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Hague申请教程 

最新修订于 2022年 5月 

本教程将向您逐一讲解在线提交国际外观设计申请的步骤。开始教程！如果您想提供反馈或报

告问题，请联系海牙。 

eHague申请演示 

欢迎尝试通过我们的 eHague 申请演示，创建一个测试版国际外观设计申请，体验从头至尾的

完整申请步骤。注意：不能用您的常用产权组织帐户访问演示版 eHague。需要用不同的凭据创

建一个“模拟”产权组织帐户。 

• 在演示登录页面点击用户名/密码栏下方的“Create WIPO Account”（创建产权组织帐

户）； 

• 填写表格并按照说明对帐户进行验证； 

• 使用您的模拟帐户凭据登录演示版 eHague。 

重要！不要提交任何保密数据、文件或真实的支付信息。 

 

目录 

• eHague工作台：创建和管理申请的门户 

o 一般功能 

o 创建新申请（“New”（新申请）选项卡） 

o 查看已提交的申请（“Filed application(s)”（已提交的申请）选项卡）以

及当前的状态 

o 编辑申请草稿（“Draft application(s)”（申请草稿）选项卡） 

 

• eHague界面：申请表格 

o 一般功能 

o 每个海牙申请都包含的基本内容 

o 与某些指定有关的内容 

o 其余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选填项） 

 

• 支付申请费用 

o 信用卡/借记卡 

o 产权组织往来账户 

o 银行转账 

 

• eHague通信 

o 需要进行操作：对更正不规范的通知作出答复 

o 答复形式 

o 在答复不规范通知时提交替换原件的新的复制件副本 

o 不需要进行操作 

o 存档  

https://www3.wipo.int/contact/en/h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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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ague工作台：创建和管理国际外观设计申请的门户 

为确保兼容性，请使用最新版本的主要网络浏览器，如 Chrome、Firefox、Edge（79.0.309 或

更高版本）或 Safari。请注意，这些浏览器的移动版可能无法正确显示 eHague 界面的所有功

能。 

eHague工作台帮助您创建新的海牙体系申请，并管理您的现有申请（包括已提交的申请和申请

草稿）。在未来，工作台将帮助您对海牙注册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从提交申请到保护期限届

满。 

您可以从海牙网站的资源一栏下或通过知识产权门户登录 eHague。在知识产权门户主页上，点

击导航栏左上方的菜单，选择“外观设计”、“申请和管理”，然后选择“eHague”。 

 

您会看到 eHague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https://www.wipo.int/hague/zh/
https://www.wipo.int/hague/zh/
https://ipportal.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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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滑动到“eHague Services”（eHague 服务）部分，点击“File”（申请）框中的“Get 

Started”（开始）。 

 

如果您尚未登录您的产权组织帐户，屏幕会显示登录页面。如果您没有产权组织帐户，您必须

在使用 eHague前创建一个帐户。 

 

按照自己的进度完成申请 

eHague会自动存储并实时保存您的申请。这意味着您可以随时回来并在以后再完成申请草稿。 

https://www3.wipo.int/wipoaccounts/en/generic/public/register.xhtml?returnURL=%2FHagueEFilingWeb%2Fprotected%2FportfolioManager.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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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功能 

登录后，您会看到 eHague工作台，如下图所示。这个页面包括四个主要部分： 

 

(1) 顶部的导航栏，通过它可以访问：知识产权门户、帮助、您的产权组织帐户、通知和

支付信息； 

(2) eHague工作台不同功能的选项卡； 

(3) 申请语言的选择；以及 

(4) 操作窗口，显示所选定的选项卡中可用的功能。 

管理您的申请和与产权组织的通信 

 

通过主对话框顶部的选项卡，您可以创建新申请（New（新申请）），查看已提交的申请

（Filed applications（已提交的申请）），编辑和管理已保存的未完成申请（Drafts（申请

草稿）），在线答复不规范通知（eHague communication（eHague通信）），并查阅本教程。 

以下各节将更详细地介绍这些功能。 

(1) 顶部导航栏 

顶部的导航栏让您可以快速访问知识产权门户和 eHague 的所有主要功能。从 eHague 各处都可

以访问该导航栏，其内容保持不变。导航栏的功能包括（从左到右）： 

 

• WIPO IP Portal（产权组织知识产权门户）：点击该链接即可进入知识产权门户登录页

面。 

• Menu（菜单）：通过菜单可以快速访问产权组织全球知识产权服务的各项工具和功能。

关于知识产权门户和菜单的更多信息，请查阅产权组织知识产权门户常见问题。 

• eHague：点击该链接将使您返回到您在 eHague 工作台中最后访问的选项卡。例如，假

设您正在编辑一个申请草稿，并从该申请中点击这个链接，您就会返回到 eHague 工作

台中的 Draft（s）（草稿）选项卡。 

https://ipportal.wipo.int/faq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01-e-hague-main-screen.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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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帮助）：打开“Help”（帮助）会显示两个选项：Contact Us（联系我们）和

FAQ（常见问题）。这两个选项都可以在 eHague工作台之外使用。 

• WIPO Account（产权组织帐户）：您的产权组织帐户信息在这里显示，包括您的客户编

号和姓名。在上图中，这些信息被虚化处理。点击它即出现以下选项： 

o My WIPO Account（我的产权组织帐户）：查看和更新产权组织帐户中的信息、

设置和管理强验证方法、修改密码或管理电子握手（目前海牙体系无法使用此

功能）。 

o Language（语言）：更改 eHague 界面的语言。有三种语言可供选择：英文、法

文或西班牙文。 

关于导航栏中语言选择的重要说明：更改 eHague 界面的语言不会更改您的申请

所使用的语言。在第一次创建申请时，您要选择该申请的语言。无论界面使用

哪种语言，申请的语言始终是您在创建申请时选择的语言。 

例如：一个用户创建了一个新申请，并选择了法文作为申请语言。在 eHague 中

编辑该申请时，用户从导航栏中将 eHague 界面改为西班牙文。在用户提交申请

时，界面语言为西班牙文。而申请以法文提交，产权组织关于该申请的所有官

方通信也是法文，而不是西班牙文。 

o Logout（注销）：退出 eHague和知识产权门户。 

 

• Messages（消息）：通过点击铃铛图标，您可以通过知识产权门户获取消息提醒（更

多信息请参考知识产权门户常见问题）。如果您有新消息，铃铛图标将显示为红色。

选择以下两个选项之一来查看消息：Go to All Messages（转到所有消息）或 Open 

Messages in New Tab（在新选项卡中打开消息）。 

• Basket（购物篮）：购物篮图标是通知您在产权组织新支付系统中的未支付项目。点

击 Go to Payment（去支付）或 Open Payment in New Tab（在新选项卡中打开支付页

面）来查看和完成付款。 

• WIPO Link（产权组织链接）：该链接会带您进入产权组织主网站。 

(1)(a) eHague申请导航栏 

当一个申请在 eHague 中打开时，另一个导航栏出现在知识产权门户主导航栏的下方。下图是

一个示例。更详细的信息请见本教程的另一部分。 

 

