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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专利信息分析引导专利战略和专利布局， 
       为机构带来技术进步和国际专利商战的巨大利益 

 



Patent No: US7,479.949 B2 

Date of Patent: Jan,20,2009 TOUCH SCREEN DEVICE,MENTHOD,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COMMANDS BY APPLYING HEURISTIC 

DETERMING 

Steven.P.Jobs 

Apple.Inc 



1.1专利信息的外在特点 

外在 

特点 

专有性 

地域性 

时效性 

他人无法实施使
用该发明创造的
权利 

依照一国法律取
得的知识产权只
在该国境内具有
法律效力 

各国专利法均规
定了专利的有效
时间 



1.2专利信息的内容特征 

内容 

特征 

技术性 

法律性 

经济性 

受专利法保护的
人类科学技术的
研发成果 

发明创造的权利
保护范围、生效
日期、优先权、
地域范围等 

与国家、行业、
企业的经济活动
密切相关 



• 专利号：Patent Number 

• 专利授权日期：Issue Date 

• 专利名称：Title 

• 专利发明人：Inventor 

• 专利申请人：Assignee 

• 专利申请号：Appl.Number 

• 专利申请日期: Appl.Date 

• 专利国际分类：Int. Patent Class 

• 专利美国分类：U.S.Class 

1.3专利文献著录项目(1) 



• 专利引证数据：References Cites 

• 专利摘要：Abstract 

• 专利申请范围：Claim 

• 专利优先权号：Priority Number 

• 专利优先权日期：Priority Date 

• 专利公告号：Pub.Number 

1.3专利文献著录项目(2) 



1.3专利文献著录项目(3) 

“谁在何时、何地、为什么就什么产品或技术做了怎样的保护” 

谁 专利申请人、发明人 

何时 优先权日、申请日、公开日、公告日、登记日 

何地 申请人国家、申请国、指定国 

什么 国际专利分类、美国专利分类、欧洲专利分类 

为什么 发明名称、摘要、专利全文 

怎样 权利要求 

号码 专利号、申请号、公开号、公告号、优先权号 

其他 引用专利、同族专利、相关专利、代理人 



示例 



示例 



示例 



• 国际专利分类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是根
据1971年签订的《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编制的，是
目前唯一国际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和检索工具。1997年，我国
正式加入该条约。 

•  IPC分类表，每年修订，最新分类表是2015年版分类表。 

• 国际专利分类法按照技术主题设置类目。分类表采用等级结构，
把整个技术领域按降序依次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即：部、大类、
小类、大组、小组。 

• 世界上应用最广泛应用的专利分类体系，覆盖了世界所有专利文
献的95%。 

1.4.专利分类-IPC(1) 



• A: 人类生活必需 

• B: 作业；运输 

• C: 化学；冶金 

• D: 纺织；造纸 

• E: 固定建筑物 

• F: 机械工程；照明；加热；
武器；爆破 

• G: 物理 

• H: 电学 

例：Int.Cl. A01B1/04（2006.01
） 

 

部        A 人类生活必需 

大类    A01 农业、林业；畜牧业；
狩猎；诱捕；捕鱼 

小类    A01B 农业或林业的整地；
一般农业机械或 

     农具的部件，零件或附件。 

大组     A01B1/00 手动工具 

小组     1/02  锹、铲 

             1/04   带齿的 

1.4.专利分类-IPC(2) 



部          H    电学 

大类        H01  基本电器元件 

小类        H01F 磁体； 

大组        H01F 1/00 特征在于其磁性材料的磁体或磁性物体； 

一点小组         1/01 • 无机材料的 

二点小组         1/03 • •特征在于其矫顽力 

三点小组         1/032 • • • 硬磁材料的 

四点小组         1/04 • • • • •金属或合金 

五点小组         1/047 • • • • •  特征在于其成分的合金 

六点小组         1/053 • • • • • •含有稀土金属 

小组H01F 1/053实际涉及的是“特征在于其矫顽力的包括硬磁合金尤其 

是含有稀土金属的无机材料的磁体”。 

 

1.4.专利分类-IPC(3) 示例 



   专利法律状态是指在某一特定时间点，某项专利申请或授权专利在某一
或某些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权利类型、权利维持、权利范围、权利归属等
状态，这些状态将直接影响专利权的存在与否以及专利权权利范围的大
小。 

1.5.法律状态 



1.5.法律状态 



1.5.法律状态 

1.专利申请尚未授权 

2.实质审查请求生效(发明专利申请)  

