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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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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专利信息利用实践案例



专利信息的特点
Ø 覆盖面宽：世界上90%~95%的发明都可以在公开的专利文献中查到；并且全世界发明

成果的70%~90%仅出现在专利文献中；

Ø 公开度高：由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专利法规定“充分公开”是专利权获得保护的前提

条件，迫使申请人不得不完整公开其技术方案；

Ø 时效性强：据统计，同一发明成果出现在专利文献中的时间要比出现在其他媒体上的

时间平均早1至2年；

Ø 格式统一：目前各国的专利说明书按照WIPO的有关规定在其扉页上都应标注统一的国

际标准代码(INID代码)。

Ø 寓技术、法律、经济信息于一体：通过专利说明书上的著录项目，人们可了解到向谁

购买专利，根据各国对专利权保护期不同规定，判断专利的有效性，从专利申请保护

国家和地区分布范围分析产品的市场情况，这些都是其他科技情报所难以提供的。



专利信息能解决什么问题？

科研人员从专利检索分析中能获
得什么创新思维？

设计的科研方案是否已有相关
研究，是否会存在侵权风险？ 申请的专利获得授权的可能性？

别人的专利是怎么来撰写的，
我们能否从中获得启示？关键技术国内外专利量有多少，

发展趋势如何

关键技术领域国内外主要的竞争
对手是谁，他们是怎么进行专利
布局的

核心专利有哪些?
技术研发热点和技术研发空
白点？哪些专利技术可以直
接利用，哪些风险需要回避？

本单位目前的研发处于什么阶段，
后续应采用何种策略加强专利保护





发现新技术，了解竞争对手动态
——以“儿童手表”技术领域为例

应用案例一



小天才，大学问

“小天才”的母公司步步高公司推出了“小天才”系列儿童手表。可谓是“站在风口上，野猪都能飞”，
截止到目前，小天才电话手表销量已经过千万，风头一时无二。

n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儿童手表“，除了小天才，

还有小米、华为、搜狗、360等均涉及此领域

n  “儿童手表”的技术领域已较成熟，竞争激烈



提问

如果我是小天才的研发人员，我会如何利用大数据信息进行创新？



智能检索
n现在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只的电话手表，里面都包含有哪些专利技术呢？

n输入:TAC=电话手表 or 智能手表 or 儿童手表 or smartwatch or "wearable device" or 
"Telephone watch" or "Children watch”，检索全球专利。

数据来源：壹专利

检索日期：2021.04.19



快速查找最新专利

数据来源：壹专利

检索日期：2021.04.19



现有技术态势分析

u 在2016年前，专利申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

2016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该领域技术趋于成

熟，需要新的技术予以突破；

u 近80%的专利申请为发明专利申请；

u 申请人类型约80%为企业，该领域产业化较成熟。

发明专利, 79%

外观设计, 11%

实用新型, 
10%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

企业, 80%

个人, 15%

高校, 4%

科研院所, 1%
事业单位, 0% 机关团体, 0%

申请人类型

企业 个人 高校 科研院所 事业单位 机关团体



筛选申请人

n随着市场逐渐成熟，在自主创新
的同时，也需要关注领域内重点
申请人的研发情况，以此来实现
预警、激发创新。

n在全球3万多件专利申请中，排
名靠前的申请人分别为三星、苹
果、高通、英特尔、飞利浦、小
天才等，大多为国外企业。

n筛选有效专利，查看申请人，有
效专利量排名靠前的申请人为三
星、苹果、小天才、华为、英特
尔等。



n在壹专利中筛选这些明星公司，

查看他们的专利详情，通过双屏

图文对照和关键词高亮功能，能

全方位了解这些明星发明人的设

计理念和技术运用方向，激发研

发创新灵感。

双屏对照阅读、高亮显示



提取技术点

n经过研究对比，发现应用在电话手表上的发明有：

自动接通电话

自动切换摄像头 泳姿矫正提示

心率跟踪技术

睡眠自动断电

涉水预警

音频数据传输的协调切换 利用间歇性地可用的加密凭证来传送消息

屏幕亮度自动切换

高分贝“动怒”提醒

骨传导模式

增强型汽车无源进入

使用光学传感器检测到的运动手势输入

判断情绪自动推送表情

利用一个设备解锁另一个设备

忘佩戴穿提醒



预警跟踪

单篇专利预警 检索式预警

n亦为关注的专利和申请人设置预警监控，每周/月接收最新专利动态，实时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n 利用壹专利数据库检索并经过分析对比发现：国外的技术主要应用在

