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体备案及快速预审业务介绍

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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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心 领域 序号 中心 领域

1 常州 机器人及智能硬件 15 沈阳 高端装备制造

2 烟台 现代化食品和化工产业 16 浙江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

3 长沙 智能制造装备 17 武汉 光电子信息

4 浦东
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
18 西安 高端装备制造

5 佛山 智能制造装备和建材 19 深圳 新能源和互联网

6 广东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 20 新乡 起重设备和电池

7 四川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装备制造 21 滨海新区 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

8 南京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 22 苏州 新材料和生物制品制造

9 北京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 23 南通 智能制造装备和现代纺织

10 中关村 新材料和生物医药 24 徐州 智能制造

11 东营 石油开采及加工和橡胶轮胎 25 天津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材料

12 宁波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 26 济南 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

13 南昌 中医药和电子信息 27 山东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海洋科技

14 潍坊 光电，机械装备，化工，生物医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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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心 领域 序号 中心 领域

28 河北 节能环保和高端装备制造 41 福建 机械装备和电子信息产业

29 黑龙江 装备制造和生物 42 德州 新材料和生物医药

30 汕头 化工产业和机械装备制造 43 淄博 新材料

31 珠海 高端装备制造和家电电气 44 辽宁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材料

32 泉州 智能制造和半导体 45 吉林 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

33 广州 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 46 长春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化农业

34 克拉玛依 石油开采加工及新材料 47 江苏 高端装备、新型功能和结构材料

35 合肥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 48 无锡 物联网和智能制造

36 甘肃 先进制造和节能环保 49 三亚 海洋和现代化农业

37 昆明 生物制品制造和智能制造装备 50 内蒙古 生物和新材料

38 山西 新能源和现代装备制造 51 成都 生物和新材料

39 宁德 新能源 52 赣州 新型功能材料和装备制造

40 杭州 高端装备制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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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中心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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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 专利缴费

专利权质押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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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26日

“一窗通办”

2003年
6月23日
开办业务

专利申请受理(纸件、电子)

与专利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

专利优先审查推荐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 专利权质押登记

费用减缴备案审批

专利费用收缴

专利登记簿副本制作

商标转让

商标注册 商标续展

商标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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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河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党组关于《河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主要

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冀市监党组发〔2020〕

105号）精神，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局石家庄专利代办处工

作正式划转到中国（河北）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具体职责属

于社会服务科的一部分。

依法办事

行为规范

服务热情

耐心咨询

语言文明

服务宗旨

0311-858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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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成功是创新主体递交的专利申请进入河北保护中心快速

预审通道的必要条件之一

※ 创新主体通过中国(河北)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官网

（www.hebeiippc.com）提交预审备案资料后，河北保护中

心进行初步审核并将名单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审定。

1. 什么是创新主体备案

http://www.hebeiip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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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与运行指南》

相关要求，河北保护中心的快速预审业务针对备案成功的

申请主体。

※ 主体备案不成功的，不能向河北保护中心提交快速预审及快

速确权业务申请。

2. 为什么要进行主体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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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或登记地在河北省行政区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2. 生产、研发或经营方向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或节能环保产业领域；

3. 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稳定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规范的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4. 无非正常专利申请、故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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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案主体的生产、研发或经营方向，应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或

节能环保产业；

※ 河北保护中心受理的范围具体以分类号所属的技术领域为准。

※ 分类号详见河北保护中心官网http://www.hebeiippc.com用户

备案介绍界面。

※ 通过查询以往专利申请的分类号所属技术领域判断属于哪个产业，

若有疑问，可致电 0311-88635994，88635704 咨询。

http://www.hebeiip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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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案主体的生产、研发或经营方向，应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或