(2) 可访问 eHague各项功能的选项卡 

• New（新申请）：这是 eHague工作台默认的选项卡。可以在该选项卡中查看创建新申请

的不同选项。 

• Filed application(s)（已提交的申请）：查看已提交的申请列表。 

• Draft(s)（申请草稿）：查看申请草稿列表。 

• eHague communication（eHague通信）：您可以检索并答复产权组织就通过 eHague提

交的国际申请发出的通知。如果您收到新通知，该选项卡中的文字显示为红色，括号

https://www3.wipo.int/contact/en/hague/
https://www.wipo.int/hague/en/faqs.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en/faqs.html
https://ipportal.wipo.int/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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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数字表示未读通信的总数。通信选项卡的功能在“eHague 通信：在线答复更正不

规范的通知”部分有详细介绍。请注意，这些通知不会出现在知识产权门户的“消息”

中。 

• eHague tutorial（eHague教程）：快速查阅本教程。 

(4) 操作窗口 

根据所选的选项卡，每个选项卡的可用操作会出现在这个窗口中。以下是关于每项操作的更多

信息。 

申请语言 

 

在创建新申请前，您必须选择申请语言。点击该栏，选择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作为申请的语

言。 

说明：请确保选择正确的申请语言！申请语言在申请创建后不能更改，申请一旦提交，产权组

织的所有通信都将使用该申请语言。 

创建新申请（“New”（新申请）选项卡）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02-create-new-application-tab.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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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新申请时，您有三个选项： 

从头开始创建申请 

默认选项被设置为“New application”（新申请）。只需保持该选项不变，然后点击

“Confirm”（确认），就可以从头开始创建新的国际申请。 

第一次申请？ 

第一次使用 eHague工作台创建国际申请？请确保您已选择了“By using an empty form”（使

用空白表格），点击“Confirm”（确认），然后直接跳到本教程的“eHague 界面部分”。 

使用模板创建申请 

 

在创建了至少一个国际申请后，您可以通过重复使用在此前的申请中输入的一些数据来节省时

间。然后您可以选择“New application using data from a filed application”（使用已提

交申请中的数据的新申请）或“New application from a draft”（申请草稿中的新申请）。

选择一个文号和您想重新使用的申请的要素。点击“Confirm”（确认）。 

查看已提交的申请（“Filed application(s)”（已提交的申请）选项卡） 

https://www.wipo.int/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demo.html#interface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03-filed-applications-tab.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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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Filed application(s)”（已提交的申请）选项卡，可以检索和查看此前通过 eHague界

面提交的所有在线申请。 

查找申请 

如果想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可点击标准。点击一次即按升序对数据排序（按数字或字母排序，

视情况而定）。再点击一次即按降序排序。 

下载回执 

 

通过“Filed application(s)”（已提交的申请）选项卡，可以下载产权组织为您的申请发出

的回执（PDF），点击选定申请这一行中的“Download Receipt”（下载回执）。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04-create-new-application-from-filed-application.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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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多个页面 

 

使用列表顶部或底部的分页选项来浏览多个申请列表页面（每页显示 10个）。 

编辑申请草稿（“Draft application(s)”（申请草稿）选项卡） 

 

通过“Draft application(s)”（申请草稿）选项卡，可以检索已保存的未完成申请。 

如果想使用特定字段对申请进行排序，可点击排序标准（如产权组织文号或创建日期）。点击

一次即按升序对数据排序（按数字或字母顺序，视情况而定）。再点击一次即按降序排序。 

 

在“Draft application(s)”（申请草稿）选项卡下，将鼠标悬停在某一行，点击“Delete”

（删除），即可删除未发送的申请。提示：这一操作是无法撤回的永久性操作。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06-draft-applications.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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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编辑已保存的申请，请点击“ ”（编辑）。您将转入 eHague申请界面，您的申请将在

“Applicant”（申请人）选项卡下打开。 

eHague界面：申请表格 

一般功能 

 

 

必填项（
*
）—申请中所有带星号的项均为必填项。 

(1) 申请内容导航 

国际申请被分为若干不同内容。每个内容都显示在页面顶部的申请内容导航中，该导航位于顶

部黑色导航栏的下方。申请内容导航在整个申请过程中一直在这个位置保持不变，方便您在任

何时候都可以从申请的各处访问任一内容。 

可编辑的内容为深灰色，不可编辑的内容为浅灰色。尚未完成的必要内容为红色。 

不是所有申请都能看到所有内容，因为这个问题根据每个申请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例如，

如果您的申请没有指定允许关联设计的缔约方，则关联设计这一内容就无法编辑，并显示为浅

灰色（如上图所示）。 

导航中可点击进入的内容取决于被指定的缔约方。例如，在下图中，所有内容都可点击进入。 

 

在下图的示例中，并非所有内容都能从申请内容导航中点击进入。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07-e-filing-application-screen.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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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权组织文号 

产权组织申请文号总是清楚地显示在申请表格的顶部。 

(3) 操作键 

点击适当的键，以关闭（Close）当前的申请并返回工作台，查看当前申请的概览（Summary）

或是进行支付/验证（Payment/Validation）。请注意，“Payment/Validation”（支付/验证）

键无法使用，除非申请的所有必填内容均已正确填写完毕。 

(4) 申请语言 

当前申请的选定语言。在选定申请语言并创建申请后，该申请语言不能更改。 

(5) 内容标题 

国际申请被划分为若干内容标题，如 Applicant（申请人）或 Designation（指定）。各内容

在展开之前处于关闭状态。 

(6) 展开内容 

要展开一项内容，需要在申请内容导航中点击选定的内容标题或内容名称。在下图的示例中，

申请人这一内容被展开。 

 

(7) 操作键 

每项内容都包含各种可能的操作，可以通过操作键来进行操作。这些操作键位于每项内容的数

据输入区之前。在上图所示的申请人内容的示例中，有三个可用的操作键：“Add Applicant”

（添加申请人）、“Add Representative”（添加代理人）或“Add Correspondence”（添加

联系人）。点击操作键后会出现数据输入页面，其中包含不同的输入栏，如下图所示。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08-add-applicant-open.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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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项目操作键 

对于在每项内容输入的每一行数据，存在各种可能的操作。最常见的操作是铅笔图标（ ）所

显示的“Edit”（编辑），以及“Delete”（删除），将鼠标悬停在选定行并点击垃圾桶图标

（ ）即可删除。根据您正在编辑的内容，还可以进行其他操作（如在列表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复制件）。 

 

在上图所示的申请人内容中，可以看到“Edit”（编辑）和“Delete”（删除）这两个操作键

（圈出的部分）。 

(9) 信息区 

信息区有时在操作键和内容行项目的上方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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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某项内容的一般信息会在页面中显示，如上图中的示例。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关于如何完成

特定内容的说明，位于一个灰框中。 

(10) 提醒 

 

当页面显示提醒时，其信息位于一个白框中，左侧是黄色的提醒标签，如上图所示。如果一项

内容包含如上所示的提醒，则该内容标题在内容导航中也将显示为黄色，如下图所示。 

 

