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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书
作用 存在问题 解决方案

l充分公开

l保护范围的宽度

l创造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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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的作用



 说明书作用 存在问题 解决方案

l僵化的撰写模式

    发明内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有益效果

l缺乏支撑发明创造性的描述

l易于质疑&难以有理有据地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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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的作用



 说明书作用 存在问题 解决方案

l把握发明的技术构思

l理清撰写说明书思路

l突出支撑创造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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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的作用



技术思路是发明技术构思的本质

关键技术手段是外在体现

源于研发过程

发明技术构思的概念表述

6

发明技术构思概念解析

发明技术构思源于研
发过程或者说发明创
造性的形成过程



技术思路是本质

关键技术手段是外在体现

源于研发过程

发明技术构思的概念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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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技术构思概念解析

研发过程中的思维过程
也就是技术思路，具体
来说就是发明人通过逻
辑推理分析、抽象思维
等运用自然规律、原理，
以及科学发现、实验总
结的思维过程，是发明
创造的内在本质(狭义概
念的发明技术构思)。



技术思路是发明技术构思的本质

关键技术手段是外在体现

源于研发过程

发明技术构思的概念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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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技术构思概念解析

发明为解决技术问题并
获得相应技术效果所采
取的实质性和决定性作
用的技术手段，称其为
关键技术手段，其最终
通过一个或多个具体的
技术特征，或者技术特
征的配合关系来体现。



技术思路是发明技术构思的本质

关键技术手段是外在体现

源于研发过程

发明技术构思的概念

发明技术构思概念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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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技术构思是发
明人为解决技术问
题所提出的改进思
路或想法，是发明
的实质。与研发中
的技术思路有一定
区别。



技术
问题

关键
技术
手段

技术

效果

技术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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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发明技术构思的说明书撰写



围绕发明技术构思的说明书撰写

技术问题的描述

Ø 清楚描述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什么?

ü 应当与现有技术的不足或缺陷联系起来

ü 应当是所采取关键技术手段能够解决的技术问题

Ø 需要注意技术问题不能过于宽泛和上位

技术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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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手段的描述

Ø 通过一个或多个具体的技术特征，或者不同技术特征之间的组合关

系体现所采取的关键技术手段。

Ø 从解决的技术问题和获得的技术效果出发，以技术思路为视角，而

在具体实施例的基础上提炼得到，不能局限于具体实施例本身。

Ø 在实际撰写中，并不一定使用“关键技术手段” 这一术语，可采用

类似于“针对于上述问题，本发明通过*****（具体手段）而得以解

决”、“本发明关键在于*****（具体手段）”等类似表述。

关键
技术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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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效果的描述

Ø 清楚描述解决所述问题获得的技术效果是什么？

Ø 技术效果应当是由构成发明的技术特征直接带来的，或者是由所述的

技术特征必然产生的技术效果（对于支撑发明的创造性而言，应当是

由关键技术手段所带来的）。

Ø 撰写技术效果时不能只给出断言，而应具体分析由关键技术手段能够

得到的技术效果，有实验数据的应结合实验结果来说明技术效果。

Ø 对于技术效果应当具体明确，不能过于宽泛，要与所采用的关键技术

手段相适应，且两者之间必需建立起直接的关联。

技术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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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思路的描述

Ø 描述采取所述关键技术手段的理由或原因（发明技术构思的核心思

想即技术思路）

Ø 撰写位置需要考虑逻辑关系来确定

Ø 技术思路撰写易于被忽视，但却极其重要，尤其对于预期性较差的

技术领域

l 对于技术思路的描述有利于为发明的创造性找到合理的理由

l 有利于审查员心证发明的创造性，或在反驳中能够有理有据

技术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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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发明简介

         发明人发现现有的桌子都是四条腿。但由于餐桌经常

需要在花园等场所使用，因此四条腿的餐桌经常放不平稳。

发明人发现这是由于地面不平而导致餐桌放不平稳而晃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明人想到利用三点成一面的原理，