节能环保产业；

※ 节能环保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不是对创新主体性质的限定

※ 备案申请主体满足条件之一：

（1）此前申请过节能环保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专利；

（2）有在节能环保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申请专利的意向；

（3）具备节能环保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研发能力；

即可向河北保护中心申请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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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官方网址：
http://

www.hebeiippc.com/

点击用户注册

填写基本信息

注册成功

http://www.hebeiippc.com/
http://www.hebeiip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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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官方网址：
http://

www.hebeiippc.com/

点击用户注册

填写基本信息

注册成功

一个手机号只
能注册一次

http://www.hebeiippc.com/
http://www.hebeiip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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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主体备案需要填写主体
基本信息、联系信息、知识
产权信息，并上传单位资质
文件。

申请主体基本信息：

1.申请单位名称

子公司

2.法定代表人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

注册/登记地址

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上内容填写一致



申请主体基本信息：

4.所属行业：

需要按照其从事活动的具体

活动内容来填写

5.单位性质:

以营业执照上类型为准

6.单位规模

7.企业划分指标

参照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

业划分标准”

（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

分办法（2017）》）

二、创新主体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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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主体基本信息：

6.单位规模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

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

（2）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

项即可。

7.企业划分指标：

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

（1）从业人员

（2）营业收入

（3）资产总额

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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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主体联系信息：

1.注册地址和企业所在地

与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内

容填写一致

2.代理机构联系人及手机

若通过代理机构提交申请，那么请填

写代理机构联系人及电话，代理机构

代理快速预审业务也需要进行代理机

构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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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信息：

1.内部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名

称及人员数量

2.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3.专利数量信息

4.如无则填写0，不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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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文件上传：

1.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中国（河北）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专利快速审查确权业务备

案申请表

如实填写专利快速审查确权业务

主体备案申请表，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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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表下载后为word格式，

上述已填写内容将自动填写

到表格中；

2. 请各位留意中心公众号和官

网通知，中心会实时更新备

案相关通知；

3. 如有疑问请致电咨询

0311-88635994，8863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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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主体自愿

申请，在中国（河北）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官

网：

http://www.hebeiipp

c.com/

填写基本信息，完成

注册。

用户注册

登录河北保护中心官

网，按照流程进行备

案申请，如实填写并

提交相关资料。

备案申请

河北保护中心对备案

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

核，形成初审意见，

并提交国家知识产权

局。

初步审核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

定后，完成备案；

申请主体收到备案成

功短信通知，可在河

北保护中心官网提交

快速预审及快速确权

申请。

备案成功

http://www.hebeiip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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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备案的主体将收到短信通知；

2. 河北保护中心将会定期在官网（http://www.hebeiippc.com）中发

布备案成功的创新主体及代理机构名单的通知，可登录查看；

3.  致电咨询，咨询电话： 0311-88635994，88635704 。

备案结果查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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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代理机构是指依法设立，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开

展专利代理业务的机构。

◆ 主要包括：专利代理机构、从事专利代理业务的律师事务

所等。

什么是专利代理机构



三、专利代理机构备案

31

1. 依法设立，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开展专利代理业务；

2.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理管理系统”中处于正常状态；

3. 近一年内未发生因违反《专利代理条例》有关规定受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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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官网：中国（河北）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官网（http://www.hebeiippc.com/）

备注：

（1）河北保护中心负责对注册备案的专利代理机构进行审核。

（2）备案结果将通过短信反馈给专利代理机构。

（3）备案成功的专利代理机构名单，由河北保护中心官网定期公告。

http://www.hebeiip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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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填写代理机构备案信息。

用户名

单位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理机构法人代表

机构代码

联系人

邮编

通信地址

机构性质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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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上传资质文件：

1. 专利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律

师事务所可提交《专利代理

机构执业许可证》）

2. 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

年检合格证明截图

3. 中国（河北）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专利代理机构预审备案

申请表

注意：仅上传提交电子材料即可，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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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acpaa.cn/view/patentAgenctSearch.jhtml



三、专利代理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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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写机构基本信息

2、确认申请备案
单位声明

3、加盖单位公章

注意：完成后将申请

表扫描件上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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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护中心收到符合要求的备案材料后，

在5-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对于备案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在工作日 8:30-11:30 和14:30-17:30 

致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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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快速审查通道专利代理的质量

管理、流程管理，提升专利代理服务效能。

2. 专利代理机构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的信息应当与其在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的登记信息一致，若出

