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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华  大  学  科  技  处 
西华科字〔2022〕001 号 

 

关于印发《西华大学专利快速预审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 

各单位： 

《西华大学专利快速预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经科技

处与科技园审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华大学科学技术与人文社科处（军民融合处） 

2022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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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大学专利快速预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为规范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工作,更好地促进学校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装备制造相关学科及其产业化发展,提高专利申

报质量,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特制

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申请快速预审的专利领域应属于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产业（移动通信、互联网、光通信、云计

算、物联网、广播电视网、数字家庭、移动终端、可穿戴技

术、卫星移动通信、导航终端、广播电视网终端、网络与信

息安全硬件和软件及集成电路、高端计算机制造、高端电子

装备和仪器制造、基础电子元器件及器材制造、微电子技术

等，详见附件 1）。 

第二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均可申请快速

预审。 

第三条  申请快速预审的专利权人应为“西华大学”或

“西华大学”作为专利权人之一；学生申请快速预审需由指

导老师作为第二发明人或提供指导老师书面意见。                                                                                                                                                                                                                                                                                                                                                                                                                                                                                                                                                                                                                                                                                                                                                                                                                                                                                                                                                                                                                                                                                                                                                                                                                                                                                                                                                                                                                                                                                                                                                                       

第四条  学校作为专利快速预审服务申请主体,中国（四

川）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对学校每月预审受理量有限定,每年

依据学校上一年度提交专利申请件数进行一次变动调整。 

第五条  专利申请快速预审,申请人需填写《西华大学

专利快速预审申请审批表》（见附件 2）,经所在学院负责人

审查并签字、盖学院公章后报西华大学科技园初审。 

第六条  申请通过学校办理快速预审的专利，需由科技



- 3 - 
 

园负责审查专利是否符合快审领域以及专利质量，科技园按

照当月可受理数量上限，在 5 个工作日内汇总拟上报申请，

报科学技术与人文社科处（军民融合处）（简称科技处）审批，

鉴于每月快速申请有严格的限额指标，具体按以下优先级处

理： 

（一）优先考虑已经有转移转化专利的第一发明人,但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优先考虑发明专利,其次是实用新型专利,最后是

外观设计专利。 

（三）根据科技园接收有效申请的时间顺序，优先安排

先提出申请的专利。 

（四）优先考虑上个月提交但未履行,仍需快速预审的专

利。 

第七条  通过学校通道进行快速预审的专利，应当在预

审结果确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预审结果提交学校科技园备

案。 

第八条  下列各项专利申请不得通过快速审查通道进行

办理： 

（一）按照专利合作条约（PCT）提出的专利国际申请。 

（二）国际申请（PCT）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专利申请。 

（三）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同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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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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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案申请和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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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预审中出现两次未通过，或未返回备案信息则半

年内再次提交申请。 

第九条  通过代理机构办理快速预审的专利,应明确告

知代理机构仅本专利进行快速预审,不可将其代理的其他未

经过科技园审核的专利进行快速预审,否则今后将不再授权

给该代理机构进行快速预审；代理机构代办专利，若连续两

次未通过预审将 6 个月内暂停该代理机构办理快审业务。 

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均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执行；若本实施细则中任何一条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有冲

突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1：《中国（四川）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发明、实用

新型专利分类号清单》 

附件 2：《西华大学专利快速预审申请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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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四川）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备案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分类号清单 

IPC 分类号（78 个） 

分类号 类名 

G01B 
长度、厚度或类似线性尺寸的计量；角度的计量；面积的计量；不规则的

表面或轮廓的计量 

G01C 
测量距离、水准或者方位；勘测；导航；陀螺仪；摄影测量学或视频测量

学 

G01D 
非专用于特定变量的测量；不包含在其他单独小类中的测量两个或多个变

量的装置；计费设备；未列入其他类目的测量或测试 

G01F 容积、流量、质量流量或液位的测量；按容积进行测量 

G01J 
红外光、可见光、紫外光的强度、速度、光谱成分，偏振、相位或脉冲特

性的测量；比色法；辐射高温测定法 

G01K 温度测量；热量测量；未列入其他类目的热敏元件 

G01L 测量力、应力、转矩、功、机械功率、机械效率或流体压力 

G01M 
机器或结构部件的静或动平衡的测试；其他类目中不包括的结构部件或设

备的测试 

G01N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 

G01P 
线速度或角速度、加速度、减速度或冲击的测量；运动的存在、不存在或

方向的指示 

G01R 测量电变量；测量磁变量 

G01S 
无线电定向；无线电导航；采用无线电波测距或测速；采用无线电波的反

射或再辐射的定位或存在检测；采用其他波的类似装置 

G02B 光学元件、系统或仪器 

G02F 

用于控制光的强度、颜色、相位、偏振或方向的器件或装置，例如转换、

选通、调制或解调，上述器件或装置的光学操作是通过改变器件或装置的介质

的光学性质来修改的；用于上述操作的技术或工艺；变频；非线性光学；光学

逻辑元件；光学模拟/数字转换器 

G03B 
摄影、放映或观看用的装置或设备；利用了光波以外其他波的类似技术的

装置或设备；以及有关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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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3F 
图纹面的照相制版工艺，例如，印刷工艺、半导体器件的加工工艺；其所