对运动和身体情况监控上；而国内的更多考虑儿童日常使用场景与家

长监控上；

n 现在该领域主要的申请人为三星、苹果、高通、英特尔、小天才等；

n 经分析发现该领域现有技术趋于成熟，需要新的技术予以突破；

n 新技术方向有：通过电话手表中NFC模块与目标区域的门禁刷卡机进

行刷卡验证时，记录刷卡时间信息及刷卡地点信息，对用户实行动态

监控；通过散热底壳与隔热板之间形成散热通道，提高手表的散热效

率；通过在主机本体的外表面设有与主机本体主板电连接的导电层，

以提高用户在通话时的通话质量较高。

结论



应用案例二

提前布局产业，抓住未来先机
——特斯联公司的专利布局进阶之路



案例背景

n 2019年8月12日，特斯联完成由科大讯飞、京
东、光大控股等投资的金额为20亿元人民币
的C1轮融资，而科大讯飞早在2018年已与特
斯联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n特斯联创立于2015年，在创业初期主要以智
能门锁业务为主，后转型为以人工智能+物
联网应用技术为核心，为政府、企业提供多
场景一站式解决方案。

n是什么原因，让这家成立短短5年的公司得到
科大讯飞和京东对其的这次投资？



国内智能门锁技术发展态势
n 输入智能门锁关键词并进行相关检索及筛选，了解国内智能门锁技术专利整体情况：

n 经初步检索，我国智能门锁
领域专利总量已超20000件，
授权有效专利量超10000件

数据来源：壹专利
数据时间：2021.04.10

n 国内智能门锁龙头企业为珠
海格力、国家电网等大型企
业以及部分专营门锁的企业
机构

n 专利总量及专利有效量排名
前二十均未见特斯联



国内智能门锁技术发展态势
n 对国内智能门锁技术专利申请进行相关态势分析：

n 从专利申请趋势看，2013年起国内智能门锁领域专利申
请开始增加，至今保持增长态势

n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均有涉及，整体来
说实用新型申请量最多，技术创新性有限

n 从细分技术领域构成看，最主要集中于G07C（时间登记器或出
勤登记器...）、E05B（锁；其附件；手铐...）

n 出现少量非直接属于智能锁技术而与通信相关的细分领域H04L
（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信）、H04W（无线通信网络）



国内智能门锁技术发展态势
n 对分类为H04L、H04W的专利进行阅读，了解具体技术方向：

主要涉及应用：
互联网、无 线 传
输、云技术 等 ，
基于物联网 的 智
能门锁技术



国内智能门锁技术发展态势
n 对比智能门锁领域主要申请人的技术布局方向：

主要竞争者在H04L、H04W等细分领域专利布局均较少或几乎没有布局，属于技术蓝海领域，
存在专利布局机遇！



特斯联---智能门锁时期

n 输入特斯联公司名称与智能门锁关键词进行检索，了解其智能门锁技术相关的中国专利：

n 初步检索共11件智能门锁相
关专利，在智能门锁领域拥
有自主研发能力

n 绝大部分专利申请为基于物
联网的智能门锁方向

2015年底，特斯联已成功获得
光大控股、IDG数千万美元的A
轮融资。



特斯联---物联网应用技术时期

n 在获得第一笔大的资金投入后，2016-2017年特斯联专利申请出现显著增长：

n 经阅读2016-2017年间特斯联的专利申请，
其已突破智能门锁领域，而转向在物联网应
用技术领域进行大量专利布局

n 2016年完成了36件发明专利申请（更多集中
在图像识别，算法，大数据，智慧校园，智
慧医院，停车场系统等，开始布局物联网）

n 2017年完成了74件发明专利申请（集中在大
数据，物联网，智能城市相关技术）。



特斯联---物联网应用技术时期

n 科大讯飞正好需要一个已经完成了物联
网应用产业布局的合作伙伴，而特斯联
公司的专利方向和科大讯飞未来计划布
局的方向高度符合，因此出现开始提到
的合作与投资

n 2017年特斯联获得IDG资本，光大旗下
基金，中信系资本等超5亿元人民币的
A+轮融资

n 与科大讯飞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的第二年
即2019年内，特斯联发明专利申请出现
了爆发式增长，（已公开年申请量为
351件），增长率达1426%



特斯联---后续专利布局思路



n 利用壹专利数据库检索并经过分析对比发现：

l 特斯联从成立之初便注重专利战略布局，规避领域内头部企业已经较为成熟的研发方向，

找到所在智能门锁领域的专利布局蓝海；

l 找到集中研发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由智能门锁向物联网应用技术研发方向的转型升