3.专利申请撤回 

4.专利申请被驳回 

5.专利权有效 

6.专利权终止 

7.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转移 

8.专利权无效 

9.专利权质押 

专利法律状态
主要类型 



示例 



1.6.专利引用(1) 

概念 
专利引文(Patent Citation)：在专利文献中列出的与本专利申请相关的
其他文献，包括专利文献和非专利文献。 

 
种类 
申请人在专利单行本的“技术背景”部分引用参考文献 
审查员在专利单行本的“扉页”上注明专利“检索报告”中的对比文件 
 

作用 
扩大专利信息检索范围 
追踪技术发展方向 
确定核心技术 
确定竞争对手及竞争对手间的技术联系 
 
 
 



示例 



1.6.专利引用(2) 



• 优先权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的优惠权利，为巴黎
公约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共同遵守。优先权指的是，任何缔
约国的申请人，向一个缔约国提出专利申请后。在一定的期限
内（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为12个月，外观设计专利为6个
月），若再向其他缔约国就同一发明提出专利申请，可享受优
惠的权利，即将第一次提出申请的日期视为后来在其他缔约国
提出申请的日期。 

   因此，一项发明在一个缔约国提出专利申请之后，即使内容已
经公开了，只要在法定的期限内向其他缔约国提出专利申请，
完全不影响后一申请案的新颖性。一般说来，一项发明的第一
次申请的日期称为申请日，如果要求优先权，则称其为优先权
日。 

1.7.优先权 



由至少一个共同优先权联系的一组专利文献，称一个专利族
(Patent Family)。在同一专利族中每件专利文献被称作专利族
成员(Patent Family Members)，同一专利族中每件专利互为
同族专利。在同一专利族中最早优先权的专利文献称基本专利。 

同族专利检索系统： 
欧洲专利局网站法律状态查询系统(Register Plus)中的
“patent family ”功能 
印度国家信息中心“Equivalent Search”检索系统 
各工业产权局因特网专利检索系统 
Derwent Innovation index 数据库 

1.8.同族专利 



同族专利 

示例 



主要内容 

一、专利基础知识 

二、专利检索的方法 

三、案例实践 

四、小结 



–专利技术信息检索 

–专利相关人（专利权人或发明人）检索 

–专利法律状态检索 

–同族专利检索 

–……  

目的：了解某技术领域的技术现状、专利保护
情况。 

检索线索：关键词+IPC（MC）+其他相关信息 

关键词确定：沟通技术专家、分解技术 
IPC（MC）确定：检索、阅读分类表 

对初步检索结果的统计 
密切相关专利的分类号 

目的：竞争对手分析、寻求合作
伙伴、挖掘技术人才 

检索线索：名称（包括各种书写
和缩写形式） 

专利权人为机构时，要考虑分支
机构构成、兼并等情况。 

目的：了解专利目前的法律
状态 

检索线索：申请号或文献号 

目的：了解专利地域效力、同一发明创造在不同
国家地域的审查情况、文种转换 

检索线索：申请号或文献号 

3.1.专利检索的主要类型 



–专利技术信息检索 

–专利相关人（专利权人或发明人）检索 

–专利法律状态检索 

–同族专利检索 

–……  

3.1.专利检索的主要类型 



• 自由词 

• 主题词、同义词 

• 科技术语的通用原则 

列举关键词 

• IPC分类->通用 

• Derwent手工代码 

• (ECLA、UCLA)特点及适用范围 

列举分类号 

• 关键词与关键词组合 

• 关键词与分类号组合 

• 分类号与分类号组合 

确定关键词和分

类号的组合关系 

制
定
检
索
策
略 

3.2.专利技术信息检索(1) 



– 初步检索 

• 根据完成的检索式和选定数据库完成初步检索 

– 修正检索 

• 初步判断检全率和检准率 

• 对误检漏检数据分析 

• 修正检索式(多次、反复、不断调整检索式直至满意) 

– 提取专利数据 

• 形成专利分析原始样本数据库 

步骤 

3.2.专利技术信息检索(2) 



