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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湖北省高校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是以湖北省高

校为核心，由省内外三十多家高校、企事业

单位组成的跨省、跨行业、跨层级的知识产

权服务联盟。联盟充分发挥成员单位的学科

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队伍优势，以集团的

形式开展专利查新与专利检索、专利分析、

专利导航、专利挖掘与布局、专利预警、知

识产权分析评议、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专利

分级评价和价值评估、专利托管及管理咨询、

知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代理以及科技成果

转化等业务，能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全服

务链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



提供专业的知识产权全流程服务

专利挖掘

专利检索与查新

专利布局与文案撰写

专利导航与分析

其它服务

知识产权教育培训

基于全面保护创新成果的专利挖掘
基于规避风险的专利挖掘
基于抗衡竞争对手的专利挖掘

基于专利和科技文献数据库开展全球范
围内的查新检索，以满足客户科研立项、
专利申请、成果鉴定与保护等需求 

对专利的国内外布局提供专业意见，
对现有技术进行评估，设计和撰写专
利文案、以期获得最大化的授权范围

提供专业的客户、行业、竞争对手专
利分析、技术路线和发展趋势意见，
为科研提供导航支持

由高校专业教师和经验丰富的知识产
权专家进行专业培训

提供知识产权咨询、托管、转移转化等
系列服务



我们的服务：专利实务服务
S E R V I C E  S C O P E



专利挖掘
基于全面保护创新成果的专利挖掘

技术/产品调研

目的：全方位了解委托方涉及技术/产品
方式：前期调研+头脑风暴
成果：提案清单

提案清单是产出提案计划的导向性文件

制定提案计划

目的：高效且有策略的实施专利申请
方式：被委托方主导+委托方审核
成果：制定专利申请策略

提案计划是产出技术交底书的导向性文件

产出技术交底

目的：全面披露技术方案
方式：委托方主导+被委托方辅助
成果：技术交底书

技术交底是产出查新检索报告及申请文件
的“基石”



 专利挖掘
基于规避风险的专利挖掘

侵权风险清单全面记录由多个“风险点”
构成的“雷区”

产品新设计方案包括基础方案、升级迭
代方案等，是产出技术交底的基础

识别“雷区” 规避“雷区” 产出技术交底

目的：聚焦风险点，识别“雷区”
方式：专利分析
成果：侵权风险清单

目的：产品避开专利雷区
方式：采用“去除”或“替代”等方式进
行新产品方案设计
成果：产品新设计方案

目的：全面披露技术方案
方式：基于产品新设计方案形成技术交底
成果：技术交底书

技术交底是产出查新检索报告及申请文件
的“基石”



 专利挖掘
基于抗衡竞争对手的专利挖掘

识别竞争对手及
“已圈地盘”

围绕“已圈地盘”
设计新方案

产出技术交底

目的：聚焦风险主体，识别“已圈地盘”
方式：专利分析
成果：竞争对手已布局专利清单

目的：形成与竞争对手抗衡的“枪支弹药”
方式：见缝插针式+改进式……
成果：新设计方案

目的：全面披露技术方案
方式：基于新设计方案形成技术交底
成果：技术交底书

竞争对手已布局专利清单从技术维度、
地域维度等全面记录竞争对手已布局专

利情况

新设计方案包括基础方案、升级迭代方
案等，是产出技术交底的基础

技术交底是产出查新检索报告及申请文件
的“基石”



专利检索与查新

目的

基于专利和科技文献数据库开展全球范围内的查
新检索，以满足客户科研立项、专利申请、成果
鉴定与保护 等需求 
 

工具

政府公告文献、商业专利数据库、科技文献库、
行业网站、本联盟自建数据库、电子书籍、学术
搜索引擎、委托方网站……

成果物

查新检索报告、
专利检索报告、
专利分析报告



应用场景：技术交底书
完成后，专利申请前

查新检索 侵权风险检索

证据检索 其他检索

专利检索

应用场景：产品上市/
出口、参展前

应用场景：提出第三方公
众意见时、提起无效时

应用场景：获悉法律状
态时、洞察市场布局时、
知晓引文信息时



我们的服务：专利布局与专利文案处理

对专利的国内外布局提供专业意见，对现有
技术进行申请专利可行性的评估，设计和撰
写专利文案、以期获得最大化的授权范围



M O R E

有效的专利布局是保护科技成果的必要手段

技术布局：围绕核心技术进行相关的保护篱笆进行布局

 专利布局

产业布局：围绕发明的市场前景进行布局

应用布局：围绕发明应用前景进行布局

实施方式：围绕发明实现的工艺、方法进行布局

权利要求：通过权利要求的完整性实现全面布局

国际布局：围绕技术的商业价值进行全球布局



我们的服务： 专利导航与专利分析
S E R V I C E  S C O P E



 专利导航

 
产业规划类专
利导航分析

基于《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实施导则》，紧扣产业分析和专利分析两条主线，将专
利信息与产业现状、发展趋势、政策环境、市场竞争等信息深度融合，明晰产业发展方
向，找准区域产业定位，指出优化产业创新资源配置的具体路径。