(11) 出现错误 

 

出错信息位于一个白框中，左侧是红色的出错标签，如上图所示。如果一项内容中出现错误，

则该内容标题也将显示为红色，如下图所示。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09-information-designation.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10-creator-warning.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11-signature-error.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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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所有错误得到更正，否则无法提交国际申请。 

请记住...您需要至少正确地完成三项初始内容，才能继续进行第一阶段的申请填写工作。有

六项基本内容。三项初始内容，即“Applicant”（申请人）、“Designation”（指定）和

“Design”（外观设计）是必填内容，需要在完成任何其他内容之前对这三项进行验证。

“Publication”（公布）、“Signature”（签名）和“Payment”（支付）也是必填内容，

否则无法提交申请。 

每个海牙申请都包含的基本内容 

申请人 

 

请务必填写第一项内容中的必填项（名称、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等）。从 2020 年 3 月 20 日起，

产权组织的所有通信都完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因此必须填写申请人、代理人和联系人的电子

邮件地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向申请人、权利人和代理人发送可追踪的电子

通信。 

https://www.wipo.int/hague/en/enotif.html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12-applicant-section-open.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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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 如果不填写所需的电子邮件地址，您将无法在 eHague 处理或提交您的申请。即使指定

了代理人，您仍然务必提供申请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 申请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必须与代理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不同——使用不同的域名——除

非代理人是内部人员。 

• 在指定了代理人的情况下，申请人或权利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只在《海牙协定共同实施

细则》规定的有限情形下使用。 

• 产权组织不会与任何第三方分享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接下来，说明申请人的至少一项资格。 

然后，选择申请人的缔约方（ACP）。 

编辑此前保存的条目 

如果想编辑 eHague中此前保存的条目（如申请人），需要点击选定行最右侧的铅笔图标。 

 

如下图所示，之前输入的所有数据都会在页面中显示，并且可以进行编辑。 

 

只需点击任何一栏就可以编辑已保存的数据或输入新数据。 

http://www.wipo.int/hague/en/guide/pdf/hague_guide.pdf#page=39
http://www.wipo.int/hague/en/guide/pdf/hague_guide.pdf#page=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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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申请人类型 

如果您想更改申请人类型，只需打开申请人页面，并选择相应的类型（“Legal Entity”（法

律实体）或“Natural Person”（自然人））。 

 

然后，输入新的详细信息。例如，如果是从“Legal Entity”（法律实体）更改为“Natural 

Person”（自然人），则需要填写姓氏。 

 

在添加新的申请人时，务必确保选择您想要的申请人“Type”（类型），并在保存申请人之前

正确填写所有要求提供的信息。 

如果不按照上述说明填写，回执中可能会出现出错提示，并导致对您的申请发出不规范通知。 

资格？缔约方？ 

如果您需要关于法律概念的帮助，如“Entitlements”（资格）或“Contracting Party”

（缔约方），请参考上下文帮助：点击项目名称右侧的“Help”（帮助）链接即可获得帮助。 

指定 

在“Designation(s)”（指定）内容中，您可以说明您希望在哪个（些）缔约方保护外观设计。 

白框内将显示目前在申请中的被指定缔约方（如果有的话）。点击最右侧的“Change 

selection”（更改选择）操作键来选择或删除一个缔约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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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您想指定的缔约方旁边的方框。您可以点击右上方的“Deselect all”（全部取消选定）

或“Select all”（全部选择）操作键来取消选定或选择所有缔约方。 

说明：在申请提交后，您将无法添加新的指定。 

 

点击信息图标（ ），查看指定某个缔约方对您需要输入的数据有哪些影响。该信息显示如

下。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13-designations-open-1.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14-designations-open-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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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了所有希望指定的缔约方后，点击右下方的“OK”操作键，保存您的指定。所保存的被

指定缔约方的双字母代码如下图中的蓝框所示。 

 

外观设计 

当您第一次在一个新申请中打开“Design(s)”（外观设计）部分时，它所显示的页面如下图

所示（提醒和/或出错提示可能与下图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您指定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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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部分包括以下子内容： 

一般信息和洛迦诺分类号 

 

第一个子内容是选填项，您可以填写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产品在洛迦诺分类中的具体分类

号。要完成这个操作，只需点击最右侧的倒三角操作按钮，从列表中选择一个类别，如下图所

示。 

 

外观设计 

在选择洛迦诺分类后，通过点击左下方的“Add design”（添加设计）操作键来创建外观设计，

如下图所示。 

 

您将根据提示为每个外观设计输入其“Locarno sub-class”（洛迦诺小类）（选填）和

“product indication”（产品说明）（必填），如下图所示。要输入一个自定义的产品说明，

https://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locarno/zh/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16-designs-section-open-first-time-locarno-class.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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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在“Product Indication”（产品说明）栏中输入该说明，无需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自定

义产品说明的长度不能超过 255个字符。 

 

在完成上述选择后，点击右下方的“Save”（保存）。 

 

如果您的申请包含多个具有相同洛迦诺小类和产品说明的外观设计，请点击“Duplicate”

（复制）操作键，以避免多次输入相同信息。复制的操作键如下图所示。 

 

在输入了多个外观设计后，可以变换它们的提交顺序。要完成这个操作，可以点击上移（˄）
或下移（˅）操作键。将鼠标悬停在您想移动的行上，就会出现这些操作键，它们位于复制操

作键的左侧。点击向上和向下的移动操作键，直到您对顺序满意为止。移动操作键如下图所示

（点击的是上移键）。 

 

在列表视图中，使用“编辑”的铅笔图标（ ）来修改洛迦诺小类或产品说明。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18-add-design-1.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19-add-design-2-green-box.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20-add-design-3-green-box.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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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添加了至少一个外观设计后，就可以上传复制件。请注意，在为每个外观设计上传至少一个

复制件之前，您不能继续进行申请。 

要预览复制件在纸张上的打印效果，点击“Preview Reproductions”（预览复制件）操作键，

如下图所示。 

 

复制件 

提示：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准备复制件的信息？欢迎参考我们与一些知识产权审查局合作编写

的《复制件指导》。该指导提供了实用的解决方案，使您能够最好地准备复制件并避免出现可

能的驳回。 

要上传复制件，点击想上传复制件的外观设计所对应的那一行的编辑操作键。然后，点击最右

侧的“add image (.jpg or .tif)”（添加图像（.jpg 或.tif）），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同时上传多个复制件。然后系统会运行两个测试： 

1.系统将自动确保复制件符合所标明的文件格式和大小要求。一旦系统接受了这些文件，您会

看到它们如下图所示在页面中列出。 

 

复制件：帕罗特无人机，注册号 DM/101359 

2.该系统还自动确保图像的分辨率和尺寸（高度、宽度）符合电子通信具体要求。例如，如果

图像太大，系统会自动调整其大小。如果系统对您上传的复制件进行了自动转换，可点击上图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guidance.pdf
http://wipo.int/edocs/hagdocs/en/2013/hague_2013_3.pdf#page=3
http://wipo.int/edocs/hagdocs/en/2013/hague_2013_3.pdf#page=3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22-add-designs-5-blank.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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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查看）栏中的“Transformations carried out”（所进行的图像转换）链接来查