检索要素1 检索要素2 检索要素3 检索要素4 检索要素5 检索要素6 排除的要素 

要素名称 太阳能 电池 铜 铟 镓 硒 

中文 

主题词 

太阳 

光伏 

PV 

电池 

铜 

Cu 

铟 

In 

镓 

Ga 

硒 

Se 

CIGS 

英文 

主题词 

Solar 

Photovoltaic 

PV 

Battery 

Batteries 

Cell 

Cells 

Copper 

Cuprum 

Cu 

Indium 

In 

Gallium 

Ga 

Selenium 

Selenide 

Se 

CIGS 
IPC号 H01L31/00~20 

技术主题：铜铟镓硒化合物薄膜太阳能电池 

检索策略： 

（（太阳 or 光伏 or PV）and 电池 or H01L31*）and （（铜 or Cu） and 

（铟 or In） and （镓 or Ga） and （硒 or Se）or GIGS） 

示例 



专利权人名称的各种写法 

包括全称、简称、缩写等形式。 

专利权人的分支机构情况（如果存在需考虑） 

包括相关分支机构的全称、简称、缩写等形式。 

专利权人的机构重组、兼并等行为（如果存在需考虑） 

相关资料调研，考虑专利权人兼并行为情况。 

组合检索 

将以上线索进行逻辑组配，形成检索式，在相应的检索位置进行检索。 

步骤 

3.3 专利相关人（专利权人为机构）检索 



专利权人：IBM公司 

1、专利权人名称的各种写法： 

INT BUSINESS MACHINES CORP 

INT BUSINESS MACHINE CO LTD 

…… 

2、有分支机构 

INT BUSINESS MACHINE RES GMBH 

INTBUSINESS MACHINE SEMICONDUCTOR RES&DEV 

CENT 

IBM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示例 



专利权人：IBM公司 

2、有分支机构 

IBM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IBM UK LTD 

IBM KOREA 

IBM JAPAN BUSINESS LOGISTICS CO LTD 

 ……    

示例 

检索策略： 

1 、或的逻辑组配 

2、专利权人代码辅助检索(Derwent 数据库特有)—IB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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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I(Derwent Innovation Index) 

 

2、Lens创新平台 

 

3、佰腾专利检索平台 

 

 

 

 

 

 

技术研发中的专利检索
与分析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SID=3FwT53QrC4BbNvA1PD9&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SID=3FwT53QrC4BbNvA1PD9&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SID=3FwT53QrC4BbNvA1PD9&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SID=3FwT53QrC4BbNvA1PD9&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SID=3FwT53QrC4BbNvA1PD9&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SID=3FwT53QrC4BbNvA1PD9&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https://www.lens.org/lens/
https://www.lens.org/lens/
https://www.lens.org/lens/
https://www.lens.org/lens/
http://so.baiten.cn/
http://so.baiten.cn/


DII(Derwent Innovation Index) 

    

http://apps.isi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action=clear&SID=P13paEG8BCi3c183pN6&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DII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 48 家专利授予机构（涵盖100多个

国家）提供的增值专利信息，涵盖 5,280 万份专利文献和 2,400 

万个同族专利（2013 年 6 月）。每周更新并回溯至1963年，为

研究人员提供经过德温特专利专家深度加工的世界范围内的化学

、电子与电气以及工程技术领域内综合全面的发明信息。 

 DII的优势 
深度加工 

标题加工，见后续案例 
文摘加工 
语言加工（翻译） 
引文加工 

专业途径 
德温特代码系列 
化学结构检索  

同族专利 
全文链接 
专利分析 

 



 截词符： 

 -词尾截断可得到该单词所提及的所有词语（单数和复数） 

 -词间切断或通配符：可找到该单词的所有变化形式或不同拼法。 

 ?  =  一个字符 

 *  = 0个，一个或多个字符 

 $ = 0或1个字符 

 

右端截断 词间截断（通配符） 

Diseas* Disease 

Diseases 

Diseased 

Lap*roscop*  Laparoscopic 

Laproscopic 

Laparoscopy  

检索规则 



 词组检索:  如果要进行准确的词组检索,应该在词组的两边加引号”  “

表示. 

  输入“ global warming ” 可找到准确的 global warming 

 

 逻辑算符：and, or, not, same 

 输入 global warming （隐含and算符）可找到 global warming 同
时也可找到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ocean warming… 

 

 分类检索： 

德温特手工代码由 Derwent 的标引人员分配给专利。它们用于表示

某项发明的技术创新点及其应用。使用手工代码创建详细的检索策

略可以显著提高检索的速度和准确性。 

 

 

检索规则 



目标：3G 第三代移动通信 

问题：一方面要在大量不相关的检索结果中筛选所需要的文献，另一

方面还可能有大量的文献检索不到 

    在3G的专利文献中使用的主题词有很多种，如CDMA、

CDMA2000、W-CDMA、TDS-CDMA等 

     面临词汇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差异所导致的混淆。比如CDMA既包

括3代移动通讯技术，也包括2代与2.5代移动通讯技术。另外还有

一词多义的现象，比如3G也代表一个物理量：3克 

解决：Derwent手工代码，可以准确、完整的检索出与第三代移动通

信相关的专利 

 











