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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备案及资助登记工作指南 

一、专利申请与管理全周期流程图 

 
 
 
 
 
 
 
 
 

 

 

 

 

 

 

 

 

 

 

 

 

 

 

 

 

 

 

 

 

 

发明人联系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或选择自行办理 

到科研院产学研合作处知识产权

办公室办理项目登记及相关文件

的审核、盖章手续 

由专利代理机构办理专利申请有

关手续或自行提交、取得专利申请

受理通知书 

专利局对专利申请进行初步审

查、公开、实质审查 

专利局审查通过，授予专利权； 

办理登记手续，取得专利证书 

专利授权后，每年在申请日前一

个月内缴纳专利年费(注明：独立

申请须缴满 8年、共同申请我校

为第一申请人的须缴满 3年) 

 

放弃专利权，须发明人提出申请，

所在学院审批盖章后报学校审核

决定 

 

发明人于申请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到所在学院办

理专利申请文件备案，办理专利申请资助登记。 

专利局审查不通过，专利申请撤回或被驳回,发明

人到所在学院备案 

发明人于专利授权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将专利证

书原件送所在学院备案，办理专利授权资助登记。 

发明人将专利权终止通知书送所在学院备案，

材料移交档案馆 

应提交由专利负责人亲笔签名并经所在学院审

核盖章的《中山大学专利申请及资助审批表》

（分为独立申请、共同申请两种表格类型）。注

意：无横向项目或结余经费账号，须填写《关

于开立横向结余经费本的申请报告》申请开立。 

委托代理申请专利的专利负责人必须审核“委托

代理合同”并在合同下方的甲方（委托方）代表

处签名 

项目成果鉴定、发表文章前 

先考虑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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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备案及资助登记具体流程 

（一）专利受理备案及资助登记 

专利申请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后，发明人应于受理日起 60 个

工作日内，将专利受理通知书等材料按照要求提交至所在学院进行备

案，并办理专利受理资助登记事宜，学院审批流程为： 

1.核对发明人提交的电子材料（对照表 1） 

表 1 发明人专利受理备案提交电子材料清单 

  须提交的电子材料 

发明人

自办 

国内专利

备案 

1.受理通知书（有国家知识产权局盖章）； 

2.专利申请费审查费收据（专利局开具的）； 

3.专利请求书，以及与提交专利局版本一致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摘要

（有附图的还应包括说明书附图和摘要附图）。 

PCT申请备

案 

1.受理通知书（即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通知书）； 

2.国际检索报告； 

3.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 

4.收到检索本的通知书； 

外国专利

申请备案 

1.受理通知书（及中文译本）； 

2.该项专利申请的中文信息（包括专利申请名称、申请号、申请日、申请人、全

体发明人姓名、代理机构、代理人和专利负责人及其联系电话和邮箱）。 

委托代

理机构

办理 

国内专利

备案 

1.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盖红章的扫描件）； 

2.受理通知书（有国家知识产权局盖章）； 

3.专利申请费审查费收据； 

4.专利请求书，以及与提交专利局版本一致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摘要

（有附图的还应包括说明书附图和摘要附图）。 

PCT 申请

备案 

1.受理通知书（即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通知书）； 

2.国际检索报告； 

3.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 

4.收到检索本的通知书； 

5.国外专利局发布的发明专利初审公告文件（及中文译本）。 

外国专利

申请备案 

1.受理通知书（及中文译本）； 

2.该项专利申请的中文信息（包括专利申请名称、申请号、申请日、申请人、全

体发明人姓名、代理机构、代理人和专利负责人及其联系电话和邮箱）。 

核对发明人提交

的电子材料 
请发明人在“专利受理备

案登记表”登记并核对 
每月汇总，报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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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人发送邮件遵守规则：彩色扫描以上所列材料，建立一个文件夹，以“专

利受理-受理号+专利负责人名称”命名，如“专利受理-201700000000.0张三”，

邮件主题为“专利受理-受理号+专利负责人名称”，如“专利受理-201700000000.0

张三”。 

2.请发明人在“专利受理备案登记表”登记并核对 

核对发明人发送的电子材料无误后，请发明人在“专利受理备案

登记表”登记，学院对照表 2核对表格信息。 

表 2 专利受理备案登记表填写说明 

名称 填写说明 

1.专利类型 

下拉菜单选择填写即可，选项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号第 5 位数字为“1”即为发明专利、