看。所进行的图像转换将显示在页面上，如下图所示。 

 

如果您对所进行的图像转换不满意，可以删除一个或多个上传的复制件。要完成这个操作，对

您想删除的每个复制件最左侧栏进行勾选。只要有一个方框被勾选，表格顶部就会出现一个新

的操作行，如下图所示。点击“Delete”（删除)，删除选定的复制件，或点击“Cancel”

（取消），取消删除。 

 

复制件：帕罗特无人机，注册号 DM/101359 

您可以变换复制件的提交顺序，只需将鼠标悬停在您想移动的复制件行，并点击上移（˄）或

下移（˅）操作键，如下图方框所示。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23-add-designs-5-transformations.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24-add-designs-5-delete-cancel-buttons.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25-add-designs-5-mov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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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件：OKB Aviaresheniya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DM/204660 

说明：图像是按照上传顺序进行保存。尽管可以一次上传多个图像，但它们可能不会保持您所

希望的顺序，即使它们是按顺序进行编号/命名。 

在下图的示例中，图像为依次上传，因此保持了申请人希望的顺序编号（上传图像的文件名）。 

 
复制件：帕罗特无人机，注册号 DM/101359 

在下图的示例中，图像为同时上传。申请人希望按顺序编号（上传图像的文件名），但上传后

的图像顺序出现了变化。这是因为当多个文件同时上传时，较小的文件可能比较大的文件上传

得快。第一个完成上传的文件就是列表中显示的第一个图像。例如，如果图像 1.1.jpg 是 2MB，

图像 1.3.jpg是 1MB，那么图像 1.3.jpg可能会先完成上传，并成为列表中的第一个图像。 

 
复制件：帕罗特无人机，注册号 DM/101359 

如果想让复制件列表按特定顺序排列，那么您有两个选项： 

(1) 逐一上传复制件。 

(2) 同时上传全部复制件，然后将每个复制件移动到您所希望的位置（您可以将鼠标悬停

在选定行，点击出现的上移或下移键来移动复制件）。 

指定图例 

您可以通过图例来说明复制件的视图类型（即正面视图、背面视图等）。要对某一复制件完成

这一操作，点击想对视图进行说明的图例行最右侧的编辑操作键。如下图所示。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26-view-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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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表中选择视图类型，或者，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视图类型，则从列表中选择“Other”

（其他），然后手动输入您的视图类型（不超过 50个字符）。 

 

从列表中选择视图后，点击“Save”（保存）。 

 

然后您会看到所选择的视图出现在选定复制件的“Legend”（图例）栏中，如下图所示。 

 
复制件：帕罗特无人机，注册号 DM/101359 

如果您有很多复制件，可以使用复制件列表顶部或底部的分页键，上下滚动浏览复制件页面，

设置每页显示 5个、10个或 15个复制件。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27-view-2.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28-view-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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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件：帕罗特无人机，注册号 DM/101359 

在复制件表中预览复制件 

您可以通过点击复制件缩略图，预览该复制件的打印效果。您会看到复制件的详细信息。如下

图的示例所示。 

 
复制件：帕罗特无人机，注册号 DM/101359 

当每个外观设计至少有一个复制件上传时，就可以点击申请导航菜单中的其他选项，您可以在

整个申请范围内进行操作。 

公布 

国际申请的公布日期取决于被指定缔约方。在“Publication”（公布）内容中，信息区会显

示申请所指定的缔约方的公布选项信息。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29-view-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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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缔约方对延迟公布有限制性规定，这一信息将显示在信息区。如果您的国际申请所指

定的缔约方对延迟公布没有限制，则国际申请最多可以延迟 30 个月公布。帮助文本（ ）提

供上下文帮助。 

要编辑申请的公布日期，点击最右侧的铅笔图标（也称为编辑键），如下图所示。 

 

然后您会看到一个列有以下公布选项的页面： 

• “Standard” publication（“标准”公布）——自国际注册日起十二个月内公布。 

• Immediate publication（立即公布）——在国际注册登记后较短时间内公布。 

• Publication at a chosen time（在选定的时间公布）（自申请日起，以月为单位）—

—可以指定一个比“标准公布”更早的时间。还可以延迟公布，使公布时间晚于标准

公布——自申请日起最多 30 个月，或者如果您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则自优先权日

起最多 30个月。 

重要！无论指定哪些缔约方，您都可以选择“标准公布”或“立即公布”。一些缔约方限制或

不允许延迟公布。完整的详细信息参见信息公告 10/2021。 

从所提供的三个选项中选择您希望的公布日期，然后点击右下方的“Save”（保存）。 

 

如果您选择第三个选项，页面会出现一个下拉框，列有可选的期限（自申请日或优先权日起的

月数）。 

https://www.wipo.int/edocs/hagdocs/en/2021/hague_2021_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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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发布期限，点击下拉菜单，查看可选项，如下图所示。 

 

在选定后，点击右下方的“Save”（保存）。 

 

例 1：标准公布 

您总是可以选择“标准公布”。只需在公布内容中选择第一个选项，然后点击右下方的“Save”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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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展开国际申请的“Publication”（公布）内容，查看所选择的公布选项，如下图所示。 

 

例 2：立即公布 

您总是可以选择“立即公布”。只需在公布内容中选择第二个选项，然后点击右下方的“Save”

（保存）。 

 

您可以展开国际申请的“Publication”（公布）内容，查看所选择的公布选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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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在选定的时间公布，具体时间为自申请日起的月数。 

如果您想在特定时间公布国际申请，点击编辑键，如下图所示。 

 

然后，选择第三个公布选项——“Publication at a chosen time specified in number of 

months from the filing date”（在选定的时间公布，具体时间为自申请日起的月数）——并

点击“Request publication”（请求公布）下拉菜单，如下图所示。 

 

系统会根据您指定的缔约方，自动限制可选的选项（以月数计）。允许延迟公布的最大月数将

显示在“Publication”（公布）内容的信息框中。在下图的示例中，由于指定了新加坡

（SG），所以延迟公布最长不能超过 18个月。 

 

点击下拉列表后，您可以在允许的月数范围内选择您希望的注册公布时间。在这个示例中，指

定了新加坡，国际注册最多可延迟 18个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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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定后，点击右下方的“Save”（保存），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展开国际申请的“Publication”（公布）内容，查看所选择的延迟公布期限（在本示

例中为 18个月），如下图所示。 

 

在提交申请前，您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点击该行最右侧的“编辑”铅笔图标来编辑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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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或权利人可以在国际申请最初指定的公布期届满前任何时间请求提前公布。国际局在收

到任何此类请求后，将立即公布国际注册（考虑到为公布进行相关技术准备所需的时间）。此

类请求可通过联系海牙提出。 

有关公布的详细信息参见《海牙用户指南》。 

签名 

要指明谁在申请中签名，勾选适当名称左侧的方框，然后点击上图右下方的“Save”（保存）。 

 

