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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一、专利知识产权现状

       二、专利信息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
2018年4,323,112件
2019年4,380,468件，其中大专院校

职务专利申请量430,527,占比10%，

企业2,820,665,占比65%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
cnipa.gov.cn/tjxx/jianbao/year2018/a/a2.html

专利知识产权现状



专利知识产权的现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报2019年专利PCT申请最多的10个国家，中国第一

数据来源：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ipstats/en/docs/infograp
hic_pct_2019.pdf



专利知识产权的现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报2019年专利PCT申请最多的10个申请人，华为第一

数据来源：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ipstats/en/docs/infograp
hic_pct_2019.pdf



专利知识产权的现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报2019年专利PCT申请最多的5个领域

数据来源：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ipstats/en/docs/infograp
hic_pct_2019.pdf



  专利信息的价值和意义

n快速了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就，预测发展趋
势

n跟踪竞争对手的活动

n科研竞争力的分析和项目评估评价，减少重
复研发

n发现和避免专利侵权行为

n充分利用失效专利的经济和技术价值

“若能运用好专利文献，能节约 40% 的科研经费，同

时少花 60% 的研究开发时间”



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

法国背景的全球电力与控制专家。

CN97248479.5

  

u  正泰 VS 施耐德事件

2006.07 要求赔偿50万元

2007.02 要求赔偿3.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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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列中国民企十强的温州企业，
是国内低压电器行业的龙头企业。

Ø   复审委判定该专利有效，驳回“专利无效”请求，其理由是施耐德之前的产品专利

并没有披露正泰专利的发明内容。

Ø   2009.04.15  正泰与施耐德达成庭外和解，施耐德向正泰支付1.5亿余元补偿金，

并且达成一系列全球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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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信息的价值和意义

1 认为该专利不具专利性，所披

露的技术方案早已在国内外公

开，是公知技术，提请复审委

无效该专利。



   主要内容

                         

        
       

      一、中外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特点

       二、中外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的主要功能

       三、具体应用             



1、数据特点 

                         

        
       

1、数据库

    数据范围及年限

国家及组织名称 提供数据起始年限

中国 1985-09-10 - 

美国 1833-07-22 -

日本 1858-02-27 - 

英国 1817-08-30 - 

法国 1855-02-27 - 

德国 1877-01-01 - 

瑞士 1888-01-09 - 

WO专利申请 1978-10-19 - 

欧洲专利公约组
织

1978-12-20 - 

其他国家 略，请参见在线帮助



1、数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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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功能--功能组成

专
利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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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检索

        

2.2.1、主要功能---专利检索

表达式检索



AI检索

        

 2.1、主要功能---专利检索

图片检索



 2.1、主要功能---专利检索

专家检索

 DPI检索

   高度融合多种检索方式，可有效检索高价值专利



2.1、主要功能---专利检索

中国专利无效复审检索

号码检索



2.1、主要功能---专利检索

法律状态检索

概念检索



2.1、主要功能---专利检索

检索结果



2.1、主要功能---专利检索

检索结果



分析种类：10种常用分析+DPI分析+自定义分析

        

 2.2、主要功能---专利分析



二、主要功能---专利分析

n 申请人年度申请量分析



2.2、主要功能---专利分析

n 技术生命分析

  



2.2、主要功能---专利分析

n DPI分析



2.2、主要功能---专利分析

n 自定义分析



2.2、主要功能---专利分析

n 导出分析报告



2.3、主要功能---在线建库

n 建库流程

   数据库调研 数据库调研 专题库建设基础库建设

数据库运维专题管理



2.3、主要功能---专利专题库

专题库



三、具体应用

专利检索

专利性检索 侵权检索有效性检索 确权检索 现有技术状况检索

三种基本检索方法：

   -分类检索

   -文本检索

   -引证检索

新颖性检索，专利申请

提交之前实施。帮助专

利律师或代理人评估一

项发明是否可以获得专

利。 

无效性检索，用来确定

发明产生时的绝对新颖

性。 

用来判断一件可执行专

利的权利要求书是否主

张了与你的创意或非专

利技术相同的技术主题。 

用来判断当事人是否可

以“自由地“制造、使

用和销售发明构思。 

对所有可得的专利和非

专利文献进行的全面检

索。 



* TI      活性炭                                                    

* TI      活性碳                                                    

* TI      纤维                                                      

* AB    活性炭                                                   

* AB    活性碳                                                    

* AB    纤维

* (01 or 02 or 04 or 05) and (03 or 06)

* (01 or 04) and (03 or 06)

* 07 not 08

@01        1381

@02        210

@03         21830

@04         8363

@05         1263

@06         74870

@07         1527

@08         1172

@09         355

要 注 意 使 用 同

义词和近义词，

以防止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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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应用

例1、查找有关“活性炭纤维”的专利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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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应用
例2．用户要查找有关生产“鼻刷”的专利技术。
    *TI 鼻刷                       @01  3
    *AB 鼻刷                     @02  2
    *01+02                          @03  3 (仅用“鼻刷”为检索词的检索结果)
注意：检索结果少的时候，一定不能妄下结论，一定要通过拆分词组、用  
隐含用途的概念词汇等进行检索：
    *TI 鼻                            @04  237
    *TI 刷                            @05  2881
    * AB 鼻腔                     @06  78
    * AB 清洗                   @07 1749
    *03+(04+06)*(05+07)    @08 7(扩大检索范围后的检索结果)
    *08-03                            @09 4

    显示集号为03的检索结果:
    85201202        鼻刷
    87208799        鼻刷
    91207563        鼻腔清洗器--鼻刷
    集号09表示的是:如果只用鼻刷这个词进行检索,会漏掉的文献:
    89204196        鼻孔水浴器
    89206988        带洗鼻器的牙刷
    91203946        便携式鼻腔清洗器
    93203242        鼻腔刷



专利检索  vs  专利分析

专利检索 专利分析

用户 律师和代理人 业务经理、研发经理、产品经理、知识产
权专家

评估类型 最低限度，为律师和代理
人提供现有技术证据

技术方面的

目的 协助形成法律意见书；协
助进行专利审查和诉讼

解决业务或研发问题；协助发起许可倡议
或市场准备；确定研发合作对象

范围 可能深入且广泛，但通常
只是对单篇或数组专利文
献的法律评价

深入且广泛，通常是对某领域专利文献的
技术评估

规模 小型或大型研究 通常为大型研究

数据处理 评估数据的法律影响非常
关键

数据的合并和可视化非常关键

实施时间 专利审查前、进行中或专
利授权之后的任何时间

通常在法律行为之前，在研发或产品管理
阶段进行

风险类型 法律和商业风险高 商业风险高

客户定制化 适度的 高度的

数据来源：（美）David Hunt,Long Nguyen,Matthew Rodgers，《专利检索：

工具和技巧》,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总结



您的成功才是我们的成功！

 

联系义华数图：
电话Tel：010-62988646 
客服电话Service：010-62987949 
传真FAX: 010-82782329
邮件E-mail：yihuakefu@yhdiglib.com.cn
QQ：2381096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