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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ARP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1.1 系统功能概述 

ARP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实现中科院院机关及下属研究所对知识产权的全流程管理。 

ARP 项目二期工程中共包含了十大应用系统和两大平台，分别是人力资源、综合财务、

科研项目、科研条件、基本建设、院地合作、国际合作、知识产权、评估评价、教育资源十

大应用系统，以及公共事务处理平台和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两大应用平台。这十大应用

系统和两大平台并非是孤立的，作为一个项目整体，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是 ARP项目二期工程十大应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系统建设

目标是统一和规范全院知识产权的管理、加强知识产权信息的保管、利用和转化。科研成果

和知识产权资源的管理是全院科研资源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 

系统总体功能架构图如下所示： 

图 1.1 

知识产权管理：包括专利、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论文、技术秘密、

标准、商标、域名、动物新品种、主办会议、其他科研成果。以上知识产权都可以进行全流

程管理，可以对相应的知识产权执行增、删、改、查、导入、导出、转化、同步数据等操作，

并且可以对其转移转化，增加期限监控管理等操作。 

成果奖励管理：包括成果鉴定、中国专利奖、国家奖、省部级奖、院杰出成就奖、其他

奖项、成果登记。可以对相应的奖励中的数据进行维护，包括增、删、改、查、导入、导出、

知识产权管理 

知识产权 

合作单位 

期限监控 

成果奖励 

转移转化 

费用管理 

检索统计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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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等操作。 

转移转化管理：包括可转化知识产权、成果立项管理、成果转化管理。主要是将所有可

转化的知识产权进行打包立项处理，立项后就可以进行成果转化，建立合同信息。 

合作单位管理：知识产权系统中用到的合作单位、代理事务所等信息。也可以对其中的

数据进行增、删、改、查、导入、导出等操作。 

期限监控管理：包括预警规则管理和预警管理，主要是对知识产权系统中预警信息进行

定义一个共同的规则，方便选择，并且可以设定预警的时间和间隔单位。 

费用管理：对知识产权系统中的费用定义一个共同的费用规则，方便选择，还可以查询

知识产权系统中用到的费用信息。 

检索统计管理：可以查询知识产权中用到的所有附件，还有国科图相关数据，并且可以

按各种方式统计数据，打印报表。 

系统设置：包括知识产权模板管理和同步 ERP数据，知识产权模板管理下可以提供知识

产权中一些模板的下载，同步 ERP数据则可以将 ERP 相关数据同步到 ARP系统中，包括知识

产权中的角色配置、业务字典、流程管理、敏捷页面、查询页面、导入导出配置和按钮权限

配置。 

1.2 角色与权限 

a) “课题组”角色（ip_ktz）：研究所每个课题组设一名知识产权课题组用户，负责

相关知识产权的申请申报等填报工作。  

b) “课题组长”角色（ip_ktzz）：研究所的课题组长角色和研究室主任角色为可选角

色，负责相关知识产权以及各种奖励在本职责管理范围内的申请申报的审核工作。 

c) “研究室主任”角色（ip_yjszr）：研究所的课题组长角色和研究室主任角色为可

选角色，负责相关知识产权以及各种奖励在本职责管理范围内的申请申报的审核工

作。 

d) “知识产权超级用户”角色（ip_kyc）：超级用户，拥有知识产权的最大的权限。 

e) “知识产权主管所领导”角色（ip_sld）：研究所至少设置一位知识产权主管所领

导用户，负责相关知识产权以及各种奖励的申请申报的审批工作。 

f) “知识产权附件管理员”角色（ip_fj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用到的模板进行维护，

包括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g) “专利管理员”角色（ip_zl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专利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

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h) “软件管理员”角色（ip_rj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软件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

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i)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管理员”角色（ip_jdbt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集成电布图设

计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j) “植物新品种管理员”角色（ip_zwxpz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植物新品种（包括

审定和保护）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k) “论文管理员”角色（ip_lw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论文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

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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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技术秘密管理员”角色（ip_jsmm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技术秘密进行维护，包

括查询、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m) “标准管理员”角色（ip_bz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标准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

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n) “商标管理员”角色（ip_sb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商标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

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o) “域名管理员”角色（ip_ym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域名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

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p) “新药管理员”角色（ip_xy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新药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

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q) “咨询报告管理员”角色（ip_zxbg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咨询报告进行维护，包

括查询、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r) “动物新品种管理员”角色（ip_dwxpz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动物新品种进行维

护，包括查询、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s) “主办会议管理员”角色（ip_zbhy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主办会议进行维护，包

括查询、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t) “其他科研成果管理员”角色（ip_qtkycg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其他可样成果进

行维护，包括查询、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u) “成果奖励管理员”角色（ip_cgjl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成果奖励进行维护，包

括查询、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v) “转移转化管理员”角色（ip_zyzh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转移转化（包括成果打

包、成果立项、转化合同）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w) “专利查看”角色（ip_zl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专利进行查看。 

x) “软件查看”角色（ip_rj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软件进行查看。 

y)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查看”角色（ip_jdbt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集成电布图设计

进行查看。 

z) “植物新品种查看”角色（ip_zwxpz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植物新品种（包括审定

和保护）进行查看。 

aa) “论文查看”角色（ip_lw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论文进行查看。 

bb) “技术秘密查看”角色（ip_jsmm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技术秘密进行查看。 

cc) “标准查看”角色（ip_bz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标准进行查看。 

dd) “商标查看”角色（ip_sb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商标进行查看。 

ee) “域名管理员”角色（ip_ymgly）:可以对知识产权中域名进行维护，包括查询、增

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ff) “新药查看”角色（ip_xy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新药进行查看。 

gg) “咨询报告查看”角色（ip_zxbg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咨询报告进行查看。 

hh) “动物新品种查看”角色（ip_dwxpz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动物新品种进行查看。 

ii) “主办会议查看”角色（ip_zbhy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主办会议进行查看。 

jj) “其他科研成果查看”角色（ip_qtkycg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其他可样成果进行

查看。 

kk) “成果奖励查看”角色（ip_cgjl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成果奖励进行查看。 

ll) “转移转化查看”角色（ip_zyzhck）:可以对知识产权中转移转化（包括成果打包、

成果立项、转化合同）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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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角色在系统部署后自动创建，需要所里系统管理员配置具有相应角色的人员即

可使用。 

1.3 系统风格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个人设置”“系统风格”，设置个人登录系统后的显示风格，

如图 1.2 所示： 

 

图 1.2 

1.3.1 配置说明 

a) “每页显示行数”设置用户登录系统后所有查询界面进入时默认显示的行数。 

b) “首页待办”设置用户登录系统后首页显示所定制模块的的待办事宜，比如用户要定制

在首页中显示“知识产权”的待办事宜，则选中“知识产权”即可，用户下次登录系统

后生效。 

c)  “首页待办显示行数”设置用户登录系统时首页待办事宜显示的行数。 

d) “IE 显示设置”设置用户登录系统后 IE 浏览器工具栏、菜单栏和地址栏是否显示，选

中需要显示的即可，用户下次登录系统后生效。 

e) “保存”，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用户设置信息，系统风格设置完成，重新登录系统生

效。配置后的风格。 

1、首页风格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5 

 

图 1.3 

2、查询页面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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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数据查询、管理 

 

图 1.5 

如上图 1.5所示，数据查询与管理界面分为查询条件、查询结果、功能按钮三大部分。 

a) 查询条件：通过文本框、日历控件、下拉框等实现查询条件的录入，通过“查询”按钮

实现数据查询。 

b) 查询结果：将查询结果以列表的方式展示，可通过“修改模板”方便的修改每一列要显

示的数据。 

c) 功能按钮：包括“自定义”按钮和“分页”按钮，前者用于实现业务功能；后者实现数

据分页显示。 

 增加：实现跳转到数据新增页面。 

 修改：需要先通过复选框选中一条记录，将跳转到选中记录对应的修改页面。 

 删除：需要先通过复选框选中一条记录，将删除选中记录。 

 导入：将 Excel中的数据导入到对应数据库表中。 

 导出：将查询结果数据导出到 Excel中。 

 模板下载：下载导入数据需要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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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流程管理 

 

图 1.6 

如上图 1.6所示，流程操作界面分为功能按钮、流程图、页面标签三大部分。 

1、 功能按钮说明 

a) 暂存：保存当前页面标签显示的表单数据。 

b)  提交：保存当前页面标签显示的表单数据，并将流程驱动到下一个环节（如果无目

标环节则将流程结束）。 

c)  退回：保存当前页面标签显示的表单数据，并将流程驱动到上一环节（如果无目标

环节则提示“退回失败”）。 

d)  办结：保存当前页面标签显示的表单数据，并将流程结束。 

e) 改派：将当前环节的待处理任务指派给其他人，人员读取当前环节配置的参与者，

单击确定后即可完成改派。 

f) 打印：将当前页面标签显示的表单数据，通过 WORD文件方式显示，以便打印。 

g) 驳回：当流程需要院所交互时，交换目标一方将流程退回给交换发起一方。如流程

通过所上报到院，院可以通过此按钮将流程退回到所。 

2、流程图说明 

 可通过展开“+流程”左侧的图标,查看当前流程的所有环节。其中环节名称用红色显示

的代表当前流程正在运行的环节；黑色代表当前流程尚未执行过的环节；绿色代表当前流程

已执行过的环节。用户可通过此流程图清楚地掌握流程的运行状态。 

3、页面标签说明 

 流程中所有的数据表单都是通过页面标签显示的，可通过在环节中动态配置要显示的页

面标签。流程中的页面标签分为两种，一种称为“自定义页面标签”即根据不同业务场景显

示自己定义的页面标签。另一种成为“默认页面标签”即系统默认的页面标签，例如“附件”、

“办理时间”、“办理意见”、“数据交换”页面标签，如图 1.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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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附件上传操作界面分为查询条件、查询结果、上传文件三大部分，其中查询条件提供文

件名、介质、类型等内容对附件数据进行查询；查询结果界面提供附件“查看“、“修改”、

“删除”、“下载“等功能；上传文件提供附件上传、重命名等功能。 

 上传附件：通过此按钮将本地文件上传到系统中。 

 
图 1.8 

提供已处理任务的查询，包括活动名称、送交人、办理人、开始日期、阅读日期、完成

日期。方便用户查看流程已经处理的任务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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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办理意见分为意见录入、意见查看两大部分。当前人可以录入或修改自己的意见，待流

程环节提交过后自动保存意见信息并可以通过下方的“流程意见”查看到流程运行中所有的

意见信息。 

 
图 1.10 

数据交换分为查询条件、接受反馈列表两大部分，用于流程交换时查看流程交换的过程

与结果信息。其中查询条件支持根据发送时间、下载时间、阅读时间、收文单位等信息查询

交换数据。下方的接受反馈列表则将过程与结果信息以列表的方式显示，并提供“重发”、“补

发”功能。 

a) 重发：如果流程需要重复交换到目标单位，则通过“重发”按钮将流程重新交换。 

b) 补发：如果流程交换到目标单位失败，则通过“补发”按钮再一次将流程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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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识产权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是中国科学院以及下属各研究所对科研产出物进行申报、评审、查询、统

计分析、决策支持的过程。管理内容主要包括专利，论文专著，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标准，域名，商标，技术秘密，主办会议，咨询报告，新药，动物新品种等方

面，可以实现知识产权的全流程管理。包括申请申报，初审，实审，授权，维护，转移转化，

后评估等阶段状态记录，过程文档管理，缴费信息，期限监控等功能。 

2.1 专利 

2.1.1 新建专利 

2.1.1.1 登录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用户登录 ARP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如果当前用户设置了首页显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待

办事宜，则会在首页看到当前需要办理的待办事宜。点击 “知识产权”可以看到知识产权管

理系统功能菜单，不同角色的登录用户显示不同的菜单，下图是以管理员角色登录显示页面，

如图 2.1 所示： 

 

图 2.1 

2.1.1.2 专利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显示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菜单根据登录用户

的角色来区分显示哪些），进入专利页面路径： 知识产权管理—>专利，点击专利前面的“加

号”图标将展开专利子菜单，直接点击“专利”将显示专利首页查询页面，在首页可以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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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数据进行管理，比如修改、删除等操作，具体页面操作将在后续步骤 2.1.2 中详细讲解，

页面如图 2.2所示： 

 

图 2.2 

2.1.1.3 填写专利基本信息（课题组申请阶段） 

 进入新建专利页面可以有两种方式：1，从系统中的左边菜单进入（知识产权管理—>专

利—>新建专利）；2，从专利首页进入（点击专利首页中的“新建”按钮），进入新建专利页

面之后可以看到新建专利所要填写的基本信息页面，如图 2.3所示： 

 

图 2.3 

a) 填写专利信息： 

上图中就是专利的基本信息页面，所内编号为自动获取，不需要手填，如果是多 OU所，

可以选择所内编号旁边的下拉值，选择一个研究所，这样所内编号的生成方式将是在原来的

基础上增加所选研究所代码。其他的必填项都已用红色星号标注，点击页面中的“暂存”按

钮不会验证页面中的必填项，而在点击“提交”按钮或者切换页签的时候则会验证页面数据

的合法性，申请的信息都在课题组填写阶段填写。 

 

注意：在页面中上传附件的话需要先暂存专利信息，否则将弹出提示信息，如图 2.4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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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填写完专利基本信息，如果还需要填写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等基本信息，可

以点击如上图 2.4中所对应的页签。 

 

注意：在切换页签的时候信息会自动保存(但是会对填写的数据进行验证)，你也可以点

如上图中上面的“暂存”按钮进行保存。 

b) 增加课题信息： 

 如果申请的专利信息需要关联课题，可以将页签切换至“课题信息”，首先显示的是课题

查询页面，如图 2.5所示，点击“添加”按钮增加课题信息。 

 
图 2.5 

在添加课题信息页面，如果知道课题信息的具体信息，可以手工输入，否则也可以点击

课题名称旁边的“选择”按钮进行选择，点选择按钮会弹出如图 2.6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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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在上图弹出页面中显示课题编号和课题名称，可以根据这两个条件进行模糊查询，选中

课题有两种方法： 

1. 鼠标双击选定的数据行 ； 

2. 单击选中的数据行，然后点“确定”按钮。 

选完课题后如图 2.7所示： 

 
图 2.7 

课题的基本信息会自动带出，如：课题编号、课题组编号、课题组、课题负责人、经费

来源信息，如果没有回带值，则可能就是课题信息表中没有数据，也可以手填其他相关信息，

最后点击“提交”按钮保存课题信息，点击“提交”按钮后页面重回到课题查询页面，如图

2.8页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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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当然也可以点击页面中的“修改”和“删除”按钮对数据进行修改和删除，如果有多个