如果您对签名感到满意，点击页面右下方蓝色的“Save”（保存）。 

在“Application reference”（申请文号）一栏中，可以输入您的个人文号以供记录。请注

意，这个文号不会被公布。 

支付申请费用 

如果已准备好进行支付，则点击右上方的“Payment/Valid.”（支付/验证），该键位于申请

导航栏的下方和“Summary”（概览）键的右侧。从页面的任意位置都可以点击

“Payment/Valid.”（支付/验证）（如下图所示）。 

 

如果申请的必填内容还未填写完成，则无法点击“Payment/Valid.”（支付/验证）。此时该

键为灰色，如下图所示。 

https://www3.wipo.int/contact/en/hague/
https://www.wipo.int/hague/en/guide/publication.html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35-payment-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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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送申请前，您应当查看申请的概览，对申请进行认真检查。查看概览可点击“Summary”

（概览），该键位于“Payment/Valid.”（支付/验证）键的左侧。概览页面示例如下图所示。 

 

请注意，申请一经发出，就不能再修改。 

点击“Payment/Valid.”（支付/验证）后，您会看到一个列有逐项费用的页面，以及您在提

交申请时应支付的总金额。确认应付的总额，如下图所示。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36-payment-button-greyed-out.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37-summary-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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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延迟公布申请，则可以勾选下图所示的方框，最晚在延迟公布期限届满前三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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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选择延迟公布，或者被指定缔约方不允许延迟公布，则上图所示的框为灰色，不能勾

选。 

您有最后一次机会通过以下两个步骤来确保申请一切正常，如下图所示。第一步，点击

“Summary”（概览），查看申请的总概览，确认所包含的信息正确。第二步，点击“Preview 

reproductions”（预览复制件），预览复制件（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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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认申请已全部填写完成后，勾选红字句子旁边的方框：“I confirm that I have 

reviewed my application and its contents, including reproductions and accompanying 

documents”（我确认已对我的申请及其内容进行了检查，包括复制件和附带文件）。然后点

击右下方的“Send”（发送），如下图所示。 

 

成功提交申请后，会出现一个确认页面，如下图所示。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40-sending-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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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立即支付，点击“Pay”（支付）。如果想稍后支付，点击“Workbench”（工作台），

回到您的 eHague工作台，您可以在工作台下载回执。 

如何支付 

如果选择在提交申请后立即支付，在点击确认页面上的“Pay”（支付）后，会出现一个

“Payment Details”（支付详情）页面。该页面所显示的信息会有所不同，取决于您此前是

否用产权组织往来账户进行过支付，如果支付过，您的产权组织（在线）帐户就已与您的产权

组织往来账户相关联。 

如果是第一次支付或此前没有用产权组织往来账户进行过支付（如果支付过，您的产权组织往

来账户就已与您的产权组织帐户相关联），就会看到如下页面。如果您的产权组织帐户与您的

产权组织往来账户已经关联，那么就通过您的产权组织往来账户自动支付。 

 

您可以从该页面返回您的申请，用您的产权组织往来账户支付，如果没有产权组织往来账户，

可以使用信用卡、借记卡、PayPal或银行转账支付。点击“I do not have a Current Account 

at WIPO”（我在产权组织没有往来账户）。 

输入您的姓名和地址，如下图所示。 

https://www.wipo.int/finance/en/current_accou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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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Continue”（继续）进入以下页面。 

 

从下拉栏中选择您想使用的支付方式。可选项包括银行转账、信用卡（使用借记卡时也选择此

项）、产权组织往来账户或 PayPal。如果您此前没有用往来账户进行过支付，或没有将您的产

权组织帐户与您的产权组织往来账户关联起来（使用产权组织往来账户支付即可实现关联），

您就不能在该页面的下拉栏中选择往来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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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支付 

如果想使用信用卡支付，则选择信用卡选项，确认总金额和客户编号正确，然后点击

“Continue”（继续），如下图所示。 

 

这将带您进入产权组织的安全信用卡处理服务。您会看到以下页面，选择您的信用卡/借记卡

支付方式。 

 

在选择其中一项后，输入卡的详细信息，如下图中的示例所示。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44-payment-method-credit-card.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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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Pay”（支付）。当支付被成功处理后，您会看到如下所示的付款成功信息。“Basket 

Status”（购物篮状态）内容显示了交易信息。 

 

您还会收到包含所有这些信息的电子邮件确认函。该电子邮件的发件人为 noreply@wipo.int，

内容如下图的示例所示。 

 

mailto:noreply@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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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产权组织将只通过电子邮件确认信用卡支付。一条电子信息将自动生成并发送至您在账

单信息中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产权组织不为信用卡在线支付开具任何其他付款收据或发票。

如果您没有收到电子邮件确认函，请与我们联系。 

支付成功后，点击“Continue”（继续）（位于“Payment Details”（支付详情）的最右侧，

如下图所示）。 

 

这将使您回到 eHague工作台，您可以通过点击下图所示的键下载已提交申请的回执。 

 

 

产权组织往来账户支付 

如果您有产权组织往来账户，在“Payment Details”（支付详情）页面上会自动选定该账户，

如下图所示。 

https://www3.wipo.int/contact/en/area.jsp?area=hague-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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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总金额是否正确，然后点击“Continue”（继续）。支付处理完毕后，您会看到支付详情，

如下图所示。如果最右一栏显示的支付状态是“Received”（已收到），则说明已支付成功。 

 

登录 WIPO Pay 后，您可以查看您通过往来账户（以及其他方式）进行支付的状态。登录后，

您会看到一个概览页面，如下图所示。点击页面左上方的“Activity”（活动）链接。 

 

然后您会看到页面上列出了所有未付或已付的款项。要查看某项交易的详细信息，点击每行最

右侧的“View”（查看），如下图所示。 

https://www3.wipo.int/epayweb2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47-payment-method-current-account-1.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48-paid-current-account-summary-basket-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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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个页面，您会看到所有的支付详情。此处所显示的详细信息会有所不同，取决于支付状态

（已付/未付）。下图中的示例显示的是已完成支付的交易的详情。 

 

点击右上方的“Go Back”（返回），回到显示您的支付活动列表的 WIPO Pay 概览页面。 

回到 eHague 工作台后，您会看到您提交的所有申请。在您的支付被处理后，将可以下载所提

交申请的回执。还可以在这个页面上查看此前提交的申请的回执。要完成这一操作，点击选定

申请的对应行的“Download Receipt”（下载回执）。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50-paid-current-account-summary-basket-3.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51-paid-current-account-summary-basket-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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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转账支付 

要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则从支付方式下拉菜单中选择银行转账选项，确认总金额和客户信息正

确，然后点击“Continue”（继续），如下图所示。 

 

然后您会被带到 eHague 工作台，可以从这里下载回执。您还会收到包含完成银行转账所需信

息的电子邮件确认函。该电子邮件的发件人为 noreply@wipo.int，内容如下图的示例所示。 

 

mailto:noreply@wipo.int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46-acknowledgement-of-recd.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52-payment-method-bank-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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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未能全额支付费用会使国际局发出不规范通知。该通知包含一个支付截止日期（通常