级，并及时进行了相关专利的申请，为今后利用自主研发技术拓展市场保驾护航；

l 在不同时期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成功将技术实力转变为与业内龙

头企业合作及企业融资的筹码。

结论



应用案例三

利用专利查新检索，提升专利申请质量
——以北京交通大学专利为例



查新流程

明确要检索的技术方案

实际检索操作

u 阅读并解读该申请试图保护的技
术方案数量和内容
u解读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和达到的技术效果

u制定检索策略，
u编写并调整优化检索式

u 确定检索要素、明确检索边界

u 列明关键过程、呈现检索结果
u专利特征对比、并对目标专利
技术的新颖性、创造性进行评述
u 附加：基于对比结果给出相关
建议

检索前准备

填写检索报告



Ø 2 0 1 7 年北京交通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一种场效应晶体管及其制备方法”技术，并 通 过 专 利 申 请

（CN107068745A，申请于2017年3月31日）对该技术进行保护，最终因存在X对比文件而导致该专利申请未

被授权而被驳回。

Ø 对比文献具体如下（X对比文件为CN104766888A）：

数据来源：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
数据时间：2020.05.18

案例背景



X对比文件详情
Ø 以X对比文件CN104766888A为例，对其相关信息进行了解

由于被审查员
查到而被动成
为引用文献

数据来源：壹专利
数据时间：2020.05.18



提问

如果当时做了专利查新检索，结果又如何呢



检索前准备

n 明确要检索的技术方案

     CN107068745A：一种场效应晶体管及其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要点如下：

l 包括衬底，衬底材料可以是硅衬底，也可以是蓝宝石衬底；

l 设置于衬底上的栅极，栅材料可以是衬底硅，也可以是金属钛、金、钯等;

l 所述二维半导体层为只有几个原子层厚度的石墨烯与只有几个原子层厚度的二维硫化物晶体

组成的异质结，二维硫化物晶体层可以是二硫化钨、二硫化钼、二硫化锡等。

n 明确查新要求：通过查找相关国内外专利，证明在所查范围内有无相同或类似研究，并根据检索结果

调整专利申请策略。

n 检索范围及数据时间：通过壹专利全球专利检索数据库，检索截至2017年3月31日全球已公开的专
利文献。



检索前准备-确定检索要素、构建检索式
n 检索要素分解表具体如下：

n 基于以上内容构建检索式如下：

(TAC=(场效应晶体管 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and (衬底 or 硅 or 蓝宝石 or Substrate or silicon or 
sapphire) and (栅 or 硅 or 钛 or 金 or 钯 or Gate or silicon or titanium or gold or palladium) and (石墨烯 
or Graphene) and (硫化物 or 二硫化钨 or 二硫化钼 or 二硫化锡 or Sulfide or WS or MoS or SnS)) and 
(IC=H01L29* or H01L21*)



专利查新检索结果处理
n 输入检索式得到以下结果：

数据来源：壹专利
数据时间：2021.04.19

公开日 <= (2017.03.31)

通过二次检索
限定时间范围

X对比
文件



专利查新检索结果处理---专利对比

n 还可通过“专利对比”功能，更加方便直观的比较CN107068745A与参考对比文献已公开的技术特征

数据来源：壹专利
数据时间：2021.04.19



结论

n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l 专业人员借助于专利检索工具完成专利申请前的查新检索是实现技术成果有效保护的

关键环节；

l 在专利申请前进行查新检索，可以根据检索到的高相关专利公开的技术情况，及时调

整技术方案的个别技术特征，并合理安排专利申请策略，不但能够提升专利申请质量、

提高专利授权概率，还能对技术方案做到最全面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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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产品定位

检索
准确

分析
高效

操作
简单

n 我们的使命——让专利检索分析更容易！

l 目标：支持中国创新高质量发展，服务科研成果高水平保护

l 适用人群：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园区等科技创新人员；代理所、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人员