课题，可以重新点击“增加”按钮。 

c) 增加人员信息： 

专利中涉及到人员，比如“专利发明人”，可以在“人员信息”页签中添加，可以添加多

个人员，页面如图 2.9所示： 

 
图 2.9 

点击“增加”按钮增加人员信息，如上图 2.9，如果知道人员的具体信息，可以直接填

写，也可以点击人员姓名旁边的“选择”按钮选择人员信息，在弹出的选择页面可以根据名

称来模糊查询出人员信息，可以双击人员信息那行或者先选中单选按钮再点“确定”按钮，

选中后人员信息、人员编号、电话、EMAIL、人员职称都可以自动带出，但是也支持手填，而

参与人员和人员排名需要手工填写，填完后点击“提交”链接保存人员信息，点击“提交”

后页面重新回到查询人员信息页面，当然也可以点击页面中的“修改”和“删除”按钮对数

据进行修改和删除，如果有多个人员，可以重新点击“增加”按钮。 

d) 增加设备信息： 

如果专利中涉及到设备，可以切换到“设备信息”页签中添加，可以添加多个设备，页

面如图 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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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如果知道相关设备的具体信息，可以直接填写，也可以选择设备名称旁边的“选择”按

钮进入选择相关设备，如图 2.11所示： 

 

图 2.11 

如上图 2.11所示，您可以根据“设备标签号”和“名称”进行模糊查询，查询出您需要

的结果，选中一个设备可以是双击该行或选择单选按钮然后点“确定”按钮，页面中的设备

名称、设备标签号、设备型号、设备原值都可以回带值，不需要填写，如果没有也可以手动

填写，填完后点击“提交”链接保存设备信息，之后会重新回到查询页面，如果需要增加多

个设备可以重复上一步骤，也可以对设备信息进行修改和删除。 

e) 增加费用信息： 

在专利中可能需要增加费用信息，可以点击费用信息切换到“费用信息”页签进行增加

相关费用，页面如图 2.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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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增加一个费用信息，点击上图 2.12中的“增加”按钮，可以进入增加费用页面，如果有

相关的费用规则，就可以选择费用规则下拉列表，用途和金额都会带过来，也可以不选费用

规则，直接填写用途和费用金额及其他信息，填完后点击“提交”链接，保存费用信息，如

图 2.13所示： 

 

图 2.13 

f) 增加预警信息： 

在专利中需要添加预警信息，比如交年费之类的提醒，可以点击页面中的“预警信息”

切换到“预警信息”页签，然后点击“增加”按钮增加预警信息，如图 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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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上图中“编号”和“名称”可以不用手填，直接从第一个页签带过来。页面中的期限监

控规则的下拉框（其中的值是在期限监控规则在菜单期限监控管理中的规则管理中增加的），

如果下拉框中没有值，也可以不填写，然后填写必填项数据，点击“提交”链接后保存此预

警信息。 

g)上传附件： 

如果专利中需要用到附件可以将页签切换到“附件”页签，然后在此页面添加附件，在

附件页面可以设置附件的基本属性。附件页面如图 2.15所示： 

 

图 2.15 

上传一个附件可以点击“浏览„”按钮选择要上传的附件；然后可以设置属性值，属性

为“普通”则每个环节的人都可以 删除、修改、下载、查看，如果选择了“只读”的话则除

了附件管理员、和自己之外其他人都只能查看，不能下载、删除、修改；也可以重命名等；

选择完附件后点击“上传附件”按钮即可上传附件。 

当以上操作都已完成，再检查这几个页签的数据有没有填写错误，然后可以点击“提交”

按钮结束申请阶段的填写，点击提交会对表单数据进行验证，如果数据填写的格式错误还有

必填项没有填写都会提示，也可以先不提交，点“暂存”按钮，然后可以在知识产权菜单中

的“草稿箱”看到刚填写的数据，如图 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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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在上图中点击一个链接进入，显示专利新增页面，然后在页面点击“提交”按钮，就可

以完成申请阶段的填写，如果在流程环节中选择了弹出窗口，则点“提交”按钮后会弹出选

择同一角色下的哪个人进行下一步操作，如果设置的不是弹出窗口而是对下一个环节设置了

默认的人员，则会直接将任务发送到默认人员审核。点击“提交”按钮后页面会提示操作成

功，页面显示如图 2.17所示： 

 

图 2.17 

通过以上步骤课题组申请专利环节就全部完成，流程将进入了下一个环节审批，下一个

环节是“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2.1.1.4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将左边菜单的“专利”展开，点“待

处理”子菜单，可以看到待处理的信息。如图 2.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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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如上图查询页面所示，可以看到有待办的记录， 点击一个超链接，可以进入待办页面，

如图 2.19所示： 

 

图 2.19 

如上图 2.19所示，默认展开的是第二个区域的信息，这是当前办理人所要填写信息，当

前办理人也可以点击页面上的其他“加号”，展开其他区域进行查看，对于所知识产权主管部

门，可以对申请的基本信息进行修改，如果要增加其它页签的值可以参考从步骤 2.2.2.3中

的操作，填写完数据后就可以点击“提交”按钮，也可以先点击“暂存”按钮，不过下次进

入修改就应该从“待处理”中进入。 

在已处理子菜单中，可以看到自己已经处理的各个环节，流程每经过本人一次，就会留

下一条记录，如果同一个人操作了一个申请的多个环节就会有多条记录。通常拥有所知识产

权主管部门角色的人员，同一个专利会有多条已处理记录。 

2.1.1.5 主管所领导审批阶段 

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在专利菜单中点击“待处理”子菜单进入待审核

页面，页面显示的是登录用户的待处理信息，进入详细信息页面后，可以看到相应的要填写

的数据项也已展开，如图 2.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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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也可以展开其他信息项查看，但是不能修改，如果确认信息都没错误，填写完成了，可

以点提交，进行下一个环节的审核，也可以点“暂存”按钮先不提交，下次再提交。 

 

注意：再次进入系统后，暂存过的待处理项还是位于待处理子菜单下。这一点与课题组

新建申请环节是有区别的。 

2.1.1.6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填写代理信息 

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在专利菜单下点击“待处理”，进入待

处理查询页面，如图 2.21所示： 

 

图 2.21 

点击一个链接进入页面后填写代理公司的信息，如图 2.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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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代理公司的信息可以手动填写，也可以选择代理公司旁边的“选择”按钮，弹出选择框，

如图 2.23所示： 

 

图 2.23 

可以选择一个代理公司，直接双击单元格列表或者选中单选按钮，然后点“确定”按钮，

数据可以回填，如果代理公司表中有信息，则公司代理人、代理人电话、代理人 EMAIL都可

以带过来，也可以进行修改，只是代理公司案号需要要自己填写，也可以修改“课题组填写”、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两个区域的信息，完成这些操作后就可以点击“提交”按钮，

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2.1.1.7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填写受理信息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在专利的待处理中进入待处理页面，

点击相应的待处理进入页面后，如图 2.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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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在此阶段，将拥有专利号，在申请号旁边有个“预警”按钮，可以增加专利的预警功能，

当然也可以在预警信息页签中增加，如果在这增加，需填写申请日，然后点击“预警”按钮，

将会弹出一个页面，其中的编号、名称、时间节点名称、时间节点其实日期都从页面带入，

可以不填写，然后可以选择一个规则，将时间间隔和提示内容带入，也可以手填。填完信息

后点击保存，会提示成功，如图 2.25所示： 

 

图 2.25 

然后可以把页面关闭，刚刚添加的预警信息就可以在预警页签中看到，在“预警信息”

也可以进行修改和删除操作。 

该环节中按钮信息中比前面几个环节多了个“国知局同步”按钮 ，点击按钮后将会根据

填写的专利号去国科图数据中查找，如果没有相同的数据则会提示“找不到同步的数据！”，

如果有相同的数据将会显示如图 2.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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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点击“同步数据”按钮就是将有了专利号的专利与国知局的数据进行同步，当然，同步

后就覆盖现有的数据，所以需考虑清楚，可以先查看该页面中的信息（即国知局专利数据）

是不是需要同步的，如果确认可以同步，那就可以点击“同步数据”按钮，将页面信息直接

覆盖现有数据，同步成功或失败都会提示，同步数据完之后将同步页面关闭，然后可以在页

面中点击“刷新”按钮进行查询刚更新的数据，如图 2.27所示： 

 

图 2.27 

点击“刷新”后页面数据将会重新加载。也可以再页面上传附件，点击“上传受理通知

书等资料”按钮将弹出上传附件页面，所有的信息项目填好后，就点击提交，进行下一个环

节的操作。 

2.1.1.8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填写初审信息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然后在专利中点击“待处理”菜单

可以看到一个查询页面，如图 2.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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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在列表中点击一个信息进入页面后，如图 2.29 所示： 

 

图 2.29 

填写初审阶段的相关信息，也可以修改前面几个环节的信息，填完信息后直接点提交进

入下一个环节，该环节填写完之后专利状态将会改变为公开。 

2.1.1.9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填写实审信息 

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在专利“待处理”菜单中点击某一个待

处理项进入详细信息页面，如图 2.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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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在该环节有个记录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列表，可以增加多个，点击“增加“按钮，如图 2.31

所示： 

 

图 2.31 

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提交”链接，重新回到专利新增页面，可以在专利基本信息页面

的查询列表中看到刚添加的信息，在这个环节可以对以上的信息修改（除了主管所领导审批

信息外）填完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交由下一环节继续执行。 

2.1.1.10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填写授权信息 

同样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专利的“待处理”子菜单进

入一个查询列表页面，然后点击一个链接进入，如图 2.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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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在页面中会出现一个 EXCEL 表格，其中显示的是专利法律状态的历史记录，状态改变时自动

增加，也可以修改其中的信息，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转至下一环节操作。 

2.1.1.11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填写维持信息 

在专利授权后，如果需要维护专利的维持信息，如年费信息等，同样用拥有所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 系统后点击专利的待处理子菜单进入页面如图 2.33所示： 

 

图 2.33 

在页面中增加基本信息后，就可以点击提交，维持信息中可以增加多个，可以在专利的

生命周期中的所有时间内进行维持信息的记录。点击“增加”按钮增加多个，然后点“暂存”

按钮保存，填完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到下个环节。 

2.1.1.12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填写复审信息 

如果需要维护专利的复审信息，则同样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 系统

后点击专利的“待处理”子菜单进入页面如图 2.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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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将会提示流程完成了，因为是最后一个环节，所以提

示用户专利流程已经完成，点击“确定”，完成该专利流程。 

至此专利的一个完整流程已经全部走完。 

注意： 

1． 主管所领导审批环节可以跳过，操作方法是，课题组提交过来的申请，所知识产权主管

部门审核后，如果不需要主管所领导审批，则不要点击“提交”按钮。而是打开流程前

面的“加号”图标，显示出专利的流程，然后点击主管所领导审批后面的环节。如图 2.35

所示： 

 

图 2.35 

图中绿色为已完成的环节，红色为当前环节，黑色为没有执行的环节。 

2． 如果后面的信息不想在流程中进行维护，也可以直接点击“办结”按钮，将流程结束。

需要维护信息时，进入专利首页的查询页面，查询出相关专利后，选中记录，然后点击

“修改”按钮即可进行信息的维护。 

2.1.2 管理专利信息 

进入专利首页点击左边菜单专利文件夹，进入专利首页页面如图 2.36所示：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28 

 

图 2.36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1.2.1 查询条件部分 

在图 2.36中首先可以点击图中标记处的“加号”图标，将会展开查询条件，其中的每个

值都是可以模糊查询的，可以查询两个日期之间的时间段，填好之后点击“查询”链接，查

询结果中即可显示符合条件的数据，如果需要更精确的查询，可以填写多个查询条件。 

2.1.2.2 按钮信息部分 

专利首页的按钮，其中修改、删除、审核、转化、放弃、分案、同步增加、同步更新、

同步到院等按钮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才拥有，其他角色登录则没有这几个按钮。 

1. 新建：新建一个专利，启动专利申请流程，步骤可参照 2.1.1  

2. 修改：修改一个专利的基本信息，选中专利查询列表中的一个专利的复选框（一次只能

选择修改一个专利），然后点击修改进入在页面中修改数据项后可以点击页面最下面的

“提交”链接，修改数据成功，重新回到查询页面。 

3. 删除：删除专利中的数据，可以批量删除，但是如果所选择的数据，还在流程审批中，

则不能删除,如果是作废的信息记录或者垃圾数据则可以删除 

4. 审核：批量修改专利的中的是否获得审批的值为是。该功能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对进入本

系统的数据进行确认，比如课题组提交的数据，或者通过批量导入提交的数据，是否为

正式的可用于统计的数据。如果选择是，即将纳入统计数据中，如果为否，则不计入统

计。只作为非正式数据。 

5. 转化：批量修改专利中的是否转移转化信息项的值，只有值为是的才可以进行转移转化

操作，转化后的知识产权将进入“可转化的知识产权”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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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弃：对在申请流程中的专利进行放弃操作，但是只能放弃正处于申请审批流程中的专

利，如果该流程已经完成则不能放弃，将会弹出提示“流程已完成，无法放弃”，如果正

处于申请审批流程中则可以放弃，这样将进入放弃流程。注意：放弃流程将在后续章节

2.15中进行具体说明。 

7. 分案：对已经有了申请号的专利进行分案操作，没有申请号则不能分案，如果该专利已

经填写了申请号，则点击分案会启动一个新的专利申请流程，只是讲专利的基本数据都

带入，不需要填写。新建专利步骤可参照步骤 2.1.1。 

8. 同步增加：将国科图专利数据中的专利数据同步到本系统中，只同步本单位的数据，并

且是专利表中没有的数据，在点击确定后，将执行同步操作，这将花费一定的时间，需

要等待，执行完成后会提示相关信息。 

9. 同步更新：是将国科图专利数据中的本单位相关的专利数据与本系统中已有的专利数据

进行比较，如果申请号相同，则进行更新操作，本系统中的已有数据被更新为国科图专

利数据，由于本操作可能会覆盖本系统已维护的专利信息，因此在执行本操作时要确认

是否同步更新，在点击确定后，将执行同步操作，这将花费一定的时间，需要等待，执

行完成后会提示相关信息。 

10. 同步到院：是将专利现有的数据直接发送到院，方便院里查看统计数据，可以选择多条

数据，点击每条记录前面的复选框，然后点击“同步到院”按钮即可。 

11. 下载模板：下载专利数据导入模板，为了能正确的将专利数据导入系统，需要先下载该

模板，然后按照模板的说明在该模板中将需要导入的数据准备好，然后点击导入按钮，

将模板中的数据导入系统中。 

12. 导入：用上一步中下载的专利数据导入模板，填好数据后点击“导入”按钮弹出页面，

然后选择要导入的模板。 

13. 导出：将查询结果导出为一个 EXCEL 文件，可以直接打开，也可以保存到本地文件系统

中。  

2.1.2.3 查询结果部分 

 查询页面中有几个超链接，点击所内编号 和名称进入的页面都一样，只是查看页面，不

能对页面中的数据进行修改，如果想查询专利的相关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附件等信息

