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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部分适用于被驳回的专利申请复审的办理。 

二、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被驳回的专利申请复审 

子项名称：无 

审批类别：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编码：33004 

三、办理依据 

《专利法》第四十一条，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

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复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复

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四、受理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五、作出决定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六、请求复审条件 

请求复审的案件应具备下列条件： 

1．对驳回决定不服的，专利申请人可以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局提出复审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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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可以提出复审请求，被驳回申

请的申请人属于共同申请人的，复审请求人应是全部申请人； 

3.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可以在收到专利局作出的驳回

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复审请求，请求人因不可抗拒的事

由或其他正当理由而延误上述法律期限的，可以根据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六条请求恢复权利。 

七、复审请求材料 

复审请求人拟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提交复审请

求纸件文件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复审请求人应当提交复审请求书原件(一份)，说明

理由，必要时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据，并提交证据原件(一份)；

请 求 人 可 以 登 录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政 府 网 站

（www.cnipa.gov.cn）下载复审请求书标准表格。复审请求

人当庭提交中间文件或有关证据时，需提交一式两份，其中

一份为原件，另一份为复印件。 

2．复审请求书应当符合规定的格式，不符合规定格式

的，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应当通知复审请求人在指定期

限内补正。 

3．复审请求人在复审程序中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且委

托书中写明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复审程序有关事务的，应当

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提交复审程序授权委托书原件

(一份)。请求人可以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

（www.cnipa.gov.cn）下载复审程序授权委托书标准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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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审请求人在复审程序中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且委

托权限仅限于办理复审程序有关事务的，其委托手续或者解

除、辞去委托的手续应当在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办理。 

复审请求人也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提交复审请求文件，复

审请求人需要登录专利复审和无效宣告电子请求系统，按照

要求填写复审请求书，说明理由，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扫描

件(一份)。复审请求人在复审程序中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且

委托书中写明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复审程序有关事务的，应

当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提交复审程序授权委托书扫

描件(一份)。 

八、复审请求提交方式 

1、邮寄方式 

    请求人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提交复审请求文件，邮寄的

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邮编 100088。 

2、面交 

 请求人可以到专利局受理大厅提交复审请求文件,专利

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大厅设

有复审无效业务窗口，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大厅。 

3、电子提交 

请求人可以登录中国专利电子申请系统，使用复审无

效电子请求模块提交复审请求文件。 

九、专利申请复审手续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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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续办理 

1、提交复审请求书缴纳复审费 

复审请求人在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提交复审

请求书，并在此期限内缴纳复审费，复审费可以减缴。复审

请求人未在上述期限内提交复审请求文件，符合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六条有关规定的，可以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请求恢

复权利。 

复审请求人在提出复审请求时可以修改专利申请文件，

但是修改应当仅限于消除驳回决定所指出的缺陷。 

复审费的缴纳方式： 

（1）邮局汇付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号（100088） 

客户商户号：110000860 

收款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收费处 

（2）银行汇付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知春路支行 

银行帐号：7111 7101 8260 0166 032 

专利收费户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3）网上缴费 

电子申请注册用户可以登录中国专利电子申请网

（cponline.cnipa.gov.cn）缴费。 

2、复审请求受理通知书 

复审请求经形式审查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

指南有关规定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向请求人发出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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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 

3、复审请求补正通知书 

复审请求经形式审查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

查指南有关规定需要补正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向请求

人发出补正通知书。请求人应当在收到补正通知书之日起的

指定期限内补正。 

4、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复审请求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向请求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1）请求人未在补正通知书指定期限内补正； 

（2）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但经两次补正后仍存在

同样缺陷； 

（3）请求人在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复审

请求，但在此期限内未缴纳或者未缴足复审费； 

（4）请求人具备情形（3）所列情况，并且未提出恢复

权利请求或者提出的恢复权利请求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六条或者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有关请求恢复权利的规定。 

5、复审请求不予受理通知书 

复审请求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局向请求人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1）请求人不是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 

（2）请求人未针对专利局所作出的驳回决定提出复审

请求； 

（3）请求人未在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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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请求； 

（4）请求人具备情形（3）所列情况，并且未提出恢复

权利请求或者提出的恢复权利请求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六条或者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有关请求恢复权利的规定； 

（5）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

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作为请求人未按规定委托专利代理

机构； 

（6）复审请求所涉及的专利申请尚未被驳回。 

（二）复审程序的终止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复审程序终止； 

1.复审请求因期满未答复而被视为撤回； 

2.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作出复审决定前，请求人撤

回其复审请求； 

3.已受理的复审请求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而被驳回请求； 

4．复审决定作出后请求人不服该复审决定，在规定的

期限内未起诉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维持该复审决定。 

（三）复审程序的优先审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复审案件，可以请求优先审查： 

1.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国家重点发

展产业； 

2.涉及各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重点鼓励的产业； 

3.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且技术或者产品

更新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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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复审请求人已经做好实施准备或者已经开始实施，或

者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其发明创造； 

5.就相同主题首次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又向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提出申请的该中国首次申请； 

6.其他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优

先审查。 

对专利复审案件提出优先审查请求，应当经全体复审请

求人同意；请求优先审查的专利复审案件应当采用电子申请

方式。 

当事人提出专利复审案件优先审查请求的，应当提交优

先审查请求书和相关证明文件；除在实质审查或者初步审查

程序中已经进行优先审查的专利复审案件外，优先审查请求

书应当由国务院相关部门或者省级知识产权局签署推荐意

见。 

可以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www.cnipa.gov.cn）

下载复审、无效宣告程序优先审查请求书。 

十、复审费收费依据与标准  

收费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国

家知识产权局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7〕270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停征

免征和调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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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费发明专利1000元，实用新型专利300元，外观设

计专利300元。复审费可以减缴，减缴比例：请求人为个人

或者单位的，减缴85％；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单位

为共同请求人的，减缴70％。 

减缴复审费的请求可以与专利申请同时提出，也可以在

相关收费缴纳期限届满日两个半月之前提出，未按上述规定

提交减缴请求的，不予减缴。 

十一、审查结果 

复审请求审查决定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1） 复审请求不成立，维持驳回决定。 

（2） 复审请求成立，撤销驳回决定。 

（3） 专利申请文件经复审请求人修改，克服了驳回决

定所指出的缺陷，在修改文本的基础上撤销驳回

决定。 

十二、结果送达 

专利局通过邮寄的方式将通知和决定送达复审请求人，

通知和决定被退回的无法再次邮寄的，专利局在专利公报上

通过公告的方式通知请求人。自公告之日起满一个月，通知

和决定视为已经送达。 

十三、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请求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

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 

请求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作出的有关专利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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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十四、咨询途径 

（一）电话咨询：（010）62356655 

（二）信函咨询： 

咨询部门名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

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6 号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邮政编码：100088 

十五、投诉渠道 

（一）电话投诉: （010）62083357 

（二）网上投诉: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审 查 业 务 评 议 平 台

(http://scywts.cnipa.gov.cn) 

（三）信函投诉： 

投诉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信访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6 号国家知识产权局

信访室  

邮政编码：100088 

十六、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北京市昌平

区朱辛庄中路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办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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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 8:00 至 17:00。 

（三）乘车路线：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位于北五环

和北六环之间，西侧紧邻京藏高速、南侧是七北路城市主干

道，距离蓟门桥约 20 公里，距离东侧的轻轨昌平线和地铁 8

号线的换乘站（朱辛庄站）约 2.3 公里。 

十七、公开查询 

请求人可以登录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

（http://cpquery.cnipa.gov.cn）进行相关审查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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