为“2”即为实用新型，为“3”即为外观设计。 

2.专利名称 对应《专利受理通知书》中“发明创造名称” 

3.专利申请号 对应《专利受理通知书》中“申请号” 

4.申请日 对应《专利受理通知书》中“申请日” 

5.申请人 对应《专利受理通知书》中“申请人” 

6.所在学院 填写专利负责人所在学院全称 

7.所属校区 
填写专利负责人学院所属校区，下拉菜单选择填写即可，选项

有“南校区”、“北校区”、“东校区”、“珠海校区”、“深圳校区” 

8.发明人 对应《专利请求书》中“发明人” 

9.第一发明人 第一个发明人 

10.第一发明人职工号/学生证号 第一发明人职工号/学生证号，属校外人员的填写身份证号 

11.专利负责人 专利负责人姓名 

12.专利负责人职工号 专利负责人职工号 

13.是否申请资助 
下拉菜单选择填写即可，选项有“是”、“否”，填“是”的填

写第 14 项 

14.选填，需申请资助的填；负责人横向项目经

费号或结余经费项目号（以 7或 14 开头）* 

选填，经费本必须是横向项目经费号或结余经费项目号，以 7

或 14 开头 

15.负责人电话、邮箱 专利负责人电话、邮箱 

3.每月汇总专利受理情况 

学院每月汇总专利受理备案的电子材料、专利资助情况后填写

《专利受理资助登记汇总表》，联同《专利受理备案登记表》一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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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知识产权办公室。 

（1）专利受理备案的电子材料汇总 

每一个专利受理备案材料放在单独一个文件夹，以“序号”+“专

利受理-受理号+专利负责人名称”命名，如“1.专利受理-20170000

0000.0张三”。 

请学院建立一个文件夹，汇总所有的专利受理备案材料，以“×

×学院×年×月专利受理备案材料”命名，如“物理学院 2019年 2

月专利受理备案材料”，如图 1所示。 

（2）填写专利受理资助登记汇总表 

学院按照《专利受理备案登记表》，填写《专利受理资助登记汇总

表》，放在上述“专利受理备案材料”文件夹中，命名方式参照图 1。 

图 1 

（二）专利授权备案及资助登记 

专利授权后，发明人应于授权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将专利授权

材料按照要求提交至所在学院进行备案，并办理专利授权资助登记事

宜，学院审批流程为： 

1.核对发明人提交的电子材料（对照表 3） 

 

 

核对发明人提交

的电子材料 
请发明人在“专利授权备

案登记表”登记并核对 
每月汇总，报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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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发明人专利授权备案提交电子材料清单 

须提交的电子材料 

发明人

自办、委

托代理

机构办

理授权

备案材

料相同 

国内专利

备案 

（1）专利证书扫描件 

（2）专利局开具的专利登记费、年费收据的原件扫描件 

国外专利

备案 

参照上述“国内专利授权备案”材料，电子文档还需另外补充：授权公告和授权

公告扉页的中文译本(格式应与外文本一致) 

*发明人发送邮件遵守规则：彩色扫描以上所列材料，建立一个文件夹，以“专

利授权-专利号+专利负责人名称”命名，如“专利授权-201700000000.0张三”，

邮件主题为“专利授权-专利号+专利负责人名称”，如“专利授权-201700000000.0

张三”。 

2.请发明人在“专利授权备案登记表”登记并核对 

核对发明人发送的电子材料无误后，请发明人在“专利授权备案

登记表”登记，学院对照表 4核对表格信息。 

表 4 专利授权备案登记表填写说明 

名称 填写说明 

1.专利类型 

下拉菜单选择填写即可，选项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号第 5 位数字为“1”即为发明专利、

为“2”即为实用新型，为“3”即为外观设计。 

2.专利名称 对应《专利证书》中“发明创造名称” 

3.专利号 对应《专利证书》中“专利号” 

4.申请日 对应《专利证书》中“专利申请日” 

5.授权公告日 对应《专利证书》中“授权公告日” 

6.专利权人 对应《专利证书》中“专利权人” 