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查看”，如果想修改专利的相关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附件等信

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修改”（只有拥有修改权限用户登陆系统才可以看到修改二字），

如图 2.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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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如上图所示，在弹出的页面中可以查看专利相关的人员、课题、设备、费用、预警、附

件信息，如果是从“查看”链接进来的则只可以查看否则可以修改。 

2.2 论文专著 

2.2.1 新建论文 

2.2.1.1 论文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进入论文页面菜单路

径：知识产权管理论文，可以点击论文文件夹前面的“加号”展开论文的子菜单菜单，进

入论文新建页面可以点击论文下面的菜单“新建论文”，或者查询页面的“新建”按钮。论文

首页如图 2.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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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 

2.2.1.2 增加论文信息（课题组申请阶段） 

 
图 2.39 

上图 2.39为论文新建页面。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手填。填写一些基本的必填项，都用红色的星号

标记了。 

2. 中文题名 和 英文题名需要至少填写一个。 

3. 论文包括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著、译著、其他类型，选择不同的类型，页面将

会显示不同的数据项，对于研究室可以添加多个，一般默认有一个登录用户所在的

部门。 

4. 学科方向可以手填，也可以点击学科方向旁边的“选择”按钮，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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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者信息可以增加多个。 

6. 如果要在页面中上传附件，则需要先点“暂存”按钮保存前面填写的信息。 

7.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费用、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参照专利中的

步骤 2.1.1.3。 

8.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后（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这个阶段不需要填写）就可以提交

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批准。 

2.2.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可以点击论文下的子菜单“待处理”，

然后在页面就可以看到提交上来的论文，点击一个超链接后进入，可以看到如图 2.40所示： 

 

图 2.40 

可以修改论文的一些基本信息，如果认为没问题，可以在页面中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区

域下将是否获得审批选择“是”。然后点击“提交”按钮。 

2.2.2 管理论文信息  

进入论文的首页可以点击左边菜单论文文件夹，如图 2.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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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2.2.1 查询条件部分 

在图 2.41 中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查询条件，展开后可以按展开条件中

的项进行查询，填好要过滤的条件后点击查询就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记录，查询可以输入

多个条件查询，其中所有的查询项都是模糊查询，“发表日期”可以根据时间段查询。 

2.2.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2.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解释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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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软件 

2.3.1 新建软件 

2.3.1.1 软件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进入软件页面。菜单：

知识产权管理-->软件，进入软件可以先点击软件前面的“加号”展开软件的一些菜单，如图

2.42所示： 

 

图 2.42 

2.3.1.2 增加软件信息 

进入软件新建页面可以有两种方式，如上图中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2.43所示： 

 

图 2.43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手填。其中必填项都已用红色的星号标记。 

2. 实验室可以手填也可以点击旁边的“选择”按钮进行选择，默认有个值为申请人所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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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 

3. 填完软件申请阶段中的信息时就可以点击“提交”按钮，如果还需要检查，则可以点击

“暂存”按钮。 

4. 上传申请书，需要先暂存基本信息，然后再点击上传申请书按钮。 

5.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

参照专利中相关步骤 2.1.1.3。 

6.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了（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然后就可以提

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7. 在申请阶段需要上传软件申请书附件后才可以提交。 

2.3.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在左边的“软件”菜单中展开菜单，点“待处理”

菜单，可以查看待处理信息，从待处理页面点击一个超链接进入后，可以看到如图 2.44所示： 

 

图 2.44 

上图中展开的项即为需要填写的项，当然也可以对软件申请阶段的信息进行修改，而且

其他几个页签的信息也可以修改。填完信息后在点击“提交”按钮将流程提交给下一个环节

审批，这里为主管所领导审批。 

2.3.1.4 主管所领导审批 

由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也是在软件菜单中点击待处理进入审核页面， 

点击一个超链接进入后，显示如图 2.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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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填写主管所领导审批部分的信息，其他信息都不可以填写，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

按钮将流程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维护。 

2.3.1.5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登记相关信息）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在左边的软件中展开菜单，然后进入待处

理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如图 2.46所示： 

 

图 2.46 

 页面中有个 “国知局数据” 的按钮，意思与专利中的按钮一样，可参照专利 2.2.1.7

的说明，也是与国知局那边数据库中的数据同步，这里的同步是根据 “登记号”来关联，如

果有登记号为您填写的，则可以同步过来，没有则不能同步。填写这个阶段的信息后即可点

击“提交”按钮，提交后软件流程就全部走完。 

2.3.2 管理软件信息  

进入软件首页，对已经申请的软件可以进行维护，可以点击左边菜单中的软件菜单进入

软件查询首页，如图 2.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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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3.2.1 查询条件部分 

进入软件的首页，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查询条件，如上图 2.46 标

注所示，展开后可以按展开条件中的项进行查询，在查询条件中输入查询的内容，可以输入

多个条件一起查询，日期格式的分日期段查询，输入完条件后，点击“查询”超链接，即可

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2.3.2.1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3.2.2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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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2.4.1 新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2.4.1.1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进入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页面。菜单：知识产权管理-->集点布图设计，进入集点布图设计可以先点击集点布图设计前

面的“加号”展开集点布图设计的一些菜单，如图 2.47所示： 

 

图 2.47 

2.4.1.2 集电布图设计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建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所标记的。新建页面如图 2.48所示： 

 

图 2.48 

1. 填写基本信息，国际可以手填，也可以点击“选择”按钮弹出页面进行选择。 

2. 填写完“课题组填写”阶段的信息后，然后再填写其他页签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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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

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1.3。 

4.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后（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就可以提交给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2.4.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在左边的集电布图设计中展开菜单，点“待

处理”，在待处理页面点击链接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如图 2.49所示： 

 

图 2.49 

填写完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的后就可以提交，当然也可以修改课题组填写中的信息，

还有其他页签的值（可参照专利步骤 2.1.1.3），填写完之后点击“提交”按钮，进入下一个

环节，主管所领导审批阶段。 

2.4.1.4 主管所领导审批 

由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也是在菜单“集电布图设计”中点击“待处理”

进入审核页面，如图 2.5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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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0 

展开的是需要填写的相应的数据，也可以展开其他信息，但是不能修改，填写完信息后，

点击“提交”按钮，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阶段。 

2.4.1.5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登记相关信息）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在左边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中展开菜单，然

后进入待处理页面填写相关信息，进入后如图 2.51所示： 

 

图 2.51 

其他信息时闭合的，在此阶段为流程最后一个环节，填写完代理公司信息，登记信息后，

还可以对上面填的数据进行维护，但是主管所领导审批的数据不能修改。代理公司的信息可

以选择，也可以手填，选择其他的信息都会回填。 

在页面上方多了个按钮“国知局数据”意思也和前面专利说到的一样，可参照步骤 2.1.1.7

中的说明，是将国知局的数据覆盖现有数据，但是需要先填写登记号，两者是更具登记号来

关联的。填完信息后这个阶段就可以结束，点击“提交”按钮，即可结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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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管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信息  

进入集成电路布图设计首页对已经申请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可以进行维护，可以点击左

边菜单中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菜单进入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查询首页，如图 2.52所示： 

 

图 2.52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4.2.1 查询条件部分 

可以点击页面上“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展开查询提交进行数据过滤处理，可以填

写多个条件查询，“申请日”、“公告日”可以按时间段查询，“代理机构”可以选择也可以手

填，填写完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的超链接就可以查询出相关数据。 

2.4.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4.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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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植物新品种审定 

2.5.1 新建植物新品种审定 

2.5.1.1 植物新品种审定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进入植物新品种审定页

面。菜单：知识产权管理-->植物新品种审定，进入植物新品种审定可以先点击植物新品种审

定前面的加号展开植物新品种审定的一些菜单，如图 2.53所示： 

 

图 2.53 

2.5.1.2 植物新品种审定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增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所示的标记。 

 

图 2.54 

1. 所内编号不需要手填，系统自动生成。必填项都填好了之后，再填写其他页签的值 

2.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

参照专利步骤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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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了（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然后就可以提

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2.5.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 在左边的植物新品种审定中展开菜单，点

待处理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如图 2.55 所示： 

 

图 2.55 

填写展开区域的信息后，还可以修改，课题组填写阶段的信息和其他页签的信息，填写

完之后点击提交，进入下一个环节，主管所领导审批阶段。 

2.5.1.4 主管所领导审批 

由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也是在植物新品种审定菜单中点击待处理进入

审核页面，如图 2.56所示： 

 

图 2.56 

展开的是需要填写的相应的数据，也可以展开其他信息，但是不能修改，填写完信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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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阶段。 

2.5.1.5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登记相关信息）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 在左边的植物新品种审定中展开菜单，然后

进入待处理页面填写相关信息，进入后如图 2.57所示： 

 

图 2.57 

填写完相关信息后就可以提交，当然前面所填写的信息也可以修改，除了主管所领导审

批的意见外。确认所有的信息符合要求后点击“提交”按钮，结束流程。 

2.5.2 管理植物新品种审定信息  

进入植物新品种审定首页 对已经申请的植物新品种审定可以进行维护，可以点击左边

菜单中的“植物新品种审定”菜单进入植物新品种审定查询首页，如图 2.58所示： 

 

图 2.58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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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1 查询条件部分 

也可以点击页面上查询提交前面的按钮展开“查询条件”进行数据过滤处理，“育成日期”

可以按时间段查询，填写完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超链接就可以查询出相关数据。 

2.5.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5.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2.6 植物新品种保护 

2.6.1 新建植物新品种保护 

2.6.1.1 植物新品种保护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进入植物新品种保护页

面。菜单：知识产权管理-->植物新品种保护，进入植物新品种保护可以先点击“植物新品种

保护”前面的“加号”展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一些菜单，如图 2.59所示： 

 

图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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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 植物新品种保护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增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所示的标记。 

1. 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2.60所示： 

 

图 2.60 

2. 所内编号不需要手填，系统自动生成。必填项都填好了之后，再填写其他页签的值 

3.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

参照专利中步骤 2.1.1.3。 

4.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然后就可以提交

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2.6.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在左边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展开菜单，点

待处理进入待处理页面后点击链接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如图 2.61所示： 

 

图 2.61 

填写展开区域的信息后，还可以修改，课题组填写阶段的信息和其他页签的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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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之后点击“提交”按钮，进入下一个环节，主管所领导审批阶段。 

2.6.1.4 主管所领导审批 

由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也是在植物新品种保护菜单中点击“待处理”

菜单进入待处理查询页面后点击链接进入审核页面，如图 2.62所示： 

 

图 2.62 

默认展开的是需要填写的相应的数据，也可以展开其他信息，但是不能修改，填写完信

息后，点击“提交”按钮，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阶段。 

2.6.1.5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受理阶段信息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 在左边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菜单中展开菜

单，然后进入“待处理”页面填写相关信息，进入页面后，如图 2.63所示： 

 

图 2.63 

填写完相关信息后就可以提交流程，在此环节有个国知局数据的按钮，也是与国知局数

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同步更新。更新的条件是根据申请号来更新，所以要先填写申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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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数据后，将流程提交至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实审阶段填写。 

2.6.1.6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实审阶段信息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 在左边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展开菜单，然后

进入待处理查询页面点击相应链接进入填写相关信息，如图 2.64所示： 

 

图 2.64 

在此阶段除了填写展开的的信息外，还可以修改上面的信息和其他页签的信息（除了主

管所领导审批外），并且可以再页面上传附件。填写完之后提交至下个环节授权阶段填写。 

2.6.1.7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授权阶段信息 

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菜单中展开

子菜单，然后进入“待处理”页面填写相关信息，进入后如图 2.65所示： 

 

图 2.65 

填写完相关信息后就可以提交，当然前面所填写的信息也可以修改，除了主管所领导审

批的意见外。确认所有的信息符合要求后点击“提交”按钮，结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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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管理植物新品种保护信息  

进入植物新品种保护首页对已经申请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可以进行维护，可以点击左边菜

单中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菜单进入植物新品种保护查询首页，如图 2.66所示： 

 

图 2.66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6.2.1 查询条件部分 

也可以点击页面上查询提交前面的按钮展开“查询条件”进行数据过滤处理，“培育日期”、

“公开日”、“申请日”可以按时间段查询，填写完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超链接就可以

查询出相关数据。 

2.6.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6.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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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商标 

2.7.1 新建商标 

2.7.1.1 商标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进入商标页面。菜单：

知识产权管理-->商标，进入商标可以先点击商标前面的加号展开商标的一些菜单，如图 2.67

所示： 

 

图 2.67 

2.7.1.2 商标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增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所示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2.6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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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 

1. 所内编号不需要手填，系统自动生成。必填项都填好了之后，再填写其他页签的值，页

面的中上次附件需要先暂存信息后再上传。 

2.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

参照专利中步骤 2.1.1.3。 

3.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了（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然后就可以提

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2.7.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在左边的商标中展开菜单，点“待处理”

进入待处理查询页面后点击相应的链接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如图 2.68所示： 

 

图 2.68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对上面的信息进行修改，如果同意则直接点击“提交”按钮，如果

不行，可以点击“退回”。点击“提交”按钮后，流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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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管理商标信息 

可以在左边的菜单中点击“商标”菜单，进入商标的首页，如图 2.69所示： 

 
图 2.69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7.2.1 查询条件部分 

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查询条件，展开后可以按展开条件中的

项进行模糊查询，“申请日”可以按照时间段查询，填好要过滤的条件后点击“查询”就可以

查询出符合提交的记录，查询可以选择多个条件查询。 

2.7.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7.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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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域名 

2.8.1 新建域名 

2.8.1.1 域名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域名”菜单进

入域名页面（知识产权管理-->域名），进入域名可以先点击域名前面的“加号”展开域名的

一些菜单，可以先点击“域名”展开域名首页，如图 2.70所示： 

 

图 2.70 

2.8.1.2 域名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增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 2.70所示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2.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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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 

1. 所内编号不需要手填，系统自动生成。也可以在添加域名的同时增加域名主机信息，点

击“增加”按钮即可增加信息，点击页面上的“暂存”按钮或者切换页签可以保存域名

主机信息，可以增加多个。  

2. 必填项都已用红色星号标记，但是在点击“暂存”按钮时不会验证。 

3.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

参照专利步骤 2.1.1.3。 

4.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后（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就可以点击“提

交”按钮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2.8.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在左边菜单中的“域名”中点击

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菜单，点“待处理”菜单，显示一个查询页面，然后点击一个超链

接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如图 2.72所示： 

 

图 2.72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对上面的信息进行修改，如果同意则直接点击“提交”按钮，如果

不同意，可以点击“退回”按钮要求申请人员重新填写或者自己修改。点击点击“提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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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流程结束。 

2.8.2 管理域名信息  

进入域名首页，可以在系统左边的菜单中点击“域名”进入域名的首页，如图 2.73所示： 

 