因而发明出只有三条的餐桌，在不平地面上放置更容易平

稳而解决了晃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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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撰写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避免在不平地

面上晃动的餐桌。

              针对该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三条腿的餐桌。

              本发明通过提供上述方案，餐桌在不平地面能够放置

平稳，避免了晃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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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存在的问题：

u 形式上包括了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含技术手段）和技术效果。

u 没有完整表达发明的技术构思，尤其没有突出其中的技术思路。

可能的后果：

u 由于仅直接声明三条腿的餐桌，而没有给出技术思路，有可能

认为利用数学原理而认为不具备创造性

u 申请人争辩时又难于从说明书中找到支撑具备创造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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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发明技术构思考虑的因素   发明的技术构思分解
     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避免在不平地面上晃动的餐桌。

     关键技术手段：将已有的餐桌的四条腿变更为三条腿。

     技术思路：发明人发现餐桌有时需要在花园等场所使用，

因此四条腿的餐桌经常放不平稳。经过分析发现这是由于

地面不平而导致餐桌放不平稳而晃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发明人想到利用三点成一面的原理，将餐桌设置成仅有三

条腿，因而完成本发明。

     技术效果：本发明的餐桌在不平地面能够放置平稳，避免

了晃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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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发明技术构思考虑的因素围绕发明的技术构思的撰写模式

u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避免在不平地面上晃动的餐桌。

u发明人发现餐桌有时需要在花园等场所使用，因此四条腿的餐桌经

常放不平稳。分析发现这是由于地面不平而导致餐桌放不平稳而晃

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明人想到利用三点成一面的原理，将餐

桌设置成仅有三条腿，因而完成本发明。 （这一段描述技术思路）

u因而，本发明提供一种餐桌，其中特征在于，所述餐桌具有三条腿。

u本发明的餐桌在不平地面能够放置平稳，避免了晃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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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发明简介

      某发明涉及降低拉米夫定和齐多夫定两种活性成分分离

的药用组合物。发明人在对药用组合物中的活性成分分

离的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改变滑动剂的加入时机，

可以影响活性组分的分离和均匀性。基于研究发现，将

滑动剂在混合拉米夫定和齐多夫定的同时加入，而不是

按常规的方式在组合物压片时才加入，可以明显降低活

性成分的分离，因而提高均匀性，最终完成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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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撰写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降低活性成分

分离的药用组合物。

              针对该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药用组合物的制备方法，

其中将齐多夫定、拉米夫定和滑动剂同时混合，然后再进

行压片。

              本发明通过提供上述方案，获得了降低活性组分的分

离的效果，因而提高了药用组合物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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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析



    存在的问题：

u 形式上包括了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含技术手段）和技术效果。

u 没有完整表达发明的技术构思，尤其没有突出其中的技术思路。

可能的后果：

u 由于仅直接声明发明人将滑动剂在混合拉米夫定和齐多夫定的

同时加入，审查员有可能认为滑动剂何时添加是常规的

u 申请人争辩时又难于从说明书中找到支撑添加时机导致具备创

造性的依据，因而很可能增加授权的难度或延长审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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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析



发明技术构思考虑的因素   发明的技术构思分解
     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降低活性成分分离的药用组合物。

     关键技术手段：将齐多夫定、拉米夫定和滑动剂同时混合，

然后再进行压片

     技术思路：发明人对药用组合物中的活性成分分离的问题

进行了研究，发现改变滑动剂的加入时机，即在混合拉米

夫定和齐多夫定的同时加入，而不是在组合物压片时才加

入，可以明显降低活性组分的分离，提高均匀性

     技术效果：降低活性组分的分离，因而提高了药用组合物

的均匀性。（注意上述效果需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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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技术构思考虑的因素围绕发明的技术构思的撰写模式

