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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手册 

地理标志保护数据管理系统主要包括系统登录、政策文件、地方数据管理、监管保护及跳转

链接等功能模块。 

版本说明 

本手册对应产品的版本为：地理标志保护数据管理系统 V1.0.0。 

读者 

本手册的读者为各地方政府地理标志保护数据管理系统注册用户。 

使用人员应具备以下基础知识： 

(1) 熟悉计算机应用操作基本知识。 

(2) 熟悉 Microsoft Windows XP 及以上操作系统和 Office办公软件。 

用户反馈 

感谢您使用本系统。如果您发现本手册中有错误或者系统运行不正确，或者您对本手册有任

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010-61073151）。我们相信，您的意见将是我们作版本修订

时的重要依据。 

本书约定 

1．通用格式约定 

格式 意义 

宋体 正文采用宋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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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体 除一级标题采用宋体加粗以外，其余各级标题均采用黑体。 

楷体 警告、提示等内容一律用楷体，并且在内容前后增加线条与正文隔离。 

2．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式 意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页面名、菜单名、数据表和字段名等，如“弹

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

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3．键盘操作约定 

格式 意义 

加尖括号的

宋体字符 

表示键名或按钮名。如<Enter>、<Tab>、<Backspace>、<a>等分别表示回

车、制表、退格、小写字母 a。 

<键 1+键 2> 表示在键盘上同时按下几个键。如<Ctrl+Alt+A>表示同时按下“Ctrl”、

“Alt”、“A”这三个键。 

<键 1，键 2> 表示先按第一个键，释放，再按第二个键。如<Alt，F>表示先按<Alt>键，

释放后，紧接着按<F>键。 

4．鼠标操作约定 

格式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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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快速按下并释放鼠标的一个按钮。 

双击 连续两次快速按下并释放鼠标的一个按钮。 

拖动 按住鼠标的一个按钮不放，移动鼠标。 

 

5．各类标志 

本手册采用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格式 意义 

 
小心、注意、警告、危险：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 

 说明、提示、窍门、思考：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确认】 提醒需要特别留意的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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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系统介绍  

“地理标志”保护数据管理系统是地理标志保护资源普查的信息上传汇总平台，地方地理

标志行政部门可在系统查看相关制度政策、对辖区内的地理标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地理标志

专用保护标志使用进行保护监督。 

注意：本系统仅供各地方地理标志行政管理部门使用，未经允许，地方用户不得将系统

账号转借给任何第三方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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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各模块主要功能  

2.1 系统登录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系统登录地址 http://dlbzgl.hizhuanli.cn:9000/，跳转到系统登录

页面，如下图所示： 

 

输入用户名、密码（用户名和密码由系统管理员统一发放），输入正确的验证码（不区分大

小写），点击【登录】按钮，即可进入系统主界面（如下图），如遇登录失败等情况，请按提示

信息重新操作或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http://dlbzgl.hizhuanli.cn: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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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策文件  

进入系统后，默认会打开【政策文件】界面（如下图所示），也可通过点击左侧菜单中的【政

策文件】打开。

 

 

2.2.1 政策查询  

在政策文件展示界面搜索框中输入要查询的政策标题或关键字，按下【回车】键或点击【查

询】按钮，即可查看政策列表。点击数据条目中的查看详情列【点击查看】按钮即可下载相关政

策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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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方数据管理  

点击左侧【地方数据管理】选项卡，可以打开数据管理菜单列表（如下图）。 

 

2.3.1 产品保护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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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中已有的专用标志数据为国家知识产权局自行收集整理所得，数据的准确性需各地方

局校验，如有错误，需地方局更正，最后数据以地方局提报的数据为准。 

点击【产品保护填报】标签，系统会在右侧打开专用标志填报标签页（如下图所示）。

 

鼠标停留在标签上方右键点击，会弹出选项卡相关操作列表（如下图所示） 



地理标志保护数据管理系统用户使用手册   

 11 / 23 

 

 