图 2.73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8.2.1 查询条件部分 

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展开查询条件，展开后可以按展开条件中的项进

行模糊查询，点击“查询”就可以查询数据。 

2.8.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8.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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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技术秘密 

2.9.1 新建技术秘密 

2.9.1.1 技术秘密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技术秘密”

菜单进入技术秘密页面（知识产权管理-->技术秘密），可以点击技术秘密前面的“加号”图

标展开技术秘密的一些菜单，首页如图 2.73所示： 

 
图 2.73 

2.9.1.2 技术秘密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增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 2.73所示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2.7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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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 

1. 所内编号不需要手填，系统自动生成。 

2. 页面中如果 在“和哪种知识产权配合”中选择了“专利”则会显示“专利号”的填写，

不选“专利”则不会显示。  

3. 必填项为用红色星号标注的，在点击“暂存”按钮时不会验证。  

4.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

参照专利中相关步骤 2.1.1.3。 

5.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后（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点击“提交”

按钮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2.9.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系统左边菜单中点击“技术秘密”

菜单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菜单，点“待处理”显示查询待处理页面，然后可以点击一个

链接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如图 2.75所示： 

 

图 2.75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对上面的信息进行修改，填写“是否获得审批”，“是否转移转化”，

如果同意则直接点击“提交”按钮，如果不同意可以点击“退回”按钮重新发给申请人员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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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或者自己进行修改，点击“提交”按钮后，流程结束。 

2.9.2 管理技术秘密信息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进入技术秘密页

面（知识产权管理-->技术秘密），如图 2.76所示： 

 
图 2.76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9.2.1 查询条件部分 

进入查询首页后，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查询条件，展开后可

以按照展开条件中的项进行查询，也可以填写多个条件来关联查询，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页

面中的“查询”链接进行数据过滤。 

2.9.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9.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59 

2.10 标准 

2.10.1 新建标准 

2.10.1.1 标准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知识产权管理”

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知识产权管理菜单，然后再点击“标准”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

标准的子菜单（知识产权管理-->标准），页面如图 2.77所示： 

 
图 2.77 

2.10.1.2 标准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增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所示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2.7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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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8 

1. 所内编号不需要手填，系统自动生成。学科方向和提出部门可以点“选择”按钮选择，

也可以手动直接填写，如果要上传附件，增可以先点击“暂存”按钮保存基本信息，然

后再上传附件。 

2. 必填项都已用红色星号标记，但是在点击“暂存”按钮时不会验证，只有在点击“提交”

按钮或者切换页签时会验证。 

3.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人员、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分别参照专利中相关步骤

2.1.2.3。 

4.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后（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就可以点击“提

交”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2.10.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知识产权系统后，点击系统页面左边的“标

准”菜单前的“加号”图标展开菜单，点“待处理”显示查询页面，然后点击一个链接进入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如图 2.79所示： 

 

图 2.79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对上面的信息进行修改，如果同意选择“是否获得审批”为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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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点击“提交”按钮，如果同意，可以点击“退回”按钮退回到申请人重新修改或者自己修

改。点击“提交”按钮后，流程结束。 

2.10.2 管理标准信息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知识产权管理”

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菜单，然后在同样的方法展开标准菜单（知识产权管理-->标准），

进入标准首页直接点击“标准”就可以，如图 2.80所示： 

 

图 2.80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10.2.1 查询条件部分 

进入标准首页后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展开查询条件，然后填写需要过

滤数据的查询条件，学科方向可以点击“选择”按钮进行选择，日期格式的都可以进行时间

段的查询，最后点击页面的“查询”链接查询相关数据。 

2.10.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10.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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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新药 

2.11.1 新建新药 

2.11.1.1 新药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展开知识产权管理菜

单然后在展开新药菜单（知识产权管理-->新药），展开菜单可以点击相应菜单名称前面的“加

号”图标，可以直接点击“新药”名称，然后在右边页面可以看到新药管理页面首页，如图

2.81所示： 

 

图 2.81 

2.11.1.2 新药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增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所示的标记，新建页面如图 2.8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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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填写，药品注册分类需要先选大类，然后再选小类。

对于合作单位可以增加多个，点击单位名称会弹出另一个页面，选择单位信息，如图 2.83

所示： 

 

图 2.83 

2. 双击选中一个单位后编号和名称都可以回填，直接点页面上面的“暂存”按钮就可以保

存单位信息。 

3. 然后填写其他信息。也可以上传合作协议，但是先要点击“暂存”按钮保存基本信息后

才可以上传。 

4. 临床前研究的内容也可以增加多个，点击页面中的“添加”按钮。  

5. 增加完之后点页面上面的暂存进行保存。也可以上传相关附件。 

6.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参照专利中相

关步骤 2.1.1.3。 

7.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后（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就可以点击“提

交”按钮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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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菜单中先展开“知识产权管理”

菜单，然后在点击“新药”菜单前面的“加号”展开新药菜单，然后再点击“待处理”菜单

进入查询待处理页面，页面显示的都是需要审批的记录，点击一个链接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

部门审核页面，如图 2.84所示： 

 

图 2.84 

填写展开的信息项，也可以修改课题组中的信息，和其他页签的信息。填写完之后，点

击提交，进入下一个环节，主管所领导审批阶段。 

2.11.1.4 主管所领导审批 

使用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从新药菜单中点击“待处理”进入审核页面，

如图 2.85所示： 

 

图 2.85 

展开的是需要填写的相应的数据，也可以展开其他信息，但是不能修改，填写完信息后，

点击“提交”按钮，进入课题组提交临床研究内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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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5 课题组提交临床研究内容 

使用拥有课题组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也是在新药菜单中点击“待处理”进入审核页面，

如图 2.86所示： 

 

图 2.86 

填写一些基本信息，“发布资料”和“新药临床研究阶段”可以填多个，在这个阶段有很

多附件需要上传，可以在页面中点击相应的按钮上传，也可以切换至附件页签进行上传，填

完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2.11.1.6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同样的从左边的菜单新药中展开菜单，

点“待处理”先进入待处理查询页面然后点击一个超链接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

如图 2.87所示： 

 

图 2.87 

除了填写展开的信息外，还可以修改前面审核的信息，及其他页签的信息。检查下看其

他的信息是否合理，然后再点击“提交”按钮，将流程提交到下一个环节进行审核，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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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为主管所领导审批。 

2.11.1.7 主管所领导审批 

使用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也是在新药菜单中点击“待处理”进入审核

页面，如图 2.88所示： 

 

图 2.88 

展开的是需要填写的相应的数据，也可以展开其他信息，但是不能修改，填写完信息后，

点击提交，进入“课题组提交新药证书，生产批文”阶段。 

2.11.1.8 课题组提交新药证书、生产批文 

使用拥有课题组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也是在新药菜单中点击“待处理”进入审核页面，

如图 2.89所示： 

 

图 2.89 

在此阶段也可以修改前面几次填写的信息（除了一些意见之外），同品种申报的其他药剂

可以增加多个。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流程转至下一环节，所知识产权主管部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67 

门维护。 

2.11.1.9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 

使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在左边的新药菜单中展开菜单，点“待

处理”，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如图 2.90 所示： 

 

图 2.90 

这个阶段可以修改前面所所填写的所有的信息，这个环节为流程最后一个环节。填写完

信息后并检查符合要求后点击提交结束流程。 

2.11.2 管理新药信息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新药菜单进入(知

识产权管理-->新药)，进入新药可以先点击新药前面的加号展开新药的一些菜单,进入新药的

首页，如图 2.9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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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11.2.1 查询条件部分 

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展开查询条件，然后可以输入查询的值，可以进

入模糊查询，时间字段都可以进行时间段的查询，输入完之后点击“查询”就可以检索数据， 

2.11.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11.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2.12 咨询报告 

2.12.1 新建咨询报告 

2.12.1.1 咨询报告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进入咨询报告页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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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管理-->咨询报告），点击“咨询报告”即可进入咨询报告查询页面，如图 2.92所示： 

 

图 2.92 

2.12.1.2 咨询报告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增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所示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2.93所示： 

 
图 2.93 

1. 所内编号不需要手填，系统自动生成。学科方向可以点“选择”按钮选择，也可以手动

直接填写。 

2. 必填项都已用红色星号标注，点击“暂存”按钮不会验证，只有在切换页签和点击“提

交”按钮时才会验证。  

3.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

参照专利中相关步骤 2.1.1.3。 

4.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后就可以提交给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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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从左边菜单中展开相应菜单，点

“待处理”进入查询页面，然后点击一个查询结果的链接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

如图 2.94所示： 

 
图 2.94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对页面上的信息进行修改，如果同意则将“是否获得审批”的值选

为是，然后点击“提交”按钮，如果不同意，可以点击“退回”按钮回到申请人那重新填写

或者自己进行修改。点击提交后，流程结束。 

2.12.2 管理咨询报告信息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相应菜单进入咨

询报告页面（知识产权管理-->咨询报告），进入咨询报告的首页，如图 2.9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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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5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12.2.1 查询条件部分 

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展开查询条件，展开后可以按照展开条件中的项进行查询，

如果需要查找更精确，可以输入多个查询条件进行查询，时间格式的可以按照时间段查询，

填写完信息后可以点击页面的“查询”链接进行查询。 

2.12.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12.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2.13 动物新品种 

2.13.1 新建动物新品种 

2.13.1.1 动物新品种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进入动物新品种页面

菜单（知识产权管理-->动物新品种），进入动物新品种可以先点击动物新品种前面的加号展

开动物新品种的一些菜单，首页如图 2.9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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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6 

2.13.1.2 动物新品种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增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所示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2.97所示： 

 

图 2.97 

1. 所内编号不需要手填，系统自动生成 

2. 必填项都已用红色星号标注，年份是下拉列表，默认为当年。 

3.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

参照专利中相关步骤 2.1.1.3。 

4.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后就可以提交给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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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在左边菜单的动物新品种中展开

其子菜单，点“待处理”进入待处理查询页面，点击一个链接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页面，如图 2.98所示： 

 

图 2.98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对上面的信息进行修改，如果同意填写完“是否获得审批”，“是否

转移转化”后点击“提交”按钮，如果不行，可以点击“退回”按钮重新发送给申请人进行

修改后再提交或者自己修改。点击提交后，流程结束。 

2.13.2 管理动物新品种信息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相应菜单进入动

物新品种页面（知识产权管理-->动物新品种），先点击动物新品种前面的加号展开动物新品

种的一些菜单，进入动物新品种的首页，如图 2.9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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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9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13.2.1 查询条件部分 

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查询条件，展开后可以按展开条件中的

项进行查询，查询条件都是模糊查询，也可以数据多个条件进行更精确的查询，输入查询条

件后点击“查询”链接查询数据。 

2.13.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13.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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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其他科研成果 

2.14.1 新建其他科研成果 

2.14.1.1 其他科研成果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进入其他科研成果菜

单（知识产权管理-->其他科研成果），进入其他科研成果可以先点击其他科研成前面的加号

展开其他科研成果的一些子菜单，如图 2.100所示： 

 

图 2.100 

2.14.1.2 其他科研成果新建页面（课题组填写阶段） 

 进入新增页面有两种方式，如上图 2.100所示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2.10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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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1 

1． 所内编号不需要手填，系统自动生成，学科方向可以手填，也可以点击“学科方向”旁

边的“选择”按钮选择。 

2． 必填项都在页面中用红色星号标注，点击“暂存”按钮不验证，切换页签或者点击“提

交”按钮则验证。 

3．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如果还要添加课题、人员、设备、费用、预警、附件等信息的话可以

参照专利中相关步骤 2.1.1.3。 

4． 把所有信息都填好了（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及后面阶段不需要填写），然后就可以提

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2.14.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其他科研成

果”的菜单，点击“待处理”菜单，进入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页面，如图 2.102所示： 

 

图 2.102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对页面上的信息进行修改，如果同意选择完“是否获得审批”后点

击“提交”按钮，如果不同意，可以点击“退回”按钮重新发给申请人修改或者自己修改。

点击提交后，流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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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管理其他科研成果信息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点击相应菜单进入其他科研成果菜单（知识产权管理-->其他科研成

果），进入其他科研成果的首页，如图 2.103所示： 

 

图 2.103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2.14.2.1 查询条件部分 

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查询条件，学科方向可以选择也可以手动填

写，日期格式可以按照时间段查询，填写完查询条件后点击页面的“查询”链接就可以查询

数据。 

2.14.2.2 按钮信息部分 

具体按钮说明可以参照专利中的步骤 2.1.2.2。 

2.14.2.3 查询结果部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专利相关步骤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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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放弃流程 

2.15.1 新建放弃流程 

2.15.1.1 进入需要放弃知识产权页面，比如软件页面 

 

图 2.104 

上图 2.104中，如果需要对一个软件进行放弃可以选择一个软件前面的“复选框”，然后

点击“放弃”按钮，这个软件必须是出于流程审批中，点击确定后，进入到放弃流程页面，

如图 2.105所示： 

 

图 2.105 

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进行下个环节的审核，其中“拟放弃流程名”、“产

出物编号”、“产出物名称”、“当前状态” 可以从前面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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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2 课题组长填写 

使用拥有课题组长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菜单的放弃流程中展开菜单，点“待处理”

进入查询页面然后点击一个链接进入课题组长审核页面，如图 2.106所示： 

 

图 2.106 

填写意见后点击提交，进行下一步环节审核，这里是研究室主任审核。在此阶段不能修

改其他信息，只可以查看。 

2.15.1.3 研究室主任填写 

使用拥有研究室组长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在左边“放弃流程”菜单中展开子菜单，

点“待处理”显示查询待处理页面，然后点击一个链接进入研究室主任审核页面，如图 2.107

所示： 

 

图 2.107 

填写意见后点击提交，进行下一步环节审核，这里是科技处审核。在此阶段不能修改其

他信息，只可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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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4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填写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的菜单中展开“放弃流程”的

子菜单，点“待处理”进入查询待处理页面，然后点击一个链接进入科技处审核页面，如图

2.108所示： 

 

图 2.108 

填写意见后点击提交，进行下一步环节审核，这里是主管所领导审批。在此阶段不能修

改其他信息，只可以查看。 

2.15.1.5 主管所领导填写 

使用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放弃流程”子菜单，

点“待处理”显示需要处理的流程，点击一个链接进入主管所领导审批页面，如图 2.109所

示： 

 

图 2.109 

填写意见后点击提交，结束流程，在此阶段不能修改其他信息，只可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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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 管理放弃流程信息信息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展开放弃流程菜单（知

识产权管理-->放弃流程），进入放弃流程可以先点击放弃流程前面的加号展开放弃流程的一

些菜单，如图 2.110所示： 

 
图 2.110 

放弃流程只有查看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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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果与奖励管理 

成果与奖励管理是科学院对下属研究所进行科研产出和奖项申报进行评审和登记的过

程。主要包括成果鉴定、成果登记、院杰出成就奖评选、国家科技奖评选、中国专利奖评选，

社会和国际奖登记、省部奖登记。  

 