应用场景

掌握产业规律，了解政
策资源，梳理发展问题

导航产业决策
制定专利导航产业创
新发展政策性文件



 专利导航

 
企业运营类专
利导航分析

基于《企业运营类专利导航项目实施导则》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为目标，以专利导航分析
为手段，以企业产品开发和专利运营为核心，贯通专利导航、创新引领、产品开发和专
利运营，推动专利融入支撑企业创新发展。

应用场景

获悉企业发展现状
洞察企业重点产品专利格局、

潜在风险以及直接威胁
制定企业重点产品开

发策略



 专利分析

  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

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是指综合运用情报分析手段，对经济科技活动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尤
其是与技术相关的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竞争态势进行综合分析，对活动中的知识产权风险、
知识产权资产的品质价值及处置方式的合理性、技术创新的可行性等进行评估、评价、
核查与论证，根据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开展经济科技活动提供咨询
参考。

应用场景

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的
立项

人才引进 产品上市/出口



专利分析

 
专利分析

通过专利分析对当前已公开的专利情况，从地域、技术等多维度展开深度研究，形成专
利地图。明确客户专利状态，基于专利发展趋势，制定自身技术发展策略，引导客户有
规划、有策略的实施科研和专利保护。

应用场景

科研活动过程中 科研活动结束后 产品上市/出口前

 本联盟成员完成的部分专利分析报告



 专利分析

 
风险预警 

通过专利分析对潜在的侵权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控制。其中，风险识别是对风险发生
的可能性和风险来源进行判断。风险评估是对风险危害程度的评价。风险控制是提出解
决和降低危险的具体措施。

应用场景

产品研发过程中 产品参展前 产品上市/出口前



 专利分析

 
竞争对手分析

了解本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专利战略、技术实力、技术规划策
略、市场规划策略等方面的信息，从而预测竞争对手未来的目标、资源、市场发展和战
略，为自身制定未来的专利和市场的对抗战略提供有力的依据。

应用场景

技术追踪 侵权风险 专利挖掘、布局



 专利托管与管理咨询

 
行业技术创新

力评价
行业技术创新力评价主要基于集中反映创新成果的专利技术，从创新活跃度、创新集中
度、创新开放度、创新价值度四个维度综合反映行业技术创新实力。

应用场景

识别行业领军创新主体 洞察领军创新主体优
势点和劣势点

制定提升优势创新主
体技术创新实力策略



 专利托管与管理咨询

 
专利评价
专利托管

 专利评价主要用于集中反映客户已储备专利的价值， 对客户专利进行分级管理意见，根
据级别不同制定专利运营策略等。专利托管是为部分客户的不同需求代管专利，保障客
户的专利价值，维护客户的利益。

应用场景

资产分级管理 专利运营 资产评估

 



我们的服务：知识产权研究和教育培训
S E R V I C E  S C O P E



 知识产权课题研究

知识产权课题
研究

联合申报、承接国家级、行业协会级各类知识产权相关的课题研究。推动研究成果
在区域、园区、企业、高等院校等的实际应用等，以提高课题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和
影响力。

研究经验

《支撑区域专利高质量发展的
指标体系研究》

《高性能碳化物先进陶瓷
材料的专利分析研究 》

《电力产业<六大关键技
术领域>发展研究项目》



知识产权培训

专利技巧
技术交底书撰写、案前检索、
专利撰写、OA答复、高质量
专利培育等。

专利信息
利用

专利检索、专利分析、数据
库建设、专利挖掘、侵权风
险防控等。

专利管理 高价值专利评价筛选、技术
创新力评价等。

其他 专利基础知识、专利奖申报
等。



我们的团队
O U R  T E A M

目前本联盟有三十多个成员，他们是知名的信息服务机构、
高校、知识产权服务企业和专家。联盟为国内高校、科研
单位、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体系化的知识产权服务。



本联盟下列单位可以提供前述服务（排名不分先后）：

 

从业
年限

资质

湖北省图书馆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

湖北中医药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三峡大学图书馆

武汉理工大学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武汉大学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南京工业大学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福州大学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tisc）

武昌首义学院图书馆

文华学院图书馆

汉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北京智权容创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图书馆

长江大学图书馆

武汉工程大学图书馆



l 本单位服务接待处：

      图书馆总馆203办公室           Tel：027-88421805

l 湖北省高校知识产权服务联盟秘书处：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Tel:027-87557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