现重大事项变更，应当及时向河北保护中心说明并修改已

提交的备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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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备案成功的专利代理机构可以接受在河北保护中心备案的创新主体的

委托开展专利快速预审业务。

2. 备案成功的专利代理机构开展专利快速预审业务应遵守《中国（河北）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须知》等文件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专利

预审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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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利代理机构所提交的快速预审与快速确权服务的主体资格和技术

领域应符合中国（河北）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要求。

4. 河北保护中心不定期组织开展培训或座谈会，完成备案的专利代理机

构应当积极参加，并积极反馈服务需求和服务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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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交申请文件至保护中心

是否符合受理条件

申请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提交申请文件并立即完成网上缴费

申请人提交申请号、缴费凭证至保护中心

是否与预审材料一致

进入快速审查通道

Y

Y

通知申请人

N

N

转入普通通道审查

打标

是否符合预审条件

Y

预审合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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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01

文件齐备02

不得提交的情形03

案件质量04

请求提前公布05

放弃主动修改06

放弃著录项目变更07

不重复提交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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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领域

河北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

预审服务分类号范围确定为：

属于高端装备制造和节能环

保产业的共130个国际专利

分类（IPC）小类和29个洛

迦诺分类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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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件齐备

① 快速预审服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② 承诺书（加盖公章）；

③ 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的XML格式专利申请文件及相关证明文件（发明

专利申请需提交实质审查请求书）；

④ 其它相关文献资料：如：要求优先权、检索报告、技术背景介绍等。



四、快速预审申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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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件齐备



四、快速预审申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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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得提交的情形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定不得提交预审的情形

① 按照PCT提出的专利国际申请；

②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PCT专利国际申请；

③ 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所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④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条所规定的需要进行保密审查的申请；

⑤ 分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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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得提交的情形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2017) （局令第75号）
所涉及情形

①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内容明显相同的专利申请；

②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明显抄袭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专利申请；

③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不同材料、组分、配比、部件等简单替换或者拼凑的专利申请；

④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实验数据或者技术效果明显编造的专利申请；

⑤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多件利用计算机技术等随机生成产品形状、图案或者色彩的专利申请；

⑥ 帮助他人提交或者专利代理机构代理提交本条第一项至第五项所述类型的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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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得提交的情形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办法》（公告第411号）
所涉及情形

① 同时或者先后提交发明创造内容明显相同、或者实质上由不同发明创造特征

或要素简单组合变化而形成的多件专利申请的；

② 所提交专利申请存在编造、伪造或变造发明创造内容、实验数据或技术效果，

或者抄袭、简单替换、拼凑现有技术或现有设计等类似情况的；

③ 所提交专利申请的发明创造与申请人、发明人实际研发能力及资源条件明显不符的；

④ 所提交多件专利申请的发明创造内容系主要利用计算机程序或者其他技术随机生成的；



四、快速预审申请业务

51

3. 不得提交的情形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办法》（公告第411号）所涉及情形

⑤ 所提交专利申请的发明创造系为规避可专利性审查目的而故意形成的明显不符合技术改进或设计常理，

或者无实际保护价值的变劣、堆砌、非必要缩限保护范围的发明创造，或者无任何检索和审查意义的

内容；

⑥ 为逃避打击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监管措施而将实质上与特定单位、个人或地址关联的多件专利申请分

散、先后或异地提交的；

⑦ 不以实施专利技术、设计或其他正当目的倒买倒卖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或者虚假变更发明人、设计

人的；

⑧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师，或者其他机构或个人，代理、诱导、教唆、帮助他人或者与之合谋实施

各类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

⑨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扰乱正常专利工作秩序的其他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及相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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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证案件质量

勾选费减备案的需提前办理

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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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求提前公布

◆ 需在专利请求书中选择

“请求早日公布该专利申请”

6. 放弃主动修改

◆ 需提交实质审查请求书

并勾选“放弃主动修改权利”

7. 放弃著录项目变更

◆ 专利申请授权公告前

自愿放弃变更著录项目的权利

8. 不重复提交

◆ 不可对同一专利申请反复多次提

交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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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件