图 3.1 

3.1 成果鉴定 

成果鉴定由研究所填写并报送成果鉴定申请表后，信息进入专业局初评列表，并由系统

自动发送消息给专业局成果管理人员，专业局成果管理人员察看成果鉴定申请表后，如果不

同意鉴定则填写意见后退回研究所。如果同意鉴定则填写意见后报送知识产权处成果管理人

员。信息进入知识产权处评选列表。知识产权处相关人员察看成果鉴定申请表后如果不同意

鉴定则填写意见后退回研究所或专业局。如果同意鉴定则组织成果鉴定(系统外过程)。在成

果鉴定完成后，知识产权处相关人员把成果鉴定情况反馈到系统，并由系统自动发送通知给

相关研究所和专业局。 

3.1.1 新建成果鉴定 

3.1.1.1 成果鉴定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成果鉴定菜单（成

果奖励管理-->成果鉴定），进入成果鉴定可以先点击成果鉴定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成果

鉴定的一些菜单，如图 3.2所示： 

成果与奖励管理 

国家科技奖 院杰出成就奖 中国专利奖 省部级科技奖 成果登记 成果鉴定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83 

 
图 3.2 

3.1.1.2 成果鉴定新建页面 

进入成果鉴定新建页面可以有两种方式，如上图 3.2中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3.3所示： 

 

图 3.3 

3.1.1.3 增加成果鉴定基本信息（课题组申请阶段）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手填。 

2. 必填项都用红色的星号标注，点暂存不会验证是否为空，切换页签或者点击“提交”按

钮则会验证。 

3. 学科方向可以手填也可以点击旁边的“选择”按钮进行选择。 

4. 填完“申请阶段”中的信息时就可以点击“提交”按钮，如果还需要检查，则可以点击

“暂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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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还需要上传附件，可以先点击“暂存”按钮保存信息后再点页面中的上传附件按钮

或者切换至附件页签中增加附件。 

6. 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结束改环节，进入下个环节审核，下个环节为所知识

产权主管部门。 

3.1.1.4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成果鉴定”菜单，

点“待处理”进入一个查询待处理页面，然后点击一个链接进入到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页面，页面如图 3.4所示： 

 

图 3.4 

上图中展开的项即为需要填写的项，当然也可以对成果鉴定申请阶段的信息进行修改，

填完信息后在点击“提交”按钮，将流程提交给下一个环节审批，这里为主管所领导审批。 

3.1.1.5 主管所领导审批 

由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也是在成果鉴定菜单中点击待处理进入审核页

面，如图 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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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填写主管所领导审批部分的信息，其他信息都不可以填写，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

按钮将流程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维护。 

3.1.1.6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提交到院专业局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成果鉴定”子菜

单，然后点“待处理”显示待处理列表，点击一个链接进入页面如图 3.6所示： 

 

图 3.6 

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对以上几个环节填的内容进行核实，审核可以后，可以点击“提交”

按钮，点提交后将会显示如图 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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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可以选择将流程提交到哪个一个专业局，选择一个专业局后点击“确定”按钮。页面将

会提示如图 3.8所示： 

 

图 3.8 

点击“确定”按钮，流程将交换到院，所级前段流程环节完成。 

3.1.1.7 院专业局审核 

使用拥有院专业局的角色登录后（刚选专业局的时候选择的是哪个专业局则用哪个专业

局的角色登录，并且登录的系统将是院级系统），在左边菜单中展开成果鉴定子菜单，点“待

处理”可以看到待办信息，选中一条记录进入页面如图 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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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其中业务局不用填写，直接就是登录用户所在专业局，在此环节只能修改展开的部分，

其他的可以查看，但是不能修改，填完意见之后点击“提交”按钮到下一个环节审核。 

3.1.1.8 院计财局审核 

使用拥有院计财局的角色的用户登录后（登录的系统是院级系统），在左边菜单中展开

“成果鉴定”子菜单，点“待处理”可以看到待办信息，点击一个链接进入后页面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在此环节只能修改展开的部分，其他的可以查看，但是不能修改，填完意见之后点击“提

交”按钮到下一个环节审核，点击“提交”按钮后会有如图 3.11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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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选择所之后点击“确定”按钮后，将流程重新转换至所里面执行。 

3.1.1.9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上传鉴定证书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所级系统），在左边菜单中展开“成

果鉴定”子菜单，点“待处理”中的一个超链接进入页面，在此环节需要上传附件，可以点

击页面中的“上传鉴定证书”按钮或者在附件页签中增加，如图 3.12所示： 

 

图 3.12 

点击“提交”按钮流程将交换到院计财局。 

3.1.1.10 院计财局审核 

使用拥有院计财局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登录的系统是院级系统），在左边菜单中展

开“成果鉴定”子菜单，点“待处理”可以看到待办信息，进入后页面如图 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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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填写证书号之后，再点“提交”按钮，将流程重新回到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维护相

关信息。 

3.1.1.11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信息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成果鉴定”子菜

单，点“待处理”进入查询页面，然后点击一个链接进入，如图 3.14所示： 

 

图 3.14 

最后检查所有环节填写信息，确认无误后，写上备注信息，然后点“提交”按钮，流程

结束。 

3.1.2 管理成果鉴定信息  

进入成果鉴定首页对已经申请的成果鉴定可以进行维护，可以点击左边菜单中的成果鉴

定菜单进入成果鉴定查询首页，进入成果鉴定的首页后，如图 3.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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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3.1.2.1 查询条件部分 

可以点击页面中“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查询条件，展开后可以按展开条

件中的项进行查询，在查询条件中输入查询的内容，可以输入多个条件一起查询，日期格式

的分日期段查询，输入完条件后，点击“查询”超链接，即可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3.1.2.2 按钮信息部分 

1. 新建：申请一个成果鉴定流程， 

2.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的信息（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 

3. 删除：删除该条记录（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只能删除流程全部走

完的，正在运行的流程无法删除） 

4. 导入：导入一个 EXCEL 文件里的数据 

5. 导出：将现有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 模板下载：与导入关联，为了统一模板，在导入时需下载模板后，在将数据放到模板中

再导入。 

3.1.2.3 查询结果部分 

 “所内编号”和“名称”上的链接点击进入的是查询业务表页面，后面的“修改”和“查

看”链接是查询与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如果想查询附件等信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查

看”，如果想修改相关附件等信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修改”（只有拥有修改权限用户登

陆系统才可以看到修改二字） 如图 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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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如上图所示，在弹出的页面中可以查看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信息，如果是从“查看”链

接进来的则只可以查看否则可以修改。 

 

3.2 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院杰出成就奖评选由研究所填写并报送院杰出成就奖申请表（分为个人和集体两种类

型由系统自动实现）后，信息进入专业局初评列表，并由系统自动发送消息给专业局成果管

理人员，专业局成果管理人员查看院杰出成就奖申请表后，如果不同意评选则填写意见后退

回研究所。如果同意评选则填写意见后报送知识产权处成果管理人员。信息进入知识产权处

评选列表。知识产权处相关人员察看院杰出成就奖申请表后如果不同意评选则填写意见后退

回研究所或专业局。如果同意评选则组织院杰出成就奖评选(系统外过程)。在院杰出成就奖

评选完成后，知识产权处相关人员把院杰出成就奖评选和获奖情况反馈到系统，并由系统自

动发送通知给相关研究所和专业局。 

该功能提供各研究所提交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个人）申请的功能。根据业务流程，院杰

出科技成就奖申请提交后需要经专业局和知识产权处审批。 

3.2.1 新建院奖 

3.2.1.1 院奖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相应菜单进入院

奖页面（成果奖励管理-->院奖），进入院奖可以先点击院奖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院奖的

一些菜单，如图 3.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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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3.2.1.2 院奖新建页面（课题组申请阶段） 

 进入院奖新建页面可以有两种方式，如上图中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3.18

所示： 

 
图 3.18 

 上图所示页面为院杰出成就奖的首页页面，在新建时需要先选择一个类型，包括四

种选择方式，可以是个人专家推荐，个人单位推荐，集体专家推荐，集体单位推荐。选择一

种申请方式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进入相应的新增页面，但是四种申请方式进入的页面和

流程都不一样。下图分别为个人专家申请页面和集体专家申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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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图 3.20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手填。填写一些基本的必填项，都用红色的星号标记

了。 

2. 填完“申请阶段”中的信息时就可以点击“提交”，如果还需要检查，则可以点击“暂存”

按钮。 

3. 如果还需要上传附件，可以先点击“暂存”保存信息后再点页面中的按钮，或者切换至

附件页签中增加附件。 

4. 图 3.20为集体专家推荐页面，是集体需要增加该集体下的人员，可以增加多个，也可以

增加多个突出贡献者信息。 

5. 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结束改环节，进入下个环节审核，下个环节为所知识产权主管

部门。 

6.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也可以切换到“院杰出科技成就奖打印”页签进行打印相关信息。 

3.2.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在左边的菜单中展开“院奖”子

菜单，点“待处理”页面的链接进入页面，如图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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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上图中展开的项即为需要填写的项，当然也可以对院奖申请阶段的信息进行修改，填完

信息后在点击“提交”按钮，将流程提交给下一个环节审批，这里为主管所领导审批。 

3.2.1.4 主管所领导审批 

使用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在左边菜单中展开“院奖”菜单中点击“待

处理”进入待处理查询页面，点击一个链接进入后进入审核页面，如图 3.22所示： 

 

图 3.22 

填写主管所领导审批部分的信息，其他信息都不可以填写，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

按钮将流程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维护。 

3.2.1.5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提交到院专业局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院奖”子菜单，

点“待处理”进入查询待处理页面，然后点击一个链接进入后，如图 3.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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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对以上几个环节填的内容进行核实，审核可以后，可以点击“提交”

按钮，点提交后显示如图 3.24所示： 

 

图 3.24 

可以选择将流程提交到哪个一个专业局，选择一个后点击“确定”按钮。页面将会提示

如图 3.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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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点击确定，流程将交换到院，所里面前段流程环节完成。 

3.2.1.6 院专业局审核 

使用拥有院专业局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刚选专业局的时候选择的是哪个专业局则用

哪个专业局的角色登录，并且登录的系统将是院级系统），在左边菜单中展开“院奖”的子

菜单，点“待处理”可以看到待办信息，然后点击进入审核页面，如图 3.26所示： 

 

图 3.26 

其中业务局不用填写，直接就是登录用户所在专业局，在此环节只能修改展开的部分，

其他的可以查看，但是不能修改，填完意见之后点击“提交”按钮到下一个环节计财局审核。 

3.2.1.7 院计财局审核 

用院计财局的角色登录后（登录的系统是院级系统），在左边的院奖中展开菜单，点待处

理可以看到待办信息，进入后页面如图 3.27所示： 

 

图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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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环节只能修改展开的部分，其他的可以查看，但是不能修改，填完意见之后点击“提

交”按钮 ，这时流程重新回到所里的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最后的维护。 

3.2.1.8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信息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在页面左边菜单中展开“院奖”

子菜单，点“待处理”进入待处理查询页面后，点击一个记录进入页面，如图 3.28 所示： 

 

图 3.28 

最后检查所有环节填写信息，确认无误后，填写证书信息，然后点“提交”按钮，流程

结束。 

3.2.2 管理院奖信息  

进入院奖首页对已经申请的院奖可以进行维护，可以点击左边菜单展开“院奖”菜单，

然后可以直接点击“院奖”进入首页，如图 3.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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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3.2.2.1 查询条件部分 

进入院奖的首页，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展开查询条件，如上图标注所

示，展开后可以按展开条件中的项进行查询，在查询条件中输入询的内容，可以输入多个条

件一起查询，输入完条件后，点击“查询”超链接，即可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3.2.2.2 按钮信息部分 

1. 新建：申请一个院奖流程， 

2.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的信息（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 

3. 删除：删除该条记录（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只能删除流程全部走

完  的，正在运行的流程无法删除） 

4. 导入：导入一个 EXCEL 文件里的数据 

5. 导出：将现有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 模板下载：与导入关联，为了统一模板，在导入时需下载模板后，在将数据放到模板中

再导入。 

3.2.2.3 查询结果部分 

 “所内编号”和“名称”上的链接点击进入的是查询业务表页面，后面的“详细信息”

链接是查询与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点击后如图 3.30 所示： 

 
图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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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家科技奖 

国家科技奖评选由研究所填写并报送国家科技奖申请表后，信息进入专业局初评列表，

并由系统自动发送消息给专业局成果管理人员，专业局成果管理人员察看国家科技奖申请表

后，如果不同意评选则填写意见后退回研究所。如果同意评选则填写意见后报送知识产权处

成果管理人员。信息进入知识产权处评选列表。知识产权处相关人员察看国家科技奖申请表

后如果不同意鉴定则填写意见后退回研究所或专业局。如果同意评选则报送科技部进行国家

科技奖评选(系统外过程)。在国家科技奖评选完成后，知识产权处相关人员把国家科技奖获

奖情况反馈到系统，并由系统自动发送通知给相关研究所和专业局。 

该功能提供各研究所提交国家科技奖申请的功能。根据业务流程，国家科技奖申请提交

后需要经专业局和知识产权处审批。 

3.3.1 新建国家奖（院内） 

3.3.1.1 国家奖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相应菜单进入国

家奖页面，菜单：知识产权管理-->国家奖。进入国家奖可以先点击国家奖前面的“加号”图

标展开国家奖的一些菜单，如图 3.31所示： 

 

图 3.31 

3.3.1.2 国家奖新建页面（课题组申请阶段） 

进入国家奖新建页面可以有两种方式，如上图中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将需要选择

一个推荐渠道，如图 3.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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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选择一个推荐渠道比如选择院内。 

3.3.1.3 国家奖新建页面（课题组申请阶段）（院内） 

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3.33所示： 

 

图 3.33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手填。 

2. 必填项都已用红色星号标注，点击“暂存”时不会验证是否填写，切换页签和点击“提

交”按钮时会验证。 

3. 学科分类可以手填也可以点击旁边的“选择”按钮进行选择。 

4. 填完“申请阶段”中的信息时就可以点击“提交”按钮，如果还需要检查，则可以点击

“暂存”按钮。 

5. 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结束改环节，进入下个环节审核，下个环节为所知识

产权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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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国家奖”的

子菜单，点“待处理”进入显示所有待处理页面，选中一个点击链接进入页面，如图 3.34

所示： 

 

图 3.34 

上图中展开的项即为需要填写的项，当然也可以对国家奖申请阶段的信息进行修改，填

完信息后在点击“提交”按钮，将流程提交给下一个环节审批，这里为主管所领导审批。 

3.3.1.5 主管所领导审批 

使用拥有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在页面左边菜单中找到“国家奖”菜单

后展开其子菜单，然后点击“待处理”先进入查询待处理页面，然后点击一条记录进入审核

页面，如图 3.35所示： 

 