中国，1985年至今
33,000,000+专利

美国，1790年至今
17,000,000+专利

日本，1900年至今
26,000,000+专利

德国，1877年至今
7,800,000+专利

韩国，1970年至今
6,300,000+专利

欧专局，1900年至今
7,000,000+专利

WIPO，1900年至今
4,600,000+专利

俄罗斯，1900年至今
1,600,000+专利

n 105个国家和地区

n 1.4亿+专利数据

n 每周更新

n 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植物、国防解密

n 包括：著录项、说明书附图、原文PDF、法律事
件、引证、同族法国，1855年至今

3,200,000+专利

英国，1782年至今
3,800,000+专利

u 数据范围



检索

•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可二次
检索和筛选、可进行申请号合
并、同族专利合并

• 国民经济分类检索、国防解
密专利检索

• 可快速针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
提供三十多种分析图表

• 专利漫步、技术领域及产业分
析、申请人、发明人分析等

分析 预警

• 可对指定检索式/专利进行周
期性监控

• 跟踪了解技术领域和竞争对
手的技术研发动态

u 主要功能



       智能检索 高级检索 分类检索

批量检索 国防解密专利检索

检索功能

法律状态检索



智能检索

高级检索

分类检索

法律状态检索

批量检索

国防解密专利检索

1、选择数据源
2、输入关键字或者检索式 3、开始检索



智能检索

高级检索

分类检索

法律状态检索

批量检索

国防解密专利检索

1、选择数据源

2、根据字段输入检索条件，生成检索式

3、预检索查看检索结果数量或直接检索



智能检索

高级检索

分类检索

法律状态检索

批量检索

国防解密专利检索

逐级展开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

或者直接输入分类号或关键字如：计算机



智能检索

高级检索

分类检索

法律状态检索

批量检索

国防解密专利检索

CN201911002954.5



智能检索

高级检索

分类检索

法律状态检索

批量检索

国防解密专利检索



智能检索

高级检索

分类检索

法律状态检索

批量检索

国防解密专利检索

字段条件输入区

200610055657.3



分析功能

1. 专利漫步

2. 专利分析

3. 专利下载

4. 专利分享

5. 检索历史

6. 专利预警

7. 专利收藏

提供中国大陆地图的专利数据统计和浏览，按省、市逐级展示国民经济专利数量，
技术领域专利数量的图表和各类排行榜。

从申请人、发明人、地域、技术领域、专利代理、产业等多个维度，对专利数据
进行分析，并以图表的形式提供分析结果的展现。

提供专利数据的下载，下载内容包括著录项目和专利原文和专利附图。

提供专利数据的分享功能，满足有用专利的数据共享。

提供检索历史的查询及检索式的存档和分享功能，方便用户查找检索历史，保存
有用的检索式，并交流分享。

提供检索式预警和单篇专利预警功能，检索式预警主要为新增专利的预警，单篇
主要为新增被引用，新增同族，法律状态变更和专利转让的预警，使得用户可以
迅速应对专利变更，调整专利策略和布局。

支持面向个人的收藏功能，以及面向团队的小组收藏功能；用户可对已收藏专利
进行标引、下载、分享等管理，形成个人工作空间或者小组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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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专利检索案例分享

关键词确定

即申请人/专利权人名称，了解机构的发展历史，

是否出现更名、兼并等情况，搜索机构中文关键词

对应翻译英文关键词



以浙江理工大学为例

浙江理工大学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897年创办的“浙江蚕

学馆”，是中国最早创办的新学教育机构之一。

1908年被清政府御批升格为“浙江高等蚕桑学堂”；

1964年由国务院定名为“浙江丝绸工学院”；

1999年更名为“浙江工程学院”；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



以浙江理工大学为例

数据来源：壹专利

检索日期：
2021.04.19

申请人(原始)=(浙江丝绸工学院 or 浙江工程学院 or 浙江理工大学 or 
“Zhejiang Silk College” or “Zhejiang Engineering College” or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not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专利状况

数据来源：壹专利

检索日期：
2021.04.19

授权率：75.0%

在审：2249件



浙江理工大学专利类型分布

图 浙江理工大学各类型专利申请量对比图

检索日期：截至2021.04.19

48.12%

34.51%

17.37%

发明申请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浙江理工大学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数据来源：壹专利

检索日期：
2021.04.19



浙江理工大学申请人合作分析

数据来源：壹专利

检索日期：
2021.04.19



浙江理工大学发明人排名分析

武传宇教授，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

数据来源：壹专利

检索日期：
2021.04.19



浙江理工大学发明人合作分析

数据来源：壹专利

检索日期：
2021.04.19



浙江理工大学技术领域构成分析

A01C 11/00 移栽机械



浙江理工大学授权有效专利分析

A01C 11/00 移栽机械



专利对比分析



专利引文分析



T H A N K  Y O U  F O R  Y O U R  WAT C H I N G

感 谢 您 的 观 看 !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80号汇华商贸大厦620室         
邮编：510070
电话：020-38303455    400-8086330       
传真：020-38303532    
网址：www.ourche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