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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CH-001-2020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起草。 

本标准为首次制订。本标准由杭州市科技合作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智管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市科技合作促进会、上海奇摩洲创物联网科技有限

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何碧珩、陶嫣、卓彩霞、柴韵佳、饶军民。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发邮件给归口单位杭州市

科技合作促进会，以便修订时参考，邮箱：irobotinfo@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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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年费期限监管服务流程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专利代理机构对专利年费的监管服务的流程、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专利年费监管的服务。 

2  术语 

2.1   

专利代理机构 patent agency 

专利代理机构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能够对专利事务进行代理和服务的机构。 

2.2 

专利代理师 patent agent 

专利代理师是取得一定资格，代理他人进行专利申请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人。专利代理师应具备

一定的条件，经考核批准，由国家专利主管部门发给执业证书。 

2.3 

专利年费 patent annual fee 

专利年费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了维持专利权的有效性，按年向国家专利主管部门缴纳的一定

数额的费用。 

2.4 

专利年费期限 term of patent annual fee  

专利年费期限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专利主管部门缴纳专利年费的时间，根据我国现行专

利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专利年费期限与专利申请日有关。 

2.5 

专利流程 patent process 

专利流程是指跟专利有关的程序性事务。 

2.6 

专利流程人员 patent process personnel 

专利流程人员通常是指在专利代理机构中负责专利程序性事务的工作人员。 

2.7 

专利期限监管服务 patent term supervision service 

专利期限监管服务通常是指专利代理机构对所代理的专利的相关期限进行监控和管理的服务，专利

期限监管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专利答复期限的监管、专利费用期限的监管，专利期限监管服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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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年费滞纳金 late fee for patent annual fee 

专利年费滞纳金是指由于未按时缴纳年费（除授权当年的年费）或者缴纳数额不足的，可在一定时

间内补缴专利年费的同时缴纳的超出专利年费本身数额的费用，允许通过补缴专利年费和专利年费滞纳

金来维持专利有效性的时间称为专利年费滞纳金期。 

2.9   

专利终止 patent termination 

专利终止是指专利权法律效力的消灭。 

因未按规定缴纳专利年费而终止的专利，可在专利年费滞纳金期满后的一定时间内请求恢复权利。 

2.10 

专利恢复费 patent recovery fee 

专利恢复费是指在根据专利法及相关规定，专利权人在请求恢复权利时应当向国家专利行政部门缴

纳的费用。 

3  服务人员 

3.1  概述 

专利年费监管的服务人员通常由专利代理机构指派专利流程人员进行。 

3.2  基本要求 

a)  年满十八周岁，身体健康； 

b)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熟悉包括但不限于 WORD、EXCEL等基本办公软件操作； 

c） 具有良好的理解能力、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 

d)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 

3.3  服务技能 

a)  掌握专利流程的基本常识； 

b)  熟练掌握专利年费的数量、期限和缴费流程； 

c)  熟练掌握专利年费监管系统的使用方法； 

d)  及时进行专利年费的通知、缴纳和反馈。 

4  服务内容 

4.1  专利年费监管的对象 

专利年费监管的对象是由专利持有人或相关利害人在专利代理机构办理了专利年费监管服务手续

的专利，专利代理机构需为服务对象建立档案，并对档案进行加密保存，由指定的专利流程人员进行管

理。 

4.2  专利年费的缴费时间 

专利年费的缴费时间是指国家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为了维持专利的有效性，所规定的必须缴

纳当年专利年费的指定时间，年费监管服务必须明确每个被监管的有效专利的每年的缴费时间，并明确

记录。 

4.3  专利年费的缴费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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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年费的缴费数额是指国家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为了维持专利的有效性，所规定的必须缴

纳专利年费的金额，我国专利年费的单位为人民币，按年收取，专利年费监管服务必须明确每个被监管

的有效专利的每年的缴费数额，并明确记录。 

4.4  专利年费的缴费提醒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在一定的时间内将当年的缴费时间和缴费数额通过提醒的方式通知给专利持有

人，明确记录提醒的具体方式和内容，并根据提醒通知的反馈进行后续工作。 

4.5  专利年费的缴费方式 

专利代理机构在收到专利持有人的专利年费后，需尽快根据专利年费监管服务手续为专利持有人代

缴年费，代缴年费应当符合国家专利行政主管部门的对费用缴纳方式的要求，专利年费的缴纳必须通过

指定的方式，缴费至指定账户，且必须注明专利号和缴费内容。 

4.6  专利年费的缴费反馈 

专利代理机构在代缴年费后应当及时向专利持有人做出反馈，反馈的内容可包括费用缴纳时间和下

次费用缴纳预告。 

5  服务方式 

5.1  概述 

专利代理机构需安排指定的专利流程人员进行专利年费监管服务。 

5.2  监管档案 

专利流程人员应当为每个被监管的专利建立年费监管档案（参见附录 A），年费监管档案应至少包

括以下信息： 

a)  专利号； 

b)  专利名称； 

c)  专利申请日； 

d)  专利类型； 

e)  客户名称（专利持有人或监管委托人）； 

f)  联系人； 

g)  联系地址及邮编； 

h)  电话或手机； 

i)  电子邮箱； 

j)  专利年份； 

k)  年费金额； 

l)  提醒时间和次数； 

m)  缴费时间； 

n)  结案情况。 

5.3  提醒内容 

专利流程人员应当在一定时间内向专利持有人进行缴纳专利年费的提醒，提醒可以专利年费通知函

的形式进行通知（参见附录 B），提醒内容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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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专利号； 

b)  专利名称； 

c)  专利年份； 

d)  年费金额； 

e)  缴费时间； 

f)  缴费账户； 

g)  放弃缴费的结果； 

h)  放弃缴费的手续。 

5.4  提醒方式 

5.4.1  电子邮件方式 

专利流程人员可根据监管档案中的电子邮箱信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专利持有人进行专利年费的