目标：检索IBM公司的专利 

问题：IBM存在大量分支机构，系统中IBM公司的写法众多 

解决：Derwent机构代码 

 













目标：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的重要专利 

问题：如何判断重要专利 

解决：Derwent引证分析 

 



主题词+主题词 



主题词+分类（IPC） 



？ ？？ 

主题词+分类（手工代码） 





主题词+分类（手工代码） 















目标：了解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的主要机构、技术方向等信息 

问题：如何快速分析 

解决：Derwent的结果分析 

 





可分析： 

专利权人 

专利发明人 

IPC技术分类 

Derwent分类 

Derwent手工代码 

学科类别 



VS 



VS 

通过覆层形成材料的溅射镀
覆 

导体非晶/多晶膜光敏层的制
造工艺 



目标：快速读懂某篇日文专利 

问题：不懂日文、专利语言晦涩难懂 

解决：Derwent同族、深加工 

 





同族专利 





目标：分析某个核心专利的演进信息 

问题：大多引证分析收费 

解决：利用Derwent引证信息分析 

 





一级被引用情况 



二级被引用情况 



终止 

TET-LCD技术 



LENS 

    

http://www.lens.org/lens/


    



    



 Lens是一个开放的数据平台，集成了世界范围内可开放获取的专

利文献以及技术文献。Lens可以进行文献的检索、聚合、分析、

共享、管理，从而实现知识的公共创新。 Lens专利分析平台的

突出特点是其专利字段包含有法律状态信息、专利引证信息以及

专利家族信息。 

 Lens的优势 

专利检索 

Lens专利检索提供多字段组合检索，FPO平台专利全文进行文本化处理因此支

持基于全文的专利搜索。 

专利分析 

Lens分析平台可实现一维统计分析及可视化，便于检索结果的二次筛选。 

专利管理 

Lens分析平台可以实现主题结果的保存、共现以及标签管理等。 



• 目标：检索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领域的相关专利 

• 现状：已经构建检索检索式 

• 解决：Lens平台高级检索功能 



主题词+主题词 







主题词+分类（IPC） 









• 目标：简单分析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筛选其中中国专利、
杜邦公司专利以及授权专利 

• 现状：已经有检索结果 

• 解决：Lens分析筛选功能 



















• 目标：遴选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重要专利 

• 现状：已经有检索结果 

• 解决：Lens平台引证同族功能 





















• 目标：查看重要专利的法律信息 

• 现状：已经遴选重点专利 

• 解决：Lens平台的法律信息功能 















• 目标：对遴选的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专利集进行管理标引 

• 现状：已经形成专利集 

• 解决：Lens平台管理功能 

















佰腾 

http://so.baiten.cn/
http://apps.isi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action=clear&SID=P13paEG8BCi3c183pN6&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 目标：检索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在华专利 

• 现状：已经构建检索检索式 

• 解决：佰腾平台高级检索功能 









• 目标：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在华申请状态 

• 现状：已有检索结果 

• 解决：佰腾平台快速统计分析 







• 目标：分析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在华专利 

• 现状：已有检索结果 

• 解决：佰腾平台构建统计分析 













• 目标：检索太阳能电池相关IPC代码 

• 现状：已经构建检索检索式 

• 解决：佰腾平台高级检索功能 







• 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http://search.cnipr.com/ 

• 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http://www.chinaip.com.cn/  

http://search.cnipr.com/
http://www.chinaip.com.cn/


主要内容 

一、专利基础知识 

二、专利检索的方法 

三、案例实践 

四、小结 



一、基础知识 

二、专利检索的方法 

三、案例实践 

四、小结 

专利文献的特点 

专利文献的著录项 

专利分类 

法律状态 

引用信息 

优先权 

同族信息 



一、基础知识 

二、专利检索的方法 

三、案例实践 

四、小结 

专利文献的特点 

Lens创新平台 

佰腾专利检索平台 



技术研发中的专利检索
与分析 

数据库 Derwent LENS 佰腾 

开放形式 订购 开放 开放 

  数据来源 世界 世界 八国两组织 

  数据加工 深加工 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 

分析功能 有 有 有 

可视化 一般 较好 较好 

法律状态 无 有 有 

优点 全、深 法律状态 组合分析 



            
谢谢大家! 

王丽 

通信电子学科馆员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学科咨询服务部 

电话：82629002 

Email：wangli@mail.las.ac.cn 

               lihaiying@mail.l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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