为 3个月），之后申请将被视为放弃。 

您也可以通过 WIPO Pay获取银行转账的支付详情。登录后，您会看到一个概览，如下图所示。 

 

要查找银行转账的支付信息，点击顶部导航菜单中的“Waiting for Payment”（待支付）链

接。然后您会看到所有待付款项的列表。那些因银行转账而待付的款项，其记录中会显示支付

方式为“银行转账”。要查看支付信息，点击“View”（查看），如下图所示。 

 

然后会出现以下页面，显示接收转账的银行账户的详细信息。点击“Send me these payment 

details by e-mail”（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送这些支付详情），以便通过电子邮件接收这些

详细信息。点击右上方的“Continue”（继续）回到“Payments Summary”（支付概览）页面。 

https://www3.wipo.int/epaywe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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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Waiting for Payment”（待支付）页面上找不到您想找的待支付款项，也可以用

您的 WIPO Pay 支付文号来搜索该款项。这个唯一编号的格式为 EPAY-XXXX-XXXX，可从您收到

的电子邮件确认函（在“Payment Items”（款项）下）或可从 eHague工作台下载的回执中的

“Payment of Fees”（费用支付）处查询。下图显示了回执中该编号的示例。 

 

要在 WIPO Pay中搜索这一支付款项，点击菜单项“Search Payment”（搜索支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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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下图栏中输入回执或电子邮件确认函中显示的 WIPO Pay 文号，点击“Search”（搜

索）。 

 

如果输入的是有效的文号，页面将显示应接收相关金额转账的银行账户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点击菜单项“Activity”（活动）来查找您的支付款项。可以从支付活动中对交易

进行搜索，当找到您想了解的交易时，点击“View”（查看）链接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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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用其他方式支付，并且您还未进行银行转账，则向下滑动至显示“I Don’t Want to 

Pay by Bank Transfer but Want to Pay by Another Payment Method”（我不想通过银行转

账支付，而是以其他方式支付）的部分并点击进去。 

 

然后点击“Pay another way”（以其他方式支付）。 

 

然后，您会被带到交易的“Payment Details”（支付详情）页面，从这里可以看到支付状态

已变为取消（如下图所示）。 

 

要继续使用另一种不同的支付方式，点击“Continue”（继续）。这会使您返回到“Summary”

（概览）页面。被取消的支付款项可以在待付款项列表中找到。如果想进行支付，点击包含您

想支付款项的那一行的“+”。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54-payment-method-bank-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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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操作会把该项添加到您的购物篮。如果您有更多想同时支付的待付款项，点击每项的

“+”，将其加入您的购物篮。当您准备好支付时，点击“Checkout”（结账）进行支付。 

 

然后您会看到“Payment Details”（支付详情）页面，从这里可以选择想使用的支付方式。 

PayPal支付 

要通过 PayPal 支付，在“Payment Details”（支付详情）页面从支付方式下拉栏中选择

PayPal 选项，确认总金额和客户信息正确，然后点击“Continue”（继续）。 

 

然后您将被带到 PayPal 支付页面。用您的 PayPal 凭据登录，或输入您的信用卡信息并创建一

个新的 PayPal账户，然后进行 PayPal支付。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55-payment-method-paypal-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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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ayPal 支付成功后，您将返回到 eHague 工作台。要查看您刚提交的申请或此前申请的回

执，点击包含相关申请的那一行的“Download Receipt”（下载回执）。 

 

与某些指定有关的内容 

本教程的这一部分涉及您的申请中与指定某些缔约方有关的内容。根据所指定的缔约方，您可

能需要提供附加的强制性内容，或可能提交附加的可选内容，或两者兼有。 

指定美利坚合众国（US） 

如果您指定美利坚合众国，“Creator”（设计人）内容使您能够提交设计人宣誓或声明。此

外，菜单中会出现“Claim (US)”（权利要求（美国））选项，“Optional Content”（可选

内容）中还会出现另外两个选项：“Economic Status Indication”（经济状况说明）和

“Eligibility for Protection”（保护资格）。 

(1) 设计人宣誓或声明 

在“Creator”（设计人）内容中，对于所确定的每名设计人都要提交一份宣誓或声明。要完

成这一操作，您可以(1)下载声明表格并附加进来；(2)通过点击“Attach an existing 

declaration(PDF)”（附加已有的声明（PDF））来附加所下载的表格或已有声明；或(3)通过

点击“Make a new declaration”（作出新的声明）来作出新的声明。这些步骤见下图所示。

请注意，您必须填写所有的必填项，然后才能点击“Make a new declaration”（作出新的声

明）。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56-acknowledgement-of-receipt-download-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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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击“Make a declaration”（作出声明）后，声明文本会出现在页面上。设计人必须在两

个斜线之间输入其签名，并点击右下方的“I declare”（我声明）。 

提示：签名的斜线为自动输入，您不需要在签名中输入这两个斜线。 

 

在设计人信息和相关声明输入完成后，点击“I declare”（我声明）。在点击该键后，设计

人的发明人声明将被添加到该设计人的信息中。点击“Save”（保存），保存所有输入的设计

人信息。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58-us-declaration-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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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所登记的声明，将鼠标悬停在选定行上并点击“Preview”（预览）。通过这一操作，

您可以下载该声明的 PDF格式文件。点击垃圾桶图标可从您的申请中删除设计人和相关声明。 

 

(2) 权利要求 

这一内容允许您提交权利要求。要完成这一操作，首先在“Claim”（权利要求）内容中点击

“Add”（添加）。 

 

在提供的空白处标明一篇文章，并点击“Save”（保存）。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0-us-declaration-4.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1-us-claim-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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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护资格 

如果申请指定了美国，在“Other Content (If Applicable)”（其他内容（如适用））中会

出现“Eligibility for Protection”（保护资格）选项。您可以提交信息披露声明。要完成

这一操作，点击“Add document (PDF)”（添加文件（PDF）），并选择您的文件。 

 

如果有多个文件需要上传，您可以重复这一操作。 

 

要查看上传的文件，将鼠标悬停在选定行/文件上，点击“View”（查看）。这样就可以下载

您所上传文件的 PDF版。点击垃圾桶图标可以从您的申请中删除设计人和相关声明。 

 

请注意，当您在这项内容中上传提交一个或多个文件时，文件名将被自动重命名。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2-us-claim-2.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3-us-ids-1.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4-us-ids-2.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5-us-ids-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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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状况说明 

这项内容允许您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进行说明，以便从美利坚合众国的单独指定费减免政策中获

益。要说明经济状况，点击编辑键（铅笔图标），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下图所列的经济状况中选择适用的经济状况。 

 

要了解您是否符合对小微实体资格的要求，点击链接“Determination of entitlement to 

small entity status”（小型实体的判断标准）或“Determination of entitlement to 

micro entity status”（微型实体的判断标准），如下图所示。 

 

如果您选择微型实体资格，则会被要求附上 PDF 格式的证书。在这种情况下，微型实体单选框

说明中也提供了美国专利商标局网站上相应表格的链接。点击“Upload Micro Entity 

certificate”（上传微型实体证书），将该证书附在您的申请中。 

 