用材料；其所用原版；其所用专用设备 

G04G 电子计时器 

G05B 
一般的控制或调节系统；这种系统的功能单元；用于这种系统或单元的监

视或测试装置 

G05D 非电变量的控制或调节系统 

G05F 调节电变量或磁变量的系统 

G06F 电数字数据处理 

G06K 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 

G06N 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 

G06Q 

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

方法；其他类目不包含的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

的的处理系统或方法 

G06T 一般的图像数据处理或产生 

G07B 
售票设备；车费计；用于在一个或多个管理点收车费、通行费或入场费的

装置或设备；签发设备 

G07C 
时间登记器或出勤登记器；登记或指示机器的运行；产生随机数；投票或

彩票设备；未列入其他类目的核算装置、系统或设备 

G07F 投币式设备或类似设备 

G08B 信号装置或呼叫装置；指令发信装置；报警装置 

G08C 测量值、控制信号或类似信号的传输系统 

G08G 交通控制系统 

G09B 
教育或演示用具；用于教学或与盲人、聋人或哑人通信的用具；模型；天

象仪；地球仪；地图；图表 

G09F 显示；广告；标记；标签或铭牌；印鉴 

G09G 对用静态方法显示可变信息的指示装置进行控制的装置或电路 

G10L 语音分析或合成；语音识别；音频分析或处理 

G11B 基于记录载体和换能器之间的相对运动而实现的信息存储 

G11C 静态存储器 

G16H 
医疗保健信息学，即专门用于处置或处理医疗或健康数据的信息和通信技

术 

H01B 电缆；导体；绝缘体；导电、绝缘或介电材料的选择 

H01C 电阻器 

H01F 磁体；电感；变压器；磁性材料的选择 



- 7 - 
 

H01G 
电容器；电解型的电容器、整流器、检波器、开关器件、光敏器件或热敏

器件 

H01H 电开关；继电器；选择器；紧急保护装置 

H01J 放电管或放电灯 

H01L 半导体器件；其他类目中不包括的电固体器件 

H01M 用于直接转变化学能为电能的方法或装置，例如电池组 

H01P 波导；谐振器、传输线或其他波导型器件 

H01Q 天线 

H01R 导电连接；一组相互绝缘的电连接元件的结构组合；连接装置；集电器 

H01S 利用受激发射的器件 

H02B 

供电或配电用的配电盘、变电站或开关装置（电基本元件，它们的组件，

包括在外壳里或基件上的安装架，或在其上盖的安装架见这些元件的小类，例

如变压器入 H01F，开关、熔断器入 H01H，线路连接器入 H01R；供电或配电电线

电缆的安装，或光电组合电缆或电线的安装，或其他供电或配) 

H02G 电缆或电线的安装，或光电组合电缆或电线的安装 

H02H 紧急保护电路装置 

H02J 供电或配电的电路装置或系统；电能存储系统 

H02K 其他类目不包含的电机 

H02M 

用于交流和交流之间、交流和直流之间、或直流和直流之间的转换以及用

于与电源或类似的供电系统一起使用的设备；直流或交流输入功率至浪涌输出

功率的转换；以及它们的控制或调节 

H02N 其他类目不包含的电机 

H02P 
电动机、发电机或机电变换器的控制或调节；控制变压器、电抗器或扼流

圈 

H03B 
使用工作于非开关状态的有源元件电路，直接或经频率变换产生振荡；由

这样的电路产生噪声 

H03D 由一个载频到另一载频对调制进行解调或变换 

H03F 阻抗网络，例如谐振电路；谐振器 

H03G 放大的控制 

H03H 阻抗网络，例如谐振电路；谐振器 

H03K 脉冲技术 

H03L 电子振荡器或脉冲发生器的自动控制、起振、同步或稳定 

H03M 一般编码、译码或代码转换 

H04B 传输 

H04H 广播通信 

H04J 多路复用通信 

H04K 保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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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4L 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信 

H04M 电话通信 

H04N 图像通信，如电视 

H04Q 电缆；导体；绝缘体；导电、绝缘或介电材料的选择 

H04R 扬声器、传声器、唱机拾音器或其他声—机电传感器；助听器；扩音系统 

H04W 无线通信网络 

H05B 电热；其他类目不包含的电照明 

H05K 印刷电路；电设备的外壳或结构零部件；电气元件组件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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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西华大学专利快速预审申请审批表 

申请编号（科技园填写）：                        日期：   年   月   日 

专利名称  分类号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成果来源 £纵向项目 £横向项目 £自费项目 

申请途径 £委托代理机构                  £自行提交申请 

 

 

 

委托代理信息 

代理机构名称 
 

代理机构代码 
 

代理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学院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园初审意见 科技处审批意见 

 

 

 

 

审查人签字: 

年  月  日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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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大学科学技术与 

人文社科处（军民融合处） 
2022 年 5 月 18 日印 

校对：官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