图 3.35 

填写主管所领导审批部分的信息，其他信息都不可以修改，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

按钮将流程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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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6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提交到院专业局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国家奖的子菜单，

点“待处理”显示所有待处理信息页面，然后点击需要审核的记录链接进入页面，如图 3.36

所示： 

 

图 3.36 

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对以上几个环节填的内容进行核实，审核可以后，可以点击提交，点

“提交”按钮后显示一个页面，可以选择将流程提交到哪个一个专业局，选择一个后点击确

定。页面将会提示如图 3.37所示： 

 

图 3.37 

点击确定，流程将交换到院，所里面前段流程环节完成。 

3.3.1.7 院专业局审核 

使用拥有院专业局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刚选专业局的时候选择的是哪个专业局则用

哪个专业局的角色登录，并且登录的系统将是院级系统），在左边的国家奖中展开菜单，点

“待处理”可以看到待办信息，选择一条记录进入页面如图 3.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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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 

其中业务局不用填写，直接就是登录用户所在专业局，在此环节只能修改展开的部分，

其他的可以查看，但是不能修改，填完意见之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到下一个环节计财局

审核。 

3.3.1.8 院计财局审核 

使用拥有院计财局的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登录的系统是院级系统），在左边的国家

奖中展开菜单，点“待处理”可以看到待办信息，点击一条待办信息进入后页面如图 3.39

所示： 

 

图 3.39 

在此环节只能修改展开的部分，其他的可以查看，但是不能修改，填完意见之后点击“提

交”按钮 ，这时流程重新回到所里的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最后的维护。 

3.3.1.9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信息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的国家菜单中展开子菜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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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处理”进入查询页面后点击链接进入审核页面，如图 3.40所示： 

 

图 3.40 

最后检查所有环节填写信息，确认无误后，填写证书信息，并上传证书，然后点“提交”

按钮，流程结束。 

3.3.2 新建国家奖（院外） 

3.3.2.1 国家奖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相应菜单进入国

家奖页面，菜单：成果奖励管理-->国家奖，进入国家奖可以先点击国家奖前面的加号展开国

家奖的一些菜单，如图 3.41所示： 

 

图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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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国家奖新建页面（课题组申请阶段） 

进入国家奖新建页面可以有两种方式，如上图中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3.42

所示： 

 

图 3.42 

国家奖推荐渠道包括院内和院外，选择院外。  

3.3.2.3 国家奖新建页面（课题组申请阶段）（院外） 

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3.43所示： 

 

图 3.43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手填。 

2. 必填项都已用红色的星号标记，点击“暂存”按钮不验证，切换页签和点击“提交”按

钮会验证。 

3. 学科分类可以手填也可以点击旁边的“选择”按钮进行选择。 

4. 填完“申请阶段”中的信息时就可以点击“提交”按钮，如果还需要检查，则可以点击

“暂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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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结束改环节，进入下个环节审核，下个环节为所知识

产权主管部门。 

3.3.2.4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国家奖的子菜单，

点“待处理”进入待处理查询页面，然后可以点击页面的链接进入页面，如图 3.44 所示： 

 

图 3.44 

上图中展开的项即为需要填写的项，当然也可以对国家奖申请阶段的信息进行修改，填

完信息后在点击“提交”按钮，将流程提交给下一个环节审批，这里为主管所领导审批。 

3.3.2.5 主管所领导审批 

使用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在页面左边菜单中展开国家奖菜单的子菜单

后点击“待处理”页面，显示所有待处理的信息，点击一个链接进入审核页面，如图 3.45

所示： 

 

图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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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主管所领导审批部分的信息，其他信息都不可以填写，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

按钮将流程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维护。 

3.3.2.6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国家奖”子菜单，

点击“待处理”显示所有待处理的信息，点击一条记录进入后如图 3.46所示： 

 

图 3.46 

最后检查所有环节填写信息，确认无误后，填写证书信息，上传证书，然后点“提交”

按钮，流程结束。 

3.3.3 管理国家奖信息  

进入国家奖首页对已经申请的院奖可以进行维护，可以点击左边菜单中的院奖菜单进入

院奖查询首页，如图 3.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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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3.3.3.1 查询条件部分 

进入院奖的首页，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图标展开查询条件，如上图标

注所示，展开后可以按展开条件中的项进行查询，在查询条件中输入查询的内容，可以输入

多个条件一起查询，输入完条件后，点击“查询”超链接，即可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3.3.3.2 按钮信息部分 

1. 新建：申请一个国家奖流程， 

2.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的信息（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 

3. 删除：删除该条记录（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只能删除流程全部走

完的，正在运行的流程无法删除） 

4. 导入：导入一个 EXCEL 文件里的数据 

5. 导出：将现有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 模板下载：与导入关联，为了统一模板，在导入时需下载模板后，在将数据放到模板中

再导入。 

3.3.3.3 查询结果部分 

 “所内编号”和“名称”上的链接点击进入的是查询业务表页面，后面的“修改”和“查

看”链接是查询与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如果想查询附件等信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查

看”，如果想修改相关附件等信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修改”（只有拥有修改权限用户登

陆系统才可以看到修改二字）。页面如图 3.48 所示： 

 

图 3.48 

如上图所示，在弹出的页面中可以查看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信息，如果是从“查看”链接进

来的则只可以查看否则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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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国专利奖 

3.4.1 新建中国专利奖（科学院） 

3.4.1.1 中国专利奖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相应菜单进入中

国专利奖页面。菜单：成果奖励管理-->中国专利奖，进入中国专利奖可以先点击中国专利奖

前面的加号展开中国专利奖的一些菜单，点击“中国专利奖”后页面如图 3.49 所示： 

 
图 3.49 

3.4.1.2 中国专利奖新建页面（课题组申请阶段） 

进入国家奖新建页面可以有两种方式，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3.5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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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0 

选择一个推荐渠道进入中国专利奖，先选择科学院，点击“确定”按钮后页面如图 3.51

所示： 

 

图 3.51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手填。 

2. 必填项都已用红色的星号标注，点击“暂存”按钮不验证，切换页签和点击“提交”按

钮时验证。 

3. 专利可以点击旁边的“选择”按钮进行选择。 

4. 显示的是已经授权的专利列表，选择一个后，其他相关信息都可以回填到本页面。 

5. 推荐渠道为新建页面带入，不用填写。 

6. 填完申请阶段中的信息时就可以点击“提交”按钮，如果还需要检查，则可以点击“暂

存”按钮。 

7. 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结束改环节，进入下个环节审核，下个环节为所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 

3.4.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的中国专利奖中展开菜单，点

“待处理”菜单显示待处理查询页面，然后点击页面的链接进入页面，如图 3.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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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 

上图中展开的项即为需要填写的项，当然也可以对中国专利奖申请阶段的信息进行修改，

填完信息后在点击“提交”,将流程提交给下一个环节审批，这里为主管所领导审批 

3.4.1.4 主管所领导审批 

使用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也是在中国专利奖菜单中点击“待处理”然

后在待处理查询页面点击链接进入审核页面，如图 3.53所示： 

 

图 3.53 

填写主管所领导审批部分的信息，其他信息都不可以填写，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

按钮将流程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维护。 

3.4.1.5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提交到院计财局审核 

使用拥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在左边的中国专利奖中展开菜单，点

“待处理”可以看到待办信息，点击一个信息进入后页面如图 3.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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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4 

检查完之后点击“提交”按钮，流程将交换到院计财局审核。 

3.4.1.6 院计财局审核 

用院计财局的角色登录后（登录的系统是院级系统），在左边的中国专利奖中展开菜单，

点“待处理”可以看到待办信息，进入后页面如图 3.55所示： 

 

图 3.55 

在此环节只能修改展开的部分，其他的可以查看，但是不能修改，填完意见之后点击“提

交”按钮 ，这时流程重新回到所里的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最后的维护。 

3.4.1.7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信息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在左边的中国专利奖中展开菜单，点“待处理”，

如图 3.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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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6 

最后检查所有环节填写信息，确认无误后，然后点“提交”按钮，流程结束。 

3.4.2 新建中国专利奖（其他单位、两个院士推荐） 

3.4.2.1 中国专利奖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相应的菜单进入

中国专利奖页面，菜单：成果奖励管理-->中国专利奖，进入中国专利奖可以先点击中国专利

奖前面的加号展开中国专利奖的一些菜单，点击“中国专利奖”可以直接打开中国专利奖首

页，如图 3.57所示： 

 
图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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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中国专利奖新建页面（课题组申请阶段） 

进入国家奖新建页面可以有两种方式，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3.58所示： 

 

图 3.58 

选择一个推荐渠道进入中国专利奖，先选择除科学院之外的一个，点击确定后页面如图

3.59所示（选择的是两个院士联合推荐）： 

 

图 3.59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手填。 

2. 必填项，都用红色的星号标记。 

3. 专利可以点击旁边的“选择”按钮进行选择，显示的是已经授权的专利列表，选择一个

后，其他相关信息都可以回填到本页面。 

4. 推荐渠道为新建页面带入，不用填写。 

5. 填完申请阶段中的信息时就可以点击“提交”按钮，如果还需要检查，则可以点击“暂

存”按钮。 

6. 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结束改环节，进入下个环节审核，下个环节为所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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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在左边的中国专利奖中展开菜单，在待处理页面

的链接进入页面，如图 3.60所示： 

 

图 3.60 

上图中展开的项即为需要填写的项，当然也可以对中国专利奖申请阶段的信息进行修改，

填完信息后在点击“提交”，将流程提交给下一个环节审批，这里为主管所领导审批。 

3.4.2.4 主管所领导审批 

由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也是在成果鉴定菜单中点击待处理进入审核页

面，如图 3.61所示： 

 

图 3.61 

填写主管所领导审批 部分的信息，其他信息都不可以填写，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

按钮将流程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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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5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信息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在左边的菜单中展开“中国专利奖”子菜单，点

“待处理”进入查询页面后点击链接进入，如图 3.62 所示： 

 

图 3.62 

最后检查所有环节填写信息，确认无误后，然后点“提交”按钮，流程结束。 

3.4.3 管理中国专利奖信息  

进入中国专利奖首页对已经申请的中国专利奖可以进行维护，可以点击左边菜单中的中

国专利奖菜单进入中国专利奖查询首页，进入院奖的首页，如图 3.63所示： 

 
图 3.63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117 

3.4.3.1 查询条件部分 

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展开查询条件，如上图标注所示，展开后可以按展开条件

中的项进行查询，在查询条件中输入查询的内容，可以输入多个条件一起查询，日期字段可

以根据时间段来查询，输入完条件后，点击“查询”超链接，即可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3.4.3.2 按钮信息部分 

1. 新建：申请一个中国专利奖流程， 

2.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的信息（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 

3. 删除：删除该条记录（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只能删除流程全部走

完的，正在运行的流程无法删除） 

4. 导入：导入一个 EXCEL 文件里的数据 

5. 导出：将现有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 模板下载：与导入关联，为了统一模板，在导入时需下载模板后，在将数据放到模板中

再导入。 

3.4.3.3 查询结果部分 

“所内编号”和“名称”上的链接点击进入的是查询业务表页面，后面的“修改”和“查看”

链接是查询与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如果想查询附件等信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查看”， 

如果想修改相关附件等信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修改”（只有拥有修改权限用户登陆系统

才可以看到修改二字）。 

 

如上图所示，在弹出的页面中可以查看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信息，如果是从“查看”链接进

来的则只可以查看否则可以修改。 

3.5 省部级奖登记 

省部奖登记，主要是由研究所登记本年度获取的省部奖情况。研究所填写省部奖登记表

后，知识产权处相关人员或专业局成果管理人员可查询到各研究所获取省部奖情况，进行核

对和管理。等所 ARP系统上线后也可考虑由资源中心抽取该信息以保证信息的实时性和一致

性。同时避免研究所在同一系统中两次输入的问题。以便更有效的获取数据。 

该功能提供各机构（研究所、专业局等）登记本机构获得的省部级奖项。 

3.5.1 新建省奖 

3.5.1.1 省奖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相应菜单进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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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页面。菜单：成果奖励管理-->省部级奖，进入省部级奖可以先点击省部级奖前面的“加号”

展开省部级奖的一些菜单，直接点击“省奖”显示省奖首页，如图 3.64所示： 

 
图 3.64 

3.5.1.2 省奖新建页面（课题组申请阶段） 

进入省奖新建页面可以有两种方式，如上图中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3.65所示： 

 

图 3.65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手填。 

2. 必填项都已用红色星号标记，点击“暂存”按钮不验证，切换页签和点击“提交”按钮

验证。 

3. 学科分类可以手填也可以点击旁边的“选择”按钮进行选择。 

4. 填完申请阶段中的信息时就可以点击“提交”，如果还需要检查，则可以点击“暂存”按

钮。 

5. 如果还需要上传附件，切换至附件页签中增加附件。 

6. 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结束该环节，进入下个环节审核，下个环节为所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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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核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在左边菜单中展开省奖子菜单，点“待处理”进

入显示所有待处理，点击页面的链接进入页面，如图 3.66所示： 

 

图 3.66 

上图中展开的项即为需要填写的项，当然也可以对省奖申请阶段的信息进行修改，填完

信息后在点击“提交”，将流程提交给下一个环节审批，这里为主管所领导审批。 

3.5.1.4 主管所领导审批 

由拥有主管所领导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在左边菜单中展开“省奖”菜单中的子菜单，

点击“待处理”进入待处理页面，然后点击一个链接进入审核页面，如图 3.67 所示： 

 

图 3.67 

填写主管所领导审批部分的信息，其他信息都不可以填写，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

按钮将流程提交给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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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5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信息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 在左边的省奖中展开菜单，点“待处理”，

进入查询页面后再点击一个链接进入，如图 3.68所示： 

 

图 3.68 

最后检查所有环节填写信息，可以对上面环节填写的信息修改，确认无误后，填写证书

信息，并且上传相关附件，上传附件可以再页面点击按钮上传，也可以切换到附件页签上传，

上传完的附件都可以再附件页签中看到。然后点“提交”按钮，流程结束。 

3.5.2 管理省奖信息  

进入省奖首页对已经申请的省奖可以进行维护，可以点击左边菜单中的省奖菜单进入省

奖查询首页，如图 3.69所示： 

 

图 3.69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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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1 查询条件部分 

进入省奖的首页，可以点击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展开查询条件，如上图标注所示，展开

后可以按展开条件中的项进行查询， 在查询条件中输入查询的内容，可以输入多个条件一起

查询，输入完条件后，点击“提交”超链接，即可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3.5.2.2 按钮信息部分 

1. 新建：申请一个省奖流程， 

2.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的信息（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 

3. 删除：删除该条记录（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只能删除流程全部走

完的，正在运行的流程无法删除） 

4. 导入：导入一个 EXCEL 文件里的数据 

5. 导出：将现有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 模板下载：与导入关联，为了统一模板，在导入时需下载模板后，在将数据放到模板中