7.所在学院 填写专利负责人所在学院全称 

8.所属校区 
填写专利负责人学院所属校区，下拉菜单选择填写即可，选项

有“南校区”、“北校区”、“东校区”、“珠海校区”、“深圳校区” 

9.发明人 
对应《专利证书》中“发明人” 

10.第一发明人 第一个发明人 

11.第一发明人职工号/学生证号 
第一发明人职工号/学生证号，属校外人员的填写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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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专利负责人 专利负责人姓名 

13.专利负责人职工号 
专利负责人职工号 

14.是否申请资助 
下拉菜单选择填写即可，选项有“是”、“否”，填“是”的填

写第 14 项 

15.选填，需申请资助的填；负责人横向项目经

费号或结余经费项目号（以 7或 14 开头）* 

选填，经费本必须是横向项目经费号或结余经费项目号，以 7

或 14 开头 

16.负责人电话、邮箱 专利负责人电话、邮箱 

3.每月汇总专利授权情况 

学院每月汇总专利授权备案的电子材料、专利资助情况后填写

《专利授权资助登记汇总表》，联同《专利授权备案登记表》一并报

科研院知识产权办公室。 

（1）专利授权备案的电子材料汇总 

每一个专利授权备案材料放在单独一个文件夹，以“序号”+“专

利授权-专利号+专利负责人名称”命名，如“1.专利授权-20170000

0000.0张三”。 

请学院建立一个文件夹，汇总当月所有的专利授权备案材料，以

“××学院×年×月专利授权备案材料”命名，如“物理学院 2019

年 2月专利授权备案材料”，如图 2所示。 

（2）填写专利授权资助登记汇总表 

学院按照《专利授权备案登记表》，填写《专利授权资助登记汇总

表》，放在上述“专利授权备案材料”文件夹中，命名方式参照图 2。 

图 2  

（3）专利证书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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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每年寒假后第一个工作周将上一年度所有专利证书原件报

送到学校科研院产学研处，具体时间以科研院通知为准。 

（三）注意事项 

①不申请资助的也必须办理专利备案； 

②如无特殊情况超期备案的，不予发放资助； 

③PCT申请及外国专利只做备案，不登记资助信息，符合资助条

件的统一由科研院通知专利负责人办理。 

三、专利撤回、驳回及终止备案 

（一）专利撤回、驳回备案 

专利局审查不通过，专利申请撤回或被驳回,发明人应将驳回或

撤回决定书等相应文件的电子版发送至所在学院经办人邮箱进行备

案，邮件主题为“专利撤回/驳回备案+专利号+专利负责人名称”。填

写《专利撤回、驳回及终止登记表》。对于此类专利申请，不予资助。 

每一个专利撤回、驳回备案材料放在单独一个文件夹，以“序号”

+“专利撤回/驳回-专利申请号+专利负责人名称”命名，如“1.专利

撤回-201700000000.0张三”或“1.专利驳回-201700000000.0张三”。 

（二）专利终止备案 

专利终止，发明人收到专利权终止通知书后 30天内将通知书送

所在学院备案、发电子版到所在学院经办人邮箱，邮件主题为“专利

终止备案+专利号+专利负责人名称”。学院填写《专利撤回、驳回及

终止登记表》。 

每一个专利终止备案材料放在单独一个文件夹，以“序号”+

“专利终止-专利号+专利负责人名称”命名，如“1.专利终止-2017

00000000.0张三”。  

（三）每月汇总报科研院 

学院汇总《专利撤回、驳回及终止登记表》，如无，则填写“无”。 

请学院建立一个文件夹，以“××学院×年×月专利撤回、驳回

及终止备案材料”命名，如“物理学院 2019年 2月专利撤回、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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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终止备案材料”，如图 3所示，汇总所有的专利撤回、驳回及终止

备案材料，联同《专利撤回、驳回及终止登记表》，报送科研院。 

图 3 

四、汇总报送科研院 

每月第一个工作周内将上一月度的专利受理、授权、撤回、驳回

及终止等三个文件夹打包压缩后发科研院知识产权办公室邮箱 kjccx

bc@mail.sysu.edu.cn，邮件主题为“××学院×年×月专利备案&

资助材料”。如图 4 所示。备案及资助相关表格及文件夹模板详见附

件。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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