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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帮助文档—用户版 

1. 产品简介 

服务机构汇聚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专业配套服务资源，解决用户与服务机构之间信息不

对称，同时满足服务机构扩展客户面的需求，并依托评价系统督促监管服务机构专业技能和

服务水平的提升。 

产品主要针对创新主体与应用主体，以技术全生命周期专业服务与大众点评系统数据实

现精推送为核心，为用户提供一个操作便捷，推送精准，高质量服务机构汇聚的服务产品。 

2. 服务机构门户 

2.1 简介 

服务机构门户主要提供技术全生命周期各类知识产权服务信息，按照服务类型、技术全

流程发展阶段、星级最高及最新点评进行分类展示，配合服务机构搜索框，使用户有针对性

地选择所需服务。关于门户的核心服务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 服务机构门户核心功能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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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务机构搜索框 

2.2.1 功能介绍 

用户在搜索框输入关键词，在搜索结果页面中查找所需信息，目前支持关键词为服务机

构名称。搜索引擎根据后台的配置，在搜索结果中展示符合条件的搜索结果，便于用户尽快

找到所需信息。 

2.2.2 操作样例 

1. 在搜索框中输入服务机构名称，点击搜索按钮“ ”，或点击回车键。 

 

2. 在搜索结果中选择感兴趣的服务机构，点击标题，进入该服务机构详情页。 

 

2.3 按知识产权服务类型分类 

2.3.1 功能介绍 

平台根据《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对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的分类，



将机构分为：知识产权代理服务、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知识产权咨询服务与知识产权培训服务 6 类，如下表对 6 类服务机构业务范围进行阐

述，用户可在导航栏中选择所需知识产权服务的类型。 

表 服务机构业务范围一览 

服务机构类型 业务范围定义 

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机构 专利、商标、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的

申请、注册、登记、复审、无效、异议等代理服务 

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机构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服务；企业上市、并购、重组、清算、

投融资等商业活动中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知识产权尽

职调查服务，中小微型企业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服务，海外

知识产权维权服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 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分析、数据加工、文献翻译、数据库建

设、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等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 知识产权评估、价值分析、交易、转化、质押、投融资、

托管等商用化服务。 

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机构 知识产权战略咨询、政策咨询、管理咨询、实务咨询等高

端服务 

知识产权培训服务机构 知识产权服务从业人员的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服务 

2.3.2 操作样例 

1. 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服务机构类型，以代理服务为例，点击代理服务。 



 

2. 页面跳转至知识产权代理服务页面，用户可以看到入驻平台的代理机构的数量，且

能够通过机构名称字母及机构星级进行排序。 

3. 用户可点击该机构 LOGO，机构名称，或直接点击查看详情，对机构主页进行查看。

同时用户可对感兴趣的机构进行收藏。 

 

2.4 按技术全流程发展阶段分类 

2.4.1 功能介绍 

平台根据技术全生命周期发展阶段所需知识产权服务，分为创意生成；立项分析（可行

性、必要性研究）；方案设计；开发、调试、打样；小试中试；批量生产和营销推广 6 个阶

段。平台为用户提供 6 个阶段的知识产权服务，以下对技术全生命周期阶段进行释义便于用

户进行对应选择。 



表 技术全生命周期阶段释义 

序号 技术全生命周期阶段 释义 

1 创意生成 对初生创意寻找专业的、多角度的见解，完善创意。 

2 立项分析（可行性、必

要性研究） 

结合市场、技术和政策等多维数据对创意的可行性与必要

性进行研究，初步建立创意的技术谱系，预估可能的商用

价值。此阶段可考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3 方案设计 设计技术体系方案，将创意初步落地。此阶段应考虑知识

产权布局，建立战略性保护意识。 

4 开发、调试、打样 通过寻找合适的技术手段，验证样品的合理性和可制造性，

进一步推进产品落地。此阶段应修正知识产权布局，完善

战略性保护。 

5 小试中试 优化生产工艺，为批量生产做准备，并寻找最优的合作厂

商或自行进行试探性生产。此阶段应开始进入资产化阶段。 

6 批量生产 进行融资、组建团队，并将商品进行批量化生产，投入市

场。此阶段应注意侵权和诉讼危险。 

7 营销推广 对已投入市场的商品进行营销推广，并根据市场的反馈更

新迭代。此阶段应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并防范侵权和

诉讼危险。 

2.4.2 操作样例 

1. 用户如对各技术发展阶段存疑虑，可将鼠标轻浮在“ ”上，即可看到对应的释义。如

下图所示。 



 

2. 如需选择查询对应技术发展阶段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可点击“ ”，页面会自行跳转

至为该技术发展阶段服务的机构。用户可对机构列表按照名称字母或星级进行排序。 

3. 用户可点击该机构 LOGO，机构名称，或直接点击查看详情，对机构主页进行查看。

同时用户可对感兴趣的机构进行收藏。如下图所示。 

 

2.5 按星级最高分类 

2.5.1 功能介绍 

机构星级是指通过大众点评系统进行数据分析，为服务机构进行星级排序，以解决用户

与服务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2.5.2 操作样例 

1. 用户可根据页面展示的服务机构进行查看，也可点击查看更多按钮“ ”。 

 

2. 用户点击查看更多后，页面跳转至入驻平台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按星级排序页面。用

户可看到入驻平台的服务机构总量，同时可选择按照名称字母或星级高低进行排序。用户也

可通过服务机构类别进入分类服务机构页面，查看各类别服务机构名称字母或星级高低排序

情况。 

3. 用户可点击该机构 LOGO，机构名称，或直接点击查看详情，对机构主页进行查看。

同时用户可对感兴趣的机构进行收藏。如下图所示。 

 

2.6 按最新点评分类 

2.6.1 功能介绍 

平台为解决用户与服务机构信息不对称问题，引入大众点评系统，用户可通过最新点评

看到平台实时点评信息。用户可选择感兴趣的机构查看大众点评信息。 



2.6.2 操作样例 

用户可点击左右键查看更多点评信息，同时可点击点评内容、被点评机构名称或查看全

文，对点评信息进行查看。 

 

3. 服务机构详情页 

3.1 功能介绍 

用户通过服务机构详情页面信息展示，可浏览机构简介、擅长领域、服务范围、经典案

例、用户点评及联系方式等。用户可根据需求货比三家，选择目标服务机构。用户能够通过

平台获得服务机构联系方式，进行线下交易。 

3.2 操作样例 

3.2.1 查看联系方式 

用户可点击“ ”，可获得该机构联系电话、邮箱、传真及官方网站。如下图所

示。 



 

3.2.2 收藏 

用户可点击“ ”对感兴趣的机构进行收藏，如已收藏成功，该符号会变为“ ”。

用户可在会员中心我的收藏中进行查看，如想取消收藏，可再次点击收藏按钮，或到会员中

心我的收藏中进行取消，同时该按钮会变为灰色。 

3.2.3 分享 

用户可对服务机构详情页进行分享，用户可点击“ ”，界面会弹出如下窗口

“ ”，用户可点击“ ”可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也可直接点击选择，进行分享渠

道选择。如下图所示。 



 

3.2.4 查看经典案例/产品介绍 

用户可对服务机构经典案例/产品介绍进行查看与分享。 

用户可选择感兴趣的构经典案例/产品介绍，点击案例图片进入详情浏览。详情浏览页

面提供分享功能，与上述分享方式一致，此处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