提醒通知，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提醒通知时，需确认电子邮件未退回。 

5.4.2  电话或短信方式 

专利流程人员可根据监管档案中的电话或手机信息，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向专利持有人进行专利年

费的提醒通知，在通过电话方式进行提醒通知时，应将电话时间和电话内容记录在册，在通过短信方式

进行提醒通知时，应提醒对方回复。 

5.4.3  纸件方式 

专利流程人员可根据监管档案中的联系人、联系地址及邮编信息，通过纸件方式（信件方式）向专

利持有人进行专利年费的提醒通知，信件方式包括平邮方式、EMS方式、普通快递方式、当面递送方式，

其中优先选择通过邮局的方式（平邮方式或 EMS方式）。 

5.4.4  方式选择 

专利流程人员应当采用上述方式中的至少一种，向专利持有人进行提醒，如未收到回复或者通知未

能发出，则应选择另一种方式至少再通知一次。 

5.5  提醒时间 

5.5.1  首次提醒 

专利流程人员应当至少在缴费日期前一个月进行第一次专利年费提醒，询问是否续费，并将提醒时

间记录在年费监管档案中，对于专利持有人放弃续费的，应当在年费监管档案中进行标记且不再进行二

次提醒、三次提醒和内部确认。 

5.5.2  二次提醒 

在首次提醒后的 2周内，专利流程人员应当核实在首次提醒中确认续费的专利年费是否已经缴纳，

如果缴纳，将缴纳时间记录在监管档案中，并标注不再提醒；如未缴纳，进行二次提醒，并将提醒时间

记录在年费监管档案中。 

5.5.3  三次提醒 

在缴费日期到期前的 5个工作日内，专利流程人员应当再次核实在首次提醒中确认续费的专利年费

是否已经缴纳，如果缴纳，将缴纳时间记录在监管档案中，并标注不再提醒；如未缴纳，进行三次提醒，

并将提醒时间记录在年费监管档案中。 

5.5.4  内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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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次提醒后仍未缴费且专利持有人未在三次提醒中表示放弃续费的，专利流程人员可根据实际需

要通知本案的专利代理师，专利代理师在收到通知后应协助专利流程人员与专利持有人沟通，对于确认

无法续费的，应当在年费监管档案中进行标记。 

5.6  滞纳金提醒 

专利流程人员应在收到国家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发出的有关专利滞纳金的通知后，对专利持有人未表

示放弃续费的专利进行再次提醒，并将提醒时间和提醒内容记录在年费监管档案中。 

5.7  代缴费用 

5.7.1  费用的核实 

专利流程人员应在收到费用后应及时核实费用金额和用途。 

5.7.2  费用的缴纳 

专利流程人员对确认无误的费用应在核实后的 1-5个工作日内向国家专利行政主管部门代缴，并记

录在年费监管档案中。 

5.7.2  费用的退回 

专利流程人员对无法确认用途或无法核实金额的费用，应及时退回。 

6  终止手续 

6.1  终止手续的启动 

当专利代理机构收到国家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专利权终止通知书》后，专利流程人员启动针对该

专利的专利年费监管服务的终止手续。 

6.2  终止手续的内容 

6.2.1  终止的核实 

专利流程人员应在收到《专利权终止通知书》的 1-5工作日内，核实该专利是否为专利持有人表示

放弃的专利。 

6.2.2  终止的通知 

对核实为专利持有人表示放弃的专利，专利流程人员应在年费监管档案中进行标记，并在 1-5个工

作日内向专利持有人发送专利终止通知函，告知后续手续和可恢复时间。 

6.2.3  终止的提醒 

对核实为非专利持有人表示放弃的专利，专利流程人员应向专利持有人发送专利终止通知函（参见

附录 C），并询问是否需要恢复权利，对于确认不需要恢复权利，应记录在年费监管档案中。 

6.2.4  终止的确认 

对确认需要恢复权利的专利，专利流程人员应当在恢复权利期限截止前的 1周内，按照 5.4的提醒

方式向专利持有人进行至少两次提醒，并将每次提醒的内容和时间记录在年费监管档案中。 

6.2.5  终止的恢复 

专利流程人员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为确认需要恢复权利且缴纳相应费用的专利持有人办理专利权

恢复手续，并在恢复成功后及时通知专利持有人。 

6.3  结案 

专利权正式失效后，专利代理机构应在专利年费监管档案中备注结案，并终止专利年费监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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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专利年费监管档案表 

 

档案编号：×××××××× 

客户信息 案件信息 

客户名称 ×××× 专利权人 ×××× 

联系人 ×××× 专利号 ×××××××× 

联系地址及邮编 ×××××××× 专利申请日 ×××× 

电话或手机 ×××××××× 专利名称 ×××× 

电子邮箱 ×××××××× 专利类型 ×××× 

年费信息 提醒情况 

专利年份 第×年 提醒时间 ×年×月×日 

年费金额 ××元 提醒次数 第×次 

结案信息 

专利终止时间 ×年×月×日 专利终止事由 ×××××××× 

注：年费信息和提醒情况可逐年/逐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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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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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专利终止通知函 

致：×××（客户名称或联系人） 

××××××××（联系地址及邮编） 

 

尊敬的×××： 

您所持有的专利号为××××××××，专利名称为××××××××的专利由于未缴纳年费而失

效，随附《专利终止通知书》，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如未提起恢复权利请求，该专利将自应缴

年费期满之日起失效，请知悉。 

如需恢复权利，请于×年×月×日前与我方联系。 

如有不明之处，请来函或来电咨询！ 

 

落款：（盖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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