利

法律知识，对研发技术的可专

利性进行初步判断，从而调整

和深化研发内容



充分熟悉专利法

丰富的专利代理经验

专利代理师

分专业领域进行专利代理，应该

具备较强的技术理解能力，技术

沟通能力和技术挖掘能力



二、专利授权的核心要素

v实用性

v新颖性

v创造性

v公开充分

v权利要求书能够得到说明书支持



三性

v实用性：能够在产业上应用，产生积极效果

v新颖性：是否与某一篇现有技术相同？

v创造性：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可以是多篇）

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的特点和进步。



文献检索，自评新创性

v检索范围：

Ø 中文、外文科技文献、学术论文、会议纪要、网络公开

Ø 中国专利

Ø 外国专利

Ø PCT国际公布文本

v专利检索网站推荐：

Ø 国内：www.soopat.com

Ø 国际：https://www.epo.org/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portal/en/index.html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的审查基准（三步法）

Ø 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领域相同、具有最多的相同技术

特征

Ø 找区别技术特征，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

技术问题

Ø 判断区别技术特征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

：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将区别特征用来解决所述实际技术

问题的启示？



如何判断现有技术是否给出技术启示

-所述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则认为现有技术给出结合启示。

-所述区别特征在另一篇对比文件中披露，其在该对比文件

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要求保护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中为解决

该确定的技术问题所起的作用相同，则给出启示，发明显

而易见；作用不同，则未给出启示，发明非显而易见。



判断发明创造性时需考虑的其他因素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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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发明克服了技术偏见

v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v发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技术交底书

专利申请文件的构成：（法26.1）

     请求书

 说明书

 说明书附图

 摘要

   摘要附图

 权利要求书

 其他附件

     发明名称、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发明内容

 附图说明、具体实施方式

三、交底材料的准备和审查意见的答复



• 写明对本发明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尤其

是与本发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尽可能引证反映这些

背景技术的文件。

• 还应当指出背景技术存在的问题及缺点（对应发明的有

益效果，用于评价创造性）

• 与文章撰写思路相反：文章尽量陈述技术方案是能够得

到现有技术支持，能够由现有技术想到；专利应尽量陈

述现有技术与发明构思不同，技术方案的无法预料性

背景技术



•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发明的目的）

• 技术方案（核心）

• 技术方案是申请人针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措施的

集合。

• 清楚、完整、能够实现；能够支持权利要求书

• 有益效果（评价创造性）

• 所采用的技术方案直接带来或必然产生的技术效果。评价创造

性的重要依据。

• 方式：1）对结构特征或作用关系进行分析；2）理论说明；3）

用实验数据证明（化学类为主）。

www.themegallery.com

发明内容



附图说明

• 对附图进行简单的解释。如图1是·····的结构示意图

• 对附图中的附图标记进行说明。如泳道1为Marker，泳道2为37 ℃

诱导下的空载体上清液

Company name

www.themegallery.com



具体实施方式

• 是归纳权利要求的重要内容，从它们的共性中应能归纳出权利要求书的

上位概念。

• 详细写明实现本发明的方式，实施方式的描述应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相

一致，并对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给予详细解释，以支持权利要求。

• 实施例的数量根据发明的性质、现有技术状况、请求保护的范围来确定。

•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记载无需创造性劳动即可实施本发明。

• 在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较宽时，尽可能多提供几个实施例。

• 名词术语不应产生歧义，采用的参数应当具体明确。



几种常涉及领域的专利交底材料

1.微生物及微生物的应用

   微生物的分离纯化方法、生理生化特征、鉴定依据及结

果、

    验证微生物生物功能或应用的方法和结果

例如：

Ø 生物肥料：功能菌的培养+配方+制备方法+效果验证试验

Ø 土壤改良剂：配方+施用方法+效果验证试验



2.基因、蛋白相关

Ø 新基因/蛋白或已知基因/蛋白的应用

        基因：基因的序列+基因的克隆方法+转基因功能验证

        蛋白：蛋白和编码基因的序列+蛋白的制备方法+蛋白功能验证试验

Ø 分子标记、及其引物和应用

     分子标记的获得过程及结果（精细定位方法+图）

     分子标记引物效果的验证试验及结果

Ø 检测试剂盒

     引物、探针的验证试验及结果

Ø 载体

     详细载体构建方法+效果



3. 获得新植物的方法

Ø 新品种的创制方法

     注意使用的生物材料的公开充分问题

      新品种创制过程

      获得的新生物材料的特征特性

Ø 组培方法

      组培步骤及其中使用的培养基配方

      证明效果的数据

      最好在说明书中对改进的技术特征对有益效果的贡献做出说明

       说明书中最好记载特定技术特征的筛选方法



4. 设备

    可以是科研或生产中使用到的设备

     设备的黑白线条图，部件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对设备的结构进行详细描述：组成部件，各部件的连接关系

     工作状态描述

     对结构特征或作用关系进行分析

     



三、专利审查意见的答复



v审查意见的分析

v答复策略的确定

v案例分析



1、审查意见的分析  阅读



审查意见的分析  理解











2、答复策略的确定



案例 1

v申请号： 2019105458926

    发明名称：一株有效促进作物生长的桔绿木霉

JS84及其研制的生物有机肥





微生物的创造性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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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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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复思路：

1、两株菌是否同种？形态学？16S rDNA？

2、两株菌的生物功能是否相同？

3、两株菌的应用是否完全相同？如果不完全相同，

区别点是否有固有性质决定？



本发明 对比文件1 对比文件2
两株菌是否同种 桔绿木霉Trichoderma 

citrinoviride）
同本发明 长柄木霉 

(Trichoderma 
longibrachiatum)
和柠檬绿木霉
(Trichoderma 
citrinoviride)

功能是否相同 促进生长 防治根结线虫
病害，同时能
够促进植物生
长

防病且增产

应用 作为肥料 生物防治菌剂 防治植物真菌病害
的菌剂



www.themegallery.com

南京天华·傅婷婷

微信·垂询热线：1381409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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