所有标签都有上述功能，以下不在一一赘述。 

2.3.1.1 查询  

在搜索框输入产品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或者点击【回车】键，即可查询相关产品列表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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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新增  

 点击【新增】按钮，会弹出新增数据填报表单（如下图所示）： 

 

标有“*”的选项必须填写，表单信息按要求填写完成后，点击左上方【保存】按钮即可提交数据。 

2.3.1.3 编辑  

 选中一条数据，点击【编辑】按钮，弹出数据编辑表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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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单信息修改完成后，点击左上方【保存】按钮，即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 

2.3.1.4 查看详细  

 选中一条数据点击【详细】按钮，或者双击数据条目，可以打开查看数据详细信息（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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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数据前面的“+”号，可以查看该产品的核准使用企业信息（如下图所示）： 

 



地理标志保护数据管理系统用户使用手册   

 15 / 23 

 

2.3.1.5 删除  

 选中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系统会弹出删除前提示（如下同所示），选择【确认】

按钮即可成功删除数据，选择取消则不删除。 

 

2.3.2 专用标志填报  

系统中已有的产品保护数据为国家知识产权局自行收集整理所得，数据的准确性需各地方局

校验，如有错误，需地方局更正，最后数据以地方局提报的数据为准。 

点击【专用标志填报】标签，系统会在右侧打开产品保护填报标签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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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标志填报】标签页的【查询】、【新增】、【编辑】、【详细】、【删除】等按钮

的操作方式请参考【产品保护填报】操作流程。 

2.3.3 集体/证明商标（地理标志）填报  

点击【集体/证明商标（地理标志）填报】标签，系统会在右侧打开集体/证明商标（地理标

志）填报标签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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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证明商标（地理标志）填报】标签页的【查询】、【新增】、【编辑】、【详细】、

【删除】等按钮的操作方式请参考【产品保护填报】操作流程。 

2.3.4 使用集体/证明商标企业填报  

点击【使用集体/证明商标企业填报】标签，系统会在右侧打开使用集体/证明商标企业填报

标签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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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集体/证明商标企业填报】标签页的【查询】、【新增】、【编辑】、【详细】、【删

除】等按钮的操作方式请参考【产品保护填报】操作流程。 

2.3.5 相关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填报  

点击【相关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填报】标签，系统会在右侧打开农产品地理标志填报标签

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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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填报】标签页的【查询】、【新增】、【编辑】、【详细】、

【删除】等按钮的操作方式请参考【专用标志填报】操作流程。 

 

2.3.6 导出填报数据  

点击【导出填报数据】标签，系统会在右侧打开导出填报数据标签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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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点击【导出填报数据】标签，会弹出完善用户信息输入框，按要求填写完整用户信息

后，点击【保存】即可。 

 点击【导出填报单】按钮，即可导出所需的填报单，在导出填报单之前，请务必逐条检查

填报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尽可能完善填报数据，保证上述填报数据均已填写完整无误，如下

图： 

 

 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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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导出填报附件】按钮与【导出填报单】按钮操作相同。 

2.4 监管保护  

点击左侧【监管保护】选项卡，可以打开监管保护菜单列表。 

2.4.1 监管情况报告  

点击【监管情况报告】标签，系统会在右侧打开监管情况报告标签页（如下图所示）：

 

选择对应的专项行动或者在搜索框输入对应文件标题，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询相关

的监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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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按钮，系统会弹出监管情况填报表单（如下图所示）

 

按要求填写各项条目，并选择要上传的附件，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填报。 

【删除】按钮功能与专用标志填报【删除】按钮功能相同。 

点击查看详情列的【点击查看】按钮，即可查看监管报告的详细信息。 

2.5 跳转链接  

系统右上角有跳转其它地理标志相关网站的链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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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地标公告】标签，会跳转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和官方标志公告页面（如下图

所示）

 

点击【门户网站】按钮，会跳转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和官方标志保护平台门户网站。 

点击【地标检索】按钮，会跳转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和官方标志保护平台检索网站。 

点击【安全退出】按钮，即可安全的退出地理标志保护数据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