u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降低活性成分分离的药用组合物。

u 发明人在对药用组合物中的活性成分分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改变

滑动剂的加入时机，即在混合拉米夫定和齐多夫定的同时加入，而不是

象常规地那样在组合物压片时加入，可以明显降低活性组分的分离，提

高均匀性。基于上述发现，从而完成本发明。

u 因而，本发明提供一种药用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中将齐多夫定、拉米

夫定、和滑动剂同时混合，然后再进行压片。

u 通过上述方案，由于改变了滑动剂的添加时机而获得了降低活性组分的

分离的效果，提高了药用组合物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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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析



u 这种撰写思路就是不仅要描述发明创造本身，而且还要交待为什么这样

做的理由，即说明书中不仅要交待如何做的，做得如何，还要交待为什

么这样做的理由。

u 说明书中对发明技术构思的相关要素尤其是技术思路的描述，通过将关

键技术手段与技术思路的关联描述，有利于支撑发明的创造性，进而有

利于提高获得授权的成功率。

u 虽然仅从充分公开的角度，并不是必须要写明技术思路，但如果不写明

则有可能产生常规撰写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u 这种撰写思路合适于绝大多数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对于创

造性高度不言自明的情况，也建议清楚交待技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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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不同的发明由于构思过程不同，需要根据具体

情形来进行针对性的描述。下面就几种典型情况，

对于各种不同情形，在撰写说明书时需要采取对应

的方式来说明其技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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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形下技术思路的描述



第一种情形是基于提供一种新的体验或需求而完成

的发明创造。对于这种情况，通常发明创造的创新

高度较为明显，从获得的技术效果就能体现出来。

例如，智能手机出现后，提供了一种手指在屏幕上

滑动解锁这种全新的用户体验。但对于技术思路的

交待仍然是有利的，即适当强调发明提供一种新的

体验或需求这一角度，更有利于创造性得到认可。

第一种

27

不同情形下技术思路的描述



第二种情形是发明人首次发现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

问题，或者找到已经知晓的技术问题的原因。其中

发明构思中的技术思路，应当是发现了产生现有技

术缺陷的技术原因，需要在说明书中明确发明人的

这一发现，有利于发明的创造性成立。不能将产生

缺陷的原因作为背景技术来描述，尤其是首次发现

技术的缺陷时，更不能将其写在背景技术部分，而

应写在发明内容部分作为发明形成过程来描述。

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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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形下技术思路的描述



第三种情形是基于新的技术发现，有时甚至可以称

为科学发现，进而完成发明创造。这是一种比较常

见的发明情形，如发现某种化学物质的特殊性质之

后，利用这种性质的用途发明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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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形下技术思路的描述



第四种情形是通过大量有目的科学实验筛选，最终

完成的发明创造。这种情形是实验科学中比较常见

的。这类发明通常对于获得的最终效果依赖性相对

较强，但结合技术思路的描述则更能体现出发明的

创造性。其中筛选方案的设计，筛选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及其处理思路，筛选范围的选择等都体现技术

思路的因素都应当在说明书中进行合适的描述。

第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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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形下技术思路的描述



第五种情形是偶然发现而完成的发明创造，这比较

少见，但在现实中确实也存在。对于这类发明，按

照科学研究思路，通常还需要返回进行验证或再现

性的研发过程。比较极端例子就是审查指南第二部

分第四章第5.1节中所举的例子即偶然发现。在说明

书中体现这种研发的特点，尤其是关键技术手段的

产生于偶然发现，成熟于验证之后，这样更加有利

于确认本发明的创造性。

第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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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形下技术思路的描述



第六种情形可能与前面几种情形存在一定的交叉，

就是发明获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通常具备创

造性。对于这类发明，在说明书中至少要给出支持

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证据（如实验数据，对比文

件数据等），同时在发明内容部分也需要通过发明

构思中的技术思路的方式予以针对性的体现。

第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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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形下技术思路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