在您上传微型实体证书后，它将被系统重新命名，如下图所示。您可以上传一个以上的证书。

要查看上传的证书，将鼠标悬停在选定行并点击“View”（查看），如下图所示。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6-us-economic-status-1.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7-us-economic-status-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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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中国（CN）、日本（JP）或大韩民国（KR） 

如果您指定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导航菜单中会出现“Main or Principal Design”（主要

或基本设计）选项，并在“Other Content (If Applicable)”（其他内容（如适用））中出

现“Declaration Concerning Exception to Lack of Novelty”（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声

明）选项。 

(1) 主要设计或基本设计 

在这项内容中，可以为中国指定一项主要设计或基本设计，为日本和大韩民国指定基本设计和

关联设计。要为每个缔约方完成这一操作，首先点击“Add”（添加），如下图所示。 

 

然后选择“Contracting Party concerned”（有关缔约方）（CN、JP或 KR）。 

 

如果您选择了 CN，唯一的其他可选项是指定基本设计。其余的栏将不会显示，因为系统会自动

输入正确的信息。 

 

在为 CN 选择了主要或基本设计后，点击“Save”（保存）。保存的数据将出现在一个表格中，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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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定日本或大韩民国的关联设计，点击“Add”（添加）显示数据栏。输入所需的信息并点

击“Save”（保存）。就日本和大韩民国而言，“Reference Type of Main or Principal 

design”（主要或基本设计的参考类型）的一个可选项是“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当前的国际申请），如下图所示。 

 

如果选择这个选项，系统会自动保存正确的数据（当前申请的产权组织文号），而

“Reference of Main of Principal design”（主要或基本设计的文号）一栏将不显示。下图

展示了一个这样的示例。 

 

在输入所有其余的必要信息后，点击“Save”（保存）。您为所有有关缔约方输入的数据将填

写在该表格中。您可以添加多个关联设计。 

 

要删除任何记录，只需将鼠标悬停在选定行并点击垃圾桶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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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声明 

在“Other Content (If Applicable)”（其他内容（如适用））中，您可以完成

“Declaration concerning exception to lack of novelty”（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声明）。

首先点击“Add”（添加），如下图所示。 

 

在下个页面（如下图所示）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有关缔约方，然后选择您的声明将适用的设

计。 

 

在您点击“Save”（保存）后，会出现一个新键供您添加证明文件。只能上传一份文件，它将

适用于所有为其作出声明的缔约方（CN、JP 或 KR）。 

 

保存多个声明将显示一个表格，如下图所示。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8-declaration-novelty-1.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9-declaration-novelty-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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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申请人必须在在国际外观设计公报中进行国际注册公布后的 30 天内将原始文件直

接发送给日本特许厅。 

(3) 优先权文件 

如果您在申请中指定了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您还可以在“Priority”（优先权）内容中上

传优先权文件（PDF）（关于提交优先权文件的重要信息）。国际局会把提交的文件转发给各

缔约方。要添加优先权文件，首先点击“Add”（添加）来添加优先权要求，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Upload PDF”（上传 PDF文件）来上传文件，如下图所示。 

 

每项优先权要求可以上传一份优先权文件。优先权文件上传后，您可以点击 PDF 文件链接来查

看该文件，如下图所示。 

 

如果您的申请没有指定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在优先权内容中就没有“Upload PDF”（上传

PDF 文件），如下图所示。 

https://www.wipo.int/hague/en/guide/ia.html#r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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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以色列（IL） 

(1) 经济状况说明 

这项内容允许您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进行说明，以便从以色列的单独指定费减免政策中获益。要

说明经济状况，点击编辑键（铅笔图标），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以下所列的经济状况中选择适用的经济状况。请注意，如果要求优先权，则适用未减费

的单独指定费。 

 

要了解您是否符合获得小型实体或高等教育机构地位的要求，请点击下图所示的链接。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6-us-economic-status-1.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67-us-economic-status-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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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经济状况后，点击“Confirm”（确认）。您为以色列提供的经济状况说明现已记录下来。 

 

指定越南（VN） 

(1) 权利要求 

指定越南时，一个默认的权利要求会保存在“Claim”（权利要求）内容中，如下图所示。无

法对指定越南所提供的权利要求进行编辑。 

 

指定墨西哥（MX） 

(1) 经济状况说明 

这项内容允许您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进行说明，以便从墨西哥的单独指定费减免政策中获益。要

说明经济状况，点击编辑键（铅笔图标），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以下所列的经济状况中选择适用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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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您是否符合获得小型实体或高等教育机构地位的要求，请点击下图所示的链接。 

 

选择经济状况后，点击“Confirm”（确认）。您为指定墨西哥提供的经济状况说明现已记录

下来。 

 

适用于许多指定的内容 

(1) 说明书 

如果您指定的缔约方要求提供有关外观设计特征的说明书，导航菜单中的“Description”

（说明书）一项将变为红色，还会在打开“Description”（说明书）时出现红色提醒。对于

产权组织建议您提交说明书的缔约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进入说明书这一内容后，将说明书填写在方框内，如果感到满意就点击“Save”（保存）。 

通过这项内容底部的字数统计，可以知道说明书相比最多 100 字的限制多出来的字数（超过

100 字会产生额外费用）。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71-description-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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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明人 

如果您指定的缔约方要求明确设计人身份，或要求提交与设计人有关的声明，则导航中的设计

人一项将显示为黄色，并且在这项内容中会出现黄色提醒（如下图所示）。 

 

要添加设计人，点击“Add”（添加），填写设计人的姓名和地址，并说明他/她们的设计是什

么。 

 

与申请人的情况一样，所保存的每个设计人分别显示在一行中，该行还包括最初显示的该设计

人的基本信息。如果想了解某一设计人的更多详细信息，可以点击该行最左侧的三角形。将鼠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72-creator-1.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73-creator-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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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悬停在某一行，可以预览或删除设计人声明。点击某一行最右侧的铅笔图标来编辑设计人的

详细信息。 

 

其余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选填项） 

本教程中关于某些指定的部分所介绍的“Description”（说明书）和“Creator”（设计人）

这两项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填写。如果缔约方对此不作要求，那么它们是选填项。 

代理人 

要指定代理人，展开“Applicant”（申请人）内容并点击“Add Representative”（添加代

理人），如下图所示。 

 

与添加申请人时填写的信息类似，需要填写代理人的类型（法律实体或自然人）、名称、地址

（包括城市和国家）和电子邮件地址。点击“Save”（保存）以保存代理人的详细信息。 

联系人 

要指定联系人的通讯地址，需展开“Applicant”（申请人），并点击“Add Correspondence”

（添加联系人），如下图所示。 

说明：只有在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申请人，并且在申请中没有指定代理人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Add Correspondence”（添加联系人）（更多详细信息见信息公告 04/2022）。 

 

https://www.wipo.int/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demo.html#designations
https://www.wipo.int/edocs/hagdocs/en/2022/hague_2022_4.pdf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74-creator-3.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75-representative-1.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77-correspondenc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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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联系人通讯电子邮件地址并点击“Save”（保存）。 