再导入。 

3.5.2.3 查询结果部分 

“所内编号”和“名称”上的链接点击进入的是查询业务表页面，后面的“修改”和“查看”

链接是查询与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如果想查询附件等信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查看”，

如果想修改相关附件等信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修改”（只有拥有修改权限用户登陆系统

才可以看到修改二字）。 

 

如上图所示，在弹出的页面中可以查看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信息，如果是从“查看”链接进

来的则只可以查看否则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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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新建其他奖项 

3.5.3.1 其他奖项首页 

进入知识产权系统后在页面左边有知识产权系统的所有功能菜单，点击相应菜单进入其

他奖项页面。菜单：成果奖励管理-->其他奖项，进入其他奖项可以先点击其他奖项前面的“加

号”展开其他奖项的一些菜单，直接点击“其他奖项”进入首页，如图 3.70所示： 

 
图 3.70 

3.5.3.2 其他奖项新建页面（课题组申请阶段） 

进入其他奖项新建页面可以有两种方式，如上图中的标记。进入新建页面后，如图 3.71

所示： 

 

图 3.71 

1. 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手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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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填项都已用红色星号标注。 

3. 学科分类可以手填也可以点击旁边的“选择“按钮进行选择 

4. 填完申请阶段中的信息时就可以点击“提交“按钮，如果还需要检查，则可以点击“暂

存”按钮。 

5. 如果还需要上传附件，切换至附件页签中增加附件。 

6. 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结束改环节，进入下个环节审核，下个环节为所知识

产权主管部门。 

3.5.3.3 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维护 

用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角色登录后，同样的在左边的其他奖项奖中展开菜单，点“待

处理”，如图 3.72所示： 

 

图 3.72 

最后检查所有环节填写信息，可以对上面环节填写的信息修改，确认无误后，然后点提

交，流程结束。 

3.5.4 管理其他奖项信息  

进入其他奖项首页对已经申请的其他奖项可以进行维护，可以点击左边菜单中的其他奖

项菜单进入其他奖项查询首页，进入其他奖项的首页，如图 3.7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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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3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3.5.4.1 查询条件部分 

在查询条件中输入查询的内容，可以输入多个条件一起查询，输入完条件后，点击“提

交”超链接，即可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3.5.4.2 按钮信息部分 

1. 新建：申请一个其他奖项流程， 

2.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的信息（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 

3. 删除：删除该条记录（只有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录才可以看到，只能删除流程全部走

完的，正在运行的流程无法删除） 

4. 审核：将选中的 其他奖项 的审核状态改为已审核状态 

5. 导入：导入一个 EXCEL 文件里的数据 

6. 导出：将现有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7. 模板下载：与导入关联，为了统一模板，在导入时需下载模板后，在将数据放到模板中

再导入。 

3.5.4.3 查询结果部分 

 “所内编号”和“名称”上的链接点击进入的是查询业务表页面，后面的“修改”和“查

看”链接是查询与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如果想查询附件等信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查

看”，如果想修改相关附件等信息可以点击查询页面中的“修改”（只有拥有修改权限用户登

陆系统才可以看到修改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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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在弹出的页面中可以查看所选数据相关的附件信息，如果是从“查看”链接进

来的则只可以查看否则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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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转移转化管理 

主要包括可转化的成果，成果立项管理，成果转化管理等。 

4.1 可转化知识产权 

 显示的都是可以转化的知识产权 

4.1.1 转化知识产权  

4.1.1.1 可转化知识产权首页 

登录后可以看到知识产权的菜单，然后在左边展开转移转化管理菜单，再点击“可转知

识产权”，如图 4.1所示： 

 

图 4.1 

如上图中，可以看到一个列表，显示的都是可以转化的知识产权，然后可以选中要转化

的知识产权（选择列表中的复选框），然后点击“成果立项（打包）” 按钮，点“确定”按钮

后页面将转至成果立项页面，如图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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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可以看见如上图所示，包含的知识产权里面已经有数据了，就是刚选择的知识产权，然

后还可以再增加其他的知识产权。 （剩下的操作可以参照成果立项管理中的步骤 3.8.1） 

4.2 成果立项管理 

 对知识产权进行转化打包处理 

4.2.1 新建成果立项 

4.2.1.1 成果立项首页 

 

图 4.3 

进入成果立项页面如上图所示的标记，进入页面后，可以点击页面中的“增加”按钮，

如上图标记，点击后进入的页面如图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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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1. 其中所内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填写，然后填写页面中用红色星号标记的必填项，

填完后，可以看到在页面的最下面有个列表，如上图标记所示，在这里就选择要转化

的知识产权。 

2. 如果要新增包含的知识产权，需要先将成果立项的基本信息增加完之后点击页面上面的

“暂存“，然后才可以增加包含的知识产权。  

3. 保存完成果立项基本信息后，就可以增加包含的知识产权了，点击图 4.4中的“增加”

按钮 

4. 在新增页面先选择一个类型，然后在点名称旁边的选择按钮，显示该类型的知识产权，

如图 4.5所示： 

 

图 4.5 

选择类型，然后点击“选择”按钮，然后选择一个知识产权，双击或者点击确定后即可。

授权号也可以从列表中带过来。选完后，点击页面的“提交”链接，就可以保持信息，

也可以添加多个，再点击“添加”按钮即可。 

5. 填写完页面中的信息后，点击页面中的“提交”链接，这样就新建完了一个成果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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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查询操作页面 

首页如图 4.6所示： 

 

图 4.6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4.2.2.1 查询条件部分 

在查询页面，如果要找到自己想查询的数据，可以点击“查询条件”旁边的“加号”图

标，展开查询条件，然后数据要过滤的条件，这里的查询条件都是模糊查询，也可以根据时

间段来查询 

4.2.2.2 按钮信息部分 

1. 增加：增加一个成果立项。 

2.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的信息。 

3. 删除：删除该条记录 

4. 导入：导入一个 EXCEL 文件里的数据 

5. 导出：将现有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 模板下载：与导入关联，为了统一模板，在导入时需下载模板后，在将数据放到模板中

再导入。 

4.2.2.3 查询结果部分 

 “所内编号”和“名称”上的链接点击进入的选中信息的修改页面，“查询合同”可以查

看该成果立项下的所有合同，如图 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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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在该页面可以增加相应的合同，点击“增加“ 按钮弹出如图 4.7所示页面： 

 

图 4.7 

“成果立项名称“ 、”转化联系人姓名“、”转化联系人电话“、”转化联系人 EMAIL

“、”转化成果摘要“、”关键词“ 信息都可以带过来。后续操作将在下面的新建成果转化管

理中讲述，步骤参照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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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成果转化管理 

4.3.1 新建成果转化  

 

图 4.8 

1. 进入成果立项页面如上图所示的标记，进入页面后，可以点击页面中的“增加”按钮，

如上图标记，点击后进入的页面如图 4.9所示： 

 

图 4.9 

2. 可以选择一个成果立项，点击“选择”按钮，选择一个成果立项后，双击或点击单选按

钮然后点“确定”按钮，选择一条记录。“成果立项名称“ 、”转化联系人姓名“、”转

化联系人电话“、”转化联系人 EMAIL“、”转化成果摘要“、”关键词“ 信息都可以带

过来。然后再填写合作单位信息和到位经费信息，可以填写多条数据。 

3. 填完基本信息后点页面上的“暂存”按钮（合同涉及的知识产权先不填写），点“暂存”

后会提示成功或失败信息。 

4. 然后再添加“合同涉及的知识产权”信息，点击页面中列表的“添加”按钮，如图 4.10

所示页面：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132 

 

图 4.10 

5. 选择类型，然后再选择一个名称，授权号可以不用填，会根据名称自动带入，再选择转

化类型。填完后点击“提交“保存这条信息。（名称中列出的都是在页面中选好的成果立

项下的，并且一个知识产权，在一个成果转化合同中只能增加一次）。增加完这些信息后

点击”提交“链接，页面重新回到成果转化增加页面。 

4.3.2 查询页面  

首页如图 4.11所示： 

 

图 4.11 

查询页面由三部分组成：查询条件，操作按钮，查询结果。 

4.3.2.1 查询条件部分 

在查询页面，如果要找到自己想查询的数据，可以点击“查询条件”旁边的“加号”图

标，展开查询条件，然后数据要过滤的条件，输入查询条件之后，点击“查询”链接，查询

结果页面显示符合条件的数据（这里的查询条件都是模糊查询），也可以根据时间段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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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按钮信息部分 

1. 增加：增加一个成果立项。 

2.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的信息 

3. 删除：删除该条记录 

4. 导入：导入一个 EXCEL 文件里的数据 

5. 导出：将现有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 模板下载：与导入关联，为了统一模板，在导入时需下载模板后，在将数据放到模板中

再导入。 

4.3.2.3 查询结果部分 

 所内编号和名称上的链接点击进入的选中信息的修改页面，附件 可以查看合同相关的附

件，也可以上传附件，点击“附件”链接弹出页面，如图 4.12 所示： 

 

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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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合作单位管理 

主要实现对所内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涉及到的合作单位如代理事务所，科研单位，合作

厂商，医院，公司等的相关信息进行管理，便于研究所本身对该类信息进行利用和管理评估

等。 

合作单位管理主要包括：代理事务所，科研单位，合作厂商，医院，公司。 

5.1 合作单位管理 

5.1.1 新增合作单位 

如果需要增加合作单位，可以进入合作单位页面，如图 5.1所示： 

 

图 5.1 

点击“增加”按钮增加合作单位信息，进入增加页面后如图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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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填写完基本信息后可以点击“提交”链接保持合作单位信息，页面中用红色星号标注了

需要填写的数据。 

5.1.2 按钮信息部分 

1. 增加：增加一个合作单位。 

2.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的信息 

3. 删除：删除该条记录 

4. 导入：导入一个 EXCEL 文件里的数据 

5. 导出：将现有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 模板下载：与导入关联，为了统一模板，在导入时需下载模板后，在将数据放到模板中

再导入。 

5.1.3 查询结果部分 

 点击合作单位信息链接，进入该合作单位参与过的合作信息。如图 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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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5.2 合作单位合作信息 

显示的是知识产权中用到的合作单位的信息，点击进入首页，如图 5.4所示： 

 

图 5.4 

对于页面的几个链接，点击产出物编码，进入查看修改页面；“附件”链接则是关于单位

的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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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期限监控管理 

期限监控管理包括各类知识产权各种期限的监控，到期预警等功能。比如专利申请的公

开日到期预警，专利有效期到期提醒，提实审期限截止提醒等。 

灵活高效的规则设置：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设置规则，按照该规则执行。 

 用户可对自己的事务设定提醒时间期限； 

功能完善的提醒处理： 

 系统根据用户设定的条件，对待办事务、时间期限等进行自动提醒； 

 系统自动将要到期限的任务通知承办人和负责人； 

 方式多样性：系统消息，手机短信，EMAIL 等。 

 

图 6.1 

6.1 规则管理 

主要是添加知识产权中的预警规则信息，进入页面如图 6.2所示： 

期限监控管理 

规则管理 预警管理 

按照预设规则执行预警和通知。

方式有短信，邮件，系统消息。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预设规则。 

手动设定期限提醒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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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点击“增加“，增加预警规则，进入增加页面，如图 6.3所示： 

 

图 6.3 

填写期限监控的类型，然后时间间隔可以以月、日、年为单位，填写完必填项后，点击提交

保存信息。保存进入查询页面，在查询页面可以对其进行修改和删除操作。 

6.2 预警管理 

查询知识产权中增加的所有预警信息，查询页面如图 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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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其中关联了具体的知识产权，预警可以通过系统提示、手机短信、EMAIL 等方式来提示。

在页面可以对选中的数据进行修改和删除，点击“修改”按钮，在修改页面编号和名称都不

能修改，其余的可以，如图 6.5所示页面： 

 

图 6.5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140 

第七章 费用管理 

费用管理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申请，维护所产生的各种应缴纳费用，员工绩效奖励等进行

管理。根据国家及单位相关规定预设规则进行管理。比如专利申请费，实审费，年费。专利

授权后单位奖励，转化后的分成等。 

7.1 费用规则管理 

点击费用规则菜单进入费用规则查询页面，如图 7.1所示： 

 

图 7.1 

点击“增加“按钮，进入新增页面，如图 7.2所示： 

 

图 7.2 

填写必填项之后点击“提交”，就可以保存基本信息，提交后页面重新返回到查询页面，

在该页面可以对费用规则进行，增、删、改等操作操作，也可以对数据进行“导入”和“导

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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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费用管理 

查看知识产权中增加的所有的费用信息，一般是在 “费用信息“ 页签中增加的信息。

在这里只是查看。如图 7.3 所示： 

 

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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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检索与统计管理 

检索与统计包括对各类知识产权进行查询检索，统计分析等。可以对系统内本所数据进

行查询，同时也可以对全院公开数据进行查询，甚至对当前科学院可以取得的全世界范围内

的知识产权数据进行查询统计。 

通过成果管理模块可以形成科学院统一的成果库，查询分析模块主要提供对成果产出情

况进行综合查询和分析。在查询和分析模块可对一项具体成果进行细节查询，也可对成果产

出情况进行宏观的统计分析。 

8.1 知识产权附件文档查询 

展开知识产权菜单中的检索统计管理菜单，点击“知识产权附件查询”，页面显示的是知

识产权管理系统中上传的所有附件。还可以点开查询条件前面的加号，展开内容丰富的查询

条件：文件名，关联的知识产权，上传阶段，文件说明，上传人等，可以使我们非常方便的

维护和检索附件文档。 

附件中有个属性，值列表为 “普通”、“只读” 

 普通：则可以删除、修改、查看、下载； 

 只读：只可以查询（除自己和附件管理员外）。 

也可以展开查询条件，进行查询具体的某些记录。如图 8.1所示： 

 

图 8.1 

点击文件名称弹出如上图所示的页面，可以保持点击的附件。 

8.2 国科图专利查询 

展开检索统计菜单进入查询页面，如图 8.2所示，该页面查询的是国科图数据库中专利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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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这里的数据只能查看，还可以通过页面上的 “导出”按钮导出数据，也可以通过点击“导

入”按钮导入数据（需要先点击下载模板，用系统中的模板增加数据）。 

也可以展开查询条件，进行查询具体的某些记录，查询提交都是模糊查询，可以如果需

要精确查询数据可以填写多个查询条件，日期格式支持时间段查询，如图 8.3所示： 

 

图 8.3 

点击相应的专利名称链接可以进入查询详细信息页面，点击后如图 8.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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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8.3 国科图软件查询 

展开检索统计菜单进入查询页面，如图 8.5所示，该页面查询的是国科图数据库中软件

的数据 

 

图 8.5 

这里的数据只能查看，还可以通过页面上的 “导出”按钮导出数据，也可以通过“导入”

按钮导入数据（需要先点击下载模板，用系统中的模板增加数据）。 

也可以展开查询条件，进行查询具体的某些记录。如上图 8.5所示，点击相应的软件名

称链接进入详细信息查看页面。如图 8.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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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8.4 国科图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查询 