路径：快速预审-专利申请-

预审案件模块，点击新建案

件，进入到预审案件提交页

面。

提交内容：上传专利电子申

请文件、承诺书等资料。
承诺书需先下载，签字盖章后再扫

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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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件

提交内容：申请人需要选择

领域、分类号、填写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

填写完毕后就可以点击下方

的“提交审核”完成案件的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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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
受理

满足专利申请预审提交条件的，予以受理，

并发出《专利预审请求受理通知书》；

不满足专利申请预审提交条件的，不予受理，

并发出《专利预审请求不予受理通知书》。

不予
受理

√

×

⚫ 预审员在收到快速预审案件后，会在 1-2 工作日内发出受理或不受理通
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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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预审合格的，作出预审合格决定，发出预审合格通
知书

◆ 对于存在缺陷，可修改克服的，作出预审审查意
见，发出预审意见通知书

◆ 明显不具备授权前景的，作出预审不合格决定
◆ 答复预审审查意见通知书后（2次）仍然不能克服缺陷的，作

出预审不合格决定
◆ 发出预审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未能在指定期限（目前为2

个工作日）内答复的，作出预审不合格决定

预审
意见

预审
合格

预审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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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合格之日即可提交

通过电子客户端或交互式平台提交

需提交为XML格式

申请文件与预审合格申请文件一致

申请费（含附加费）

公布印刷费（仅限发明专利申请）

优先权要求费（如实际发生）

实质审查费（仅限发明专利申请）

⚫ 提交期限、方式、格式等要求

⚫ 申请日起1个工作日内完成电子缴费

以上任意一条不满足的，无法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快速审查通道

同一专利申请不得重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

⚫ 缴费方式：通过中国专利电子申请网
（http://cponline.cnipa.gov.cn/）进行网上缴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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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日起1个工作日内

提交申请号

申请人足额缴费后，

提交申请号、缴费

凭证至河北保护中

心官网复核。

审核、标注

河北保护中心审核

合格，在专利审查

系统中对专利申请

案件进行打标。

进入专利快速

审查通道

专利申请进入国家

知识产权局快速审

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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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正通知书

专利申请在国家知

识产权局初审查阶

段发出补正通知书。

答复审意格式答复审意期限 答复审查次数

审查过程中，针对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

出的审查意见通知

书，也应提交XML

格式的答复意见。

发明专利申请在10
个工作日内答复第
一次审查意见、 5
个工作日内答复第
二次审查意见；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在5
个工作日内答复第
一次审查意见。
否则自动转为普通
申请程序，继续审
查。

发明专利申请答复
第二次审查意见通
知书后仍未授权、
实用新型专利答复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
知书后仍未能授权、
外观设计专利在初
步审查中发出审查
意见通知书。
自动转为普通申请
程序，继续审查。



◆ 是否存在低质量问题；

◆ 是否存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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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判断产业领域

◆ 初步分类，判定是否属于保护中

心的服务产业领域

2. 形式问题

◆ 拟提交的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

3. 明显实质性缺陷

◆ 拟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明显的实

质性缺陷审查。

4. 其它文件形式问题

◆ 拟提交的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

手续和文件形式审查。

5. 发明专利三性、单一性审查

◆ 对拟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的三性、

单一性等审查。

6. 低质量、敏感信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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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共同研发材料

2、缺优先权在先申请副本

3、缺专利代理委托书

4、缺实质审查请求书

5、缺说明书附图

6、缺摘要附图

7、专利申请分类号不符

8、同日申请或分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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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书未填全或填错

专利代理委托书 实质审查请求书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 说明书附图

摘要及摘要附图

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外观设计简要说明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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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代理委托书 实质审查请求书权利要求书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1. 权利要求主题不明确；