 

然后联系人通讯信息将与申请人列表一起显示，如下所示。 

 

优先权 

可以根据《巴黎公约》将对在先申请的多项优先权要求添加到申请中。为此，需展开

“Priority (If Applicable)”（优先权（如适用））并点击“Add”（添加），如下图所示。 

 

完成所有必填项，然后点击“Save”（保存）。下图显示了一个完整优先权要求的示例。 

 

说明：只有当申请指定了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时，才会显示上传 PDF 键。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P83_6610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79-priority-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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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保存的优先权要求在一个列表中显示，如下图所示。点击编辑键（铅笔图标）或删除键（垃

圾桶图标）来执行这些操作。 

 

展览 

如果希望为在国际展览上展出的工业品外观设计请求临时保护，展开“Exhibition (If 

Applicable)”（展览（如适用）），然后点击“Add”（添加），如下图所示。 

 

填写所有必填项，然后点击“Save”（保存），如下图所示。 

 

所保存的每个展览分别显示在一行中，该行还包括关于该展览的详细信息。如果想对某一行进

行编辑或删除，点击铅笔图标（编辑）或垃圾桶图标（删除）。 

 

eHague通信：对不规范通知的答复 

通过 eHague 提交国际申请后，如果产权组织国际局发现存在不规范，就会发出更正不规范的

通知。审查员在审查期间还可以发出其他类型的通信，如可能不需要答复的意见。即使不需要

答复，查看这些意见也很重要，因为它们可能包含关于在没有收到申请人答复的情况下会采用

的改正的信息。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81-exhibition-1.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82-exhibition-2.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83-exhibition-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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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通信总是以邮寄方式发出。如果申请最初是通过 eHague 提交（而不是通过纸质表格

DM/1），那么通信可立即在 eHague 工作台中获得。此外，还会发送电子邮件提醒，通知申请

人有新的通信。 

出于安全原因，电子邮件提醒中没有提供链接。 

 

提醒：从电子邮件发出到在 eHague通信中获得通知，最长有 24小时的延迟。 

在收到电子邮件提醒后，就可以登录 eHague 并找到“eHague communication”（eHague 通信）

选项卡，该选项卡位于“Draft(s)”（申请草稿）选项卡的右侧，如下图所示。 

 

通过 eHague通信界面可对国际局发送的有关国际申请的通信进行检索和答复。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84-efiling-comms-1.jp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85-efiling-comms-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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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视图中，有三个主要选项卡： 

1. “Action Required”（需要进行操作），答复更正不规范的通知； 

2. “No Action Required”（不需要进行操作），可对意见和放弃通知书进行检索； 

3. “Archived”（存档），可对早前的通知进行检索。 

还有返回 eHague工作台以及查看本教程的各选项卡。 

(1) 需要进行操作：答复更正不规范的通知 

要查找更正不规范的通知，需确保“Action Required”（需要进行操作）选项卡以浅灰色突

出显示。如果不是就点击它。 

在“Action Required”（需要进行操作）下，您会发现有一个列表，上面列有需要进行操作

的更正不规范或小缺陷的通知。 

您可以点击“Letter”（通知）栏下的 PDF图标来下载通知。 

 

在上图的页面中出现了“Action(s)”（操作）上下文键，当您把鼠标悬停在选定行时，可以

执行各项操作： 

1.点击“Reply”（答复）可打开答复表格，对更正某些不规范或小缺陷的通知进行在线答复； 

2.点击“Letter”（通知）可下载突出显示的通信的通知；以及 

3.点击“History”（历史）可审查每个国际申请的通信历史。 

如果您有待付款项，“Pay Online”（在线支付）键也会出现。 

(2) 答复表格 

说明—答复表格是用来发送将被保存在申请文档中的正式答复。在发送之前，请仔细撰写并充

分检查您的答复。如有疑问，请通过电子邮件或通知中注明的电话与负责审查该申请的审查员

联系。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86-efiling-comms-3.p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87-efiling-comms-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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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答复表格（如下图所示），您可以： 

1. 在文本框中输入您的答复； 

2. 附上 PDF格式的文件（授权书/发明人声明/微型实体证书/其他文件），如下图所示； 

 

3. 附上复制件，注明外观设计和复制件的编号（即 2.3=外观设计 2 号，复制件 3 号），并以

JPG 或 TIF格式上传图像； 

4. 将鼠标悬停在复制件行，点击垃圾桶图标，即可删除上传的复制件。 

 

完成所有必须进行的操作，点击“Submit your reply”（提交您的答复）。 

如果想撤销您的答复，点击“Cancel”（撤销）。请注意，答复一经提交就无法撤销或删除。 

(3) 在答复不规范通知时提交替换原件的新的复制件副本 

一般建议 

为了便于国际局处理对不规范通知的答复，建议提交替换复制件的新副本，同时在答复表格的

文本框中提供精准的书面解释（上图第 1项）。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88-reply-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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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 

新的复制件副本应采用 JPEG或 TIF的图像格式，其文件大小不超过 2兆字节。复制件的分辨率

均应为 300×300点/英寸（dpi）。 

编号和顺序 

每个复制件都必须有一个单独的编号（当同一外观设计从不同角度呈现时，编号必须由两个数

字组成，用一个点隔开，例如：第一个外观设计为 1.1，1.2，1.3 等，第二个外观设计为 2.1，

2.2，2.3等，以此类推）。 

替换复制件的编号应与被替换的复制件原件的编号和顺序一致（请参考电子申请回执中注明的

编号及其顺序）。 

在 eHague界面中，应将替换复制件的编号输入答复表格中各自对应的栏（即对于复制件 2.3，

2应输入“Design No.”（外观设计编号），3应输入“Repro. No.”（复制件编号））。 

请注意，其他的编号方式（如出现在复制件边缘空白处的“987654.1”；或“1/12”或“图 1”

等）会被视为不正确，因为它们不符合《行政规程》第 402（c）节和第 405节的要求。 

图例 

在 eHague 界面中，应在“Type of view”（视图类型）一栏中输入替换复制件的图例（对视

图类型的说明）。图例不应标注在复制件的边缘空白处。 

(4) 不需要进行操作 

“No Action Required”（不需要进行操作）选项卡包含意见通知书和放弃国际申请的通知。

括号中显示的是未读通信的数量。这些通信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下图没有显示任何“No 

Action Required”（不需要进行操作）的记录）。 

 

通信一经阅读，会在“No Action Required”（不需要进行操作）选项卡中保留 30 天。之后

它们会自动转移到“Archived”（存档）内容。 

(5) 存档 

这一内容包含有关国际申请的通信，这些申请或是已登记，或是已被放弃，因此无法成为任何

答复或其他通信的主题。这项内容中也包括不需要进行操作的通信。此类通信在阅读 30 天后

移至“Archived”（存档）内容。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89-no-action-required-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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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尝试提交申请了吗？ 

访问 eHague 

https://www3.wipo.int/HagueEFilingWeb/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how_to/efiling_tutorial/images/scaled/90-archived-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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