展开检索统计菜单进入查询页面，如图 8.7所示，该页面查询的是国科图数据库中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的数据 

 

图 8.7 

这里的数据只能查看，还可以通过页面上的 “导出”按钮导出数据，也可以通过“导入”

按钮导入数据，也可以展开查询条件，进行查询具体的某些记录，页面的“集点布图名称”

的链接点击后进入详细信息的查看页面。如图 8.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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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8.5 国科图植物新品种查询 

展开检索统计菜单进入查询页面，如图 8.9所示，该页面查询的是国科图数据库中植物

新品种的数据 

 

图 8.9 

这里的数据只能查看，还可以通过页面上的“导出”按钮导出数据，也可以通过“导入 ”

按钮导入数据。也可以展开查询条件，进行查询具体的某些记录。页面中的品种名称链接点

击后进入详细信息页面，如图 8.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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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8.6 专利数量统计 

展开检索统计菜单进入查询页面，如图 8.11所示，该页面查询的是历年专利各种类型的

申请量数据。 

 

图 8.11 

也可以点击页面的“打印”按钮，导出一个 EXCEL 文件。 

8.7 产出物刊物类别分布 

展开检索统计菜单进入查询页面，如图 8.12所示，该页面查询的是产出物刊物类别分布

（查询的是论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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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可以按部门进行过滤，如果要打印报表的话，可以点击页面的“打印” 按钮。 

8.8 产出物按类型分布 

展开检索统计菜单进入查询页面，如图 8.13所示，该页面查询的是产出物按类型分布（查

询的是知识产权所有类型的总数）数据。 

 

图 8.13 

可以按“年份”和“所属部门”进行查询，如果要打印也可以点击页面的“打印”按钮。 

8.9 产出物学科方向分布 

首页没有数据，如果要查看打印数据的换可以选择一个部门，然后点击“打印”按钮，

如图 8.14所示：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149 

 

图 8.14 

点击“打印”按钮后可以看到如图 8.15所示： 

 

图 8.15 

8.10 产出物年份分布 

展开检索统计菜单进入查询页面，如图 8.16所示，该页面查询的是产出物年份分布（查

询的是每年知识产权所的总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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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6 

也可以输入查询的部门来查询，如果要打印，可以点击页面的“打印”按钮进行打印，

打印后如图 8.17所示： 

 

图 8.17 

8.11 课题产出物信息统计 

展开检索统计菜单进入查询页面，如图所示，该页面查询的是课题产出物信息统计数据。

如图 8.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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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8 

可以输入查询条件进行过滤查询，然后点击“打印”按钮，可以打印报表，点击打印后，

如图 8.19所示： 

 

图 8.19 

8.12 部门产出物信息统计 

展开检索统计菜单进入查询页面，如图所示，该页面查询的是部门产出物信息统计数据。

如图 8.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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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 

可以输入查询条件进行过滤查询，然后点击“打印”按钮，可以打印报表，点击“打印”

按钮后，如图 8.21所示： 

 

图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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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系统设置 

 

图 9.1 

主要是对一些业务字典的操作，还有就是可以同步数据的操作。 

9.1 知识产权模板管理 

主要是知识产权中用到的模板，比如专利申请材料等附件的模板，可以有院发送，也可

以由附件管理员增加相应的附件模板，页面如图 9.2 所示： 

 

图 9.2 

可以增加也可以修改，但如果附件是由院直接发送的，则无法删除，点击“增加”按钮

系统设置 

敏捷页面

查询 

流程管理 敏捷

Excle配

置 

导入导出

配置 

角色管理 知识产权模

板管理 

敏捷查询

配置 

按钮权限 业务字典 本地执行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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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如图 9.3所示： 

 

图 9.3 

9.2 ERP 产出物数据同步导入 

页面如图 9.4所示： 

 

图 9.4 

点击增加一个信息，填写完基本信息后点击提交，保存了信息。重新回到查询页面。 

按钮信息说明： 

增加：增加一个数据操作信息。 

修改：修改选中的数据。 

删除：删除选中的数据。 

执行 SQL：执行数据中填写的 SQL 语句。 

清除：清除执行结果和时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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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业务字典查询维护 

如图 9.5 所示： 

 

图 9.5 

在编码输入框中输入 “IP”，然后点击查询，即可查询出所有知识产权使用的代码表。

也可以根据名称关键字进行查询，比如在名称输入框中输入“专利”，然后点击查询，即可查

询出专利相关的代码表。 

 

 

9.4 角色权限管理 

1. 角色管理 

 
图 9.6 

页面说明： 

 如图 9.6 为角色管理页面，从图所示的菜单中进入页面后显示所有角色列表。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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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增加一个角色，点击完图标后将在列表的最下面显示一行，输入相关的信息后点击“ ”

图标即可保存新增角色。 

 如果要删除一个角色，可以先选中该角色所在行，然后点击“ ”图标，最后再点击“ ”

图标即可保存删除后的信息。 

 修改一个角色信息可以直接在点击相应的角色所在行，但是角色编号不可编辑，修改完

值后需要点击“ ”图标保存修改后的角色信息。 

 页面中的“ ”图标为重置按钮，点击后会将修改后却未保存的数据初始化。 

2. 角色用户 

 
 图 9.7 

页面说明： 

如图 9.7 需要给角色下增加相应的人员，可以点击相应角色下所在行的“编辑”按钮，在右边

的“用户信息”页签可以看到该角色下的用户，可以点击“增加”按钮给所选角色增加人员，

点击“增加”按钮后显示如图 9.8 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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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选择上图中相应的人员后点击“增加”按钮即可给所选角色添加人员。也可以删除人员和对

角色下的人员进行排序。 

3.  角色菜单 

 

页面说明： 

 如图点击需要配置角色所在行的“编辑”按钮在“菜单权限”页签中可以看见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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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9 

所有菜单，点击需要显示的每个菜单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再点击“保存”按钮，即可保存角

色菜单。如果不显示该菜单，可以取消复选框的选中。 

 

4.  角色机构权限 

 

图 9.10 

页面说明： 

如图 9.10 可以给每个角色配置所在的机构，主要用于多 OU 环境中，上图中，左边文本框为

该角色所属机构，右边为所有机构，可以选中右边的机构然后点击“选择”按钮即可给该角

色配置机构，点击“全选”按钮则是将所有的机构添加到改角色下。点击“删除”按钮是取

消角色的机构，点击“全删”按钮是删除该角色下所有的机构。最后需要点击“保存”按钮，

保存上述操作的信息。 

5.  角色按钮权限 

 
 图 9.11 

页面说明： 

如图 9.11 可以给每个角色配置拥有的按钮权限，上图中，左边文本框为该角色，右边为所有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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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图标增加一个按钮，点击完图标后将在列表的最下面显示一行，输入相关的信息

后点击“ ”图标即可保存新增按钮。 

如果要删除一个按钮，可以先选中该按钮所在行，然后点击“ ”图标，最后再点击“ ”

图标即可保存删除后的信息。 

修改一个按钮信息可以直接在点击相应的按钮所在行，修改完值后需要点击“ ”图标保存

修改后的按钮信息。 

9.5 流程管理 

 
图 9.12 

页面说明： 

如图 9.12 所示：进入流程管理页面可以对拥有流程模块中的流程进行管理，查询条件驶

入相应的查询信息点击“查询”,按钮包括添加,修改,删除,查看角色,机构,复制等,在查询结果

标题链接可以查看详细信息,在操作,环节里可以查看流程里的环节一个或多个(以上操作只有

拥有相应角色权限的用户才可以拥有相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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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 

 

如图 9.13,链接流程流程管理页面的操作环节之后,显示页面的所有环节,可以对环节操作

包括添加,修改,删除,排序,参与者,机构,有效期,提示信息. 

 

9.6 按钮权限管理 

 

图 9.14 

页面说明： 

如图 9.14 可以添加按钮权限，对按钮选择相应的模块类型,角色名称,按钮名称以及是否显示如

图中，  

点击“ ”图标增加一个按钮，点击完图标后将在列表的最下面显示一行，输入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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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点击“ ”图标即可保存新增按钮。 

如果要删除一个按钮，可以先选中该按钮所在行，然后点击“ ”图标，最后再点击“ ”

图标即可保存删除后的信息。 

修改一个按钮信息可以直接在点击相应的按钮所在行，修改完值后需要点击“ ”图标保存

修改后的按钮信息。 

 

9.7 敏捷页面配置 

 

图 9.15 

页面说明： 

如图 9.15 所示：进入敏捷页面配置管理可以对敏捷页面管理，查询条件相应的查询信息

点击“查询”,按钮包括添加,修改,删除,排序生成等(以上操作只有拥有相应角色权限的用户才

可以拥有相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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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敏捷查询配置 

 
图 9.16 

页面说明： 

如图 9.16 所示：进入敏捷查询页面配置管理可以对敏捷查询页面管理，查询条件相应的

查询信息点击“查询”,按钮包括添加,修改,删除,排序生成等(以上操作只有拥有相应角色权限

的用户才可以拥有相应的操作). 

 

9.9 敏捷 Excel 配置 

 

图 9.17 

页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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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9.17 所示：进入敏捷 Excle 配置页面可以对敏捷 Excle 配置页面管理，查询条件相应

的查询信息点击“查询”,按钮包括添加,修改,删除,排序生成等(以上操作只有拥有相应角色权

限的用户才可以拥有相应的操作). 

 

 

9.10  导入导出配置 

 

1.导入导出配置查询页面 

 

图 1 

页面说明： 

 点击相应菜单进入导入导出配置页面后，展开查询条件，输入相应的数据项过滤数据。

在查询结果页面有“修改模板”（如果没有新建模板此处只显示新建模板链接），“删除”链接，

每个导入导出配置都需要新建一个模板用来对数据进行录入， “删除”即可删除新建后的模

板。 

 增加：增加导入导出配置信息； 

 修改：修改导入导出配置信息； 

 删除：删除导入导出配置信息； 

 导入 Excel 更新：导入数据，需要选择一个 EXCEL 文件进行导入； 

 Excel 导出实例：将查询出的结果数据导出为一个 EXCEL 文件。 

2.增加导入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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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页面说明： 

 点击查询页面中的“增加”按钮即可进入如上图所示页面（上图只显示上半部分导入配

置，下半部分为导出配置）。 

数据项说明： 

1) ID：导入导出配置的主键 ID，必须唯一。 

2) 名称：导入导出配置名称。 

3) 起始行：对应新建的 EXCEL 模板（模板在查询页面点击新建模板链接进行新建）

的起始行，下标从 1 开始，如果对应多个工作表可以用“;”隔开，例如导入 3 个工

作表并且都是从第三行开始导入数据，可以写成 3;3;3。 

4) 导入主键字段：填写导入表的主键名称，如果导入多个表则可以在每个主键名称之

间加上“;”。 

5) 起始列：对应新建的 EXCEL 模板（模板在查询页面点击新建模板链接进行新建）

的起始列，下标从 1 开始，如果对应多个工作表可以用“;”隔开，例如导入 3 个工

作表并且都是从第二列开始导入数据，可以写成 2;2;2。 

6) 主键字段所在列：导入数据时主键所在的列，填写 0 时为新增数据，模板中可以不

填写，大于 0 时为更新，如果是多个工作表可以用“;”隔开。 

7)  是否插入日志：默认为否，如果选择是则插入数据时出现的操作信息可以在日记表

中查看。 

8) Sheet 数量：导入的 sheet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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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业务模块：选择属于哪个系统。 

10) 实体（表）名：对应数据库中表的名称，如果多个表可以用“;”隔开。 

11) 导入字段集：需要导入的数据项，可以点击旁边的“选择”按钮将数据项自动带入，

如果模板中是从第二列开始则在每个表字段最前面都要加上“,”。如下图所示： 

 

图 3 

 

页面说明： 

 如果为单个表则点击“选择”按钮后弹出如上图所示页面，其中页面中有两个列表，左

边为选择好的字段，右边为没有选择的。  

 选择：选中右边相应的字段后即可将数据项选择到为需要导入的数据； 

 全选：可以把所有字段选择； 

 删除：将选择好的字段去除； 

 全删：删除全部的预导入字段； 

 上移：对选好的预导入字段进行排序，选中具体字段点击即可往上移一位； 

 下移：对选好的预导入字段进行排序，选中具体字段点击即可往下移一位； 

 确定：保存选择后的预导入字段； 

 关闭：关闭当前页面。 

 如果导入的是多个表则点击“选择”按钮后弹出的先是如下图所示页面，再是上图所示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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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页面说明： 

 页面中显示的表名是在配置页面中配置的实体（表）名字段，选择一个要操作的表后点

击“确定”按钮后即可进入图 3 所示页面。 

12) 导入判断空值字段：与后面的处理方式联合使用，即如果在导入过程中遇到此处配

置的字段为空时会有相应的操作，处理方式有“忽略空值行”、“回滚并终止”、“提

交后终止”三种。 

13) 导入字段类型：与导入字段集一样点击“选择”按钮后一起从选择页面带入，如果

导入数据的模板是从第二列开始导入数据则每个表字段最前面都要加上“,”。 

14) 业务字典字段：数据库中需要显示业务字典的字段，如果是多表的则每个表字段之

间用“;”隔开。 

15) 对于业务字典 ID：每个字段对应的业务字典的 ID，需与业务字典字段对应，如果

是多个表则用“;”隔开。 

 

3.增加导出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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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页面说明： 

 图 5 为配置导出的信息项，与导入是一个页面，填写完导入后可以配置相应的导出信息，

也可以重新新建一条配置记录。 

数据项说明： 

1) 导出文件名：导出 EXCEL 后的文件名称。 

2) 导出 sheet 的名称：对应每个工作表的名称，如果多个表则用“;”隔开。 

3) 导出 where 条件：导出数据的过滤条件。（不支持多个表） 

4) 导出字段集：填写需要导出的字段名称，可以复制导入中的字段集。 

5) 导出字段显示名：导出为 excel 文件时工作表显示的列名，如果配置了模板则可以

不用填写，配置了模板则以模板为标准。（不支持多个表） 

6) 导出处理字段：填写要导出后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的字段，比如日期格式，多个用

“,”隔开。（不支持多个表） 

7) 导出处理方式：对导出的字段作何处理，比如日期格式可以写成 date(yyyy-MM-dd);，

多个用“;”隔开。（不支持多个表） 

填写完以上数据后点击“提交”保存导入导出配置信息数据。 

4.导入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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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页面说明： 

 选择要导入数据的配置信息后点击“导入 Excel 更新”按钮弹出选择文件路径页面点击

“确定”后将可导入数据，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6 

页面说明： 

 点击“将临时表数据导入（并清除临时表）”按钮即可将数据导入到相应表中；点击

“拷贝导入结果到剪贴板”按钮可以复制导入显示的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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