2. 从权缺乏引用基础；

3. 附图标记与技术术语不一

致；

4. 存在自造词，导致意思不

清楚；

5. 新颖性、实用性、单一性；

6. 概括了较大范围、不支持；

7. 附图标记不加括号 。

1. 电子版、扫描件信息与请

求书中代理信息（代理机

构、代理师）不一致；

2. 电子版抬头未勾选与扫描

件信息不一致。

1. 放弃主动修改权利未勾选；

2. 申请人与请求书中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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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 说明书附图请求书未填全或填错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1. 请求书中专利名称与说明
书或简要说明中不一致；

2. 发明人身份证号错误；
3. 申请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错误（尤其多申请人情
况）；

4. 申请人地址填写不规范；
5. 申请文件清单页码填写错

误；
6. 总委编号错误；
7. 专利代理师执业证号错误；
8. 联系人与代理师为同一人。

1. 缺少相应标题；
2. 说明书中附图编号与附图

中的不一致；
3. 说明书正文中包含图片；
4. 附图标记与技术术语不一

致；
5. 说明书包括敏感词汇；
6. 说明书中公式不清楚。
7. 说明书中包含无关内容；
8. 说明书公开不充分；
9. 附图标记加括号。

1. 附图不清楚；

2. 缺少附图（说明书正文中

提到的附图）；

图号后有多余文字；

3. 图号重复；

4. 附图标题采用“图一”等

大写数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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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外观设计简要说明摘要及摘要附图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1. 说明书摘要超过300字 ；

2. 摘要中附图标记不加括号 ；

3. 缺少相应摘要附图。

1. 请求保护色彩时没有提交彩色
图片或者照片；

2. 对于照片视图没有对正产品的
中心部位拍摄；

3. 正投影视图不符合正投影规则；
4. 投影关系不对应，比例不一致；
5. 视图名称不正确；
6. 使用铅笔、蜡笔、圆珠笔绘制

图片；
7. 图片使用蓝图、草图、油印件；
8. 螺纹等标准件使用简化画法；
9. 图片包含多余线条或标记；
10.照片背景色彩不单一。

1. 简要说明中的产品名称与请求
书中的产品名称不一致 ；

2. 简要说明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或用来说明产品性能；

3. 请求保护色彩或省略视图的情
况没有写明；

4. 多项相似外观设计，没有指定
其中一项作为基本设计；

5. 简要说明的内涂与图片或照片
不符；

6. 简要说明影响保护范围。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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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预审服务规范

◆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每季度对完成备案的申请主体提交的专

利预审申请数量、预审材料质量、预审过程中修改次数、保护中

心预审后通过快速通道提交的专利申请的授权率等进行考核。

◆对违反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相关规范事项的备案主体，视情

况取消备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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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提交虚假材料的；

② 违反《专利代理条例》或《专利代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受到各级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

③ 代理非正常专利申请的；

④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失信名单的；

⑤ 假借河北保护中心的名义收取费用或开展相关业务或者以不正当手段招揽快速审查通道专利

代理业务的；

⑥ 专利代理机构对快速审查通道专利代理业务疏于管理，造成后果严重的；

⑦ 对河北保护中心的预审业务不予配合的。

1. 代理机构取消备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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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提交虚假材料；
② 违反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2017）》（局令第75号）和《关

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办法》（国家局公告第411号）有关规定，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标记有
非正常申请案件的；

③ 经预审合格、进入快速审查通道后，多次违反《中国（河北）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须
知》及《承诺书》要求，导致专利快速审查无法顺利进行的；

④ 申请材料质量不高、经过反复多次修改仍达不到预期要求，半年内此类预审材料占其提交的
专利预审申请的50%以上的；

⑤ 专利申请获得授权后，一年内专利权转让超过5件且未报备或报备理由明显不充分的；
⑥ 从事非法知识产权运营，利用快速审查通道不当得利的情形；
⑦ 出现重复专利侵权、不依法执行、专利代理严重违法等行为；
⑧ 有不良信用记录的，或其他违反国家知识产权局或保护中心规定的情况。

2. 企业取消备案的情形



感谢您的观看

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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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中心公众号 专利代理机构

业务沟通群

0311-85898108

代办处

预审科

0311-88635994

预审科邮箱

0311-88635704

hbzxys@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