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签到，累积图书馆积分，获取定制纪念品0



讲座预告——微信公众号“i学堂XMU”1



课件下载2

https://lecture.xmu.edu.cn

提示：

1.请先连接校外访问VPN

2.校外用户可通过图书馆主页获取

（主页-文档-讲座课件）

https://lecture.xmu.edu.cn/


视频回放3

• 哔哩哔哩网站（https://www.bilibili.com）搜索“厦大图书馆”，可
学习往期课程

https://www.bilibili.com/


加入我们!
联系人：李显辉（i学堂负责人）

邮箱：shining@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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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研-专利文献的检索与解读

主讲人：庄 锐 锌
zrx@xmu.edu.cn



主要内容

1、专利文献的解读 2、专利文献的检索 3、专利信息的分析



一、专利文献的解读



“滑动解锁”是苹果最著名的专利，在与三星早期Galaxy手机的专利纠纷中，苹果就是凭它赢得了官司。

专利编号No.7657849“滑动解锁”



苹果公司声称拥有“双指开合缩放功能”专利 专利编号为No.7844915



什么是专利？

专利是指建立了专利制度的国家，某一发明创造由发明人或设计人向专利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经审查批准授予在一定年限内享有独占该发明创造的权利，并在法律上受到

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这种受法律保护、技术专有的权利，称之为专利。

专利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独占”与“公开”，以“公开”换取“独占”是专利制度最基本

的核心，这分别代表了权利与义务的两面。“独占”是指法律授予专利权人在一段时间

内享有排他性的独占权利；“公开”是指专利申请人作为对法律授予其独占权的回报而

将其技术公之于众，使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有关专利信息。



专利有多值钱 ？

在“滑动解锁”专利案中，美国联邦法院判定三星需向苹果公司赔偿1.2亿美元。

华为的5G专利费，每台手机最高2.5美元，相当于16.16元人民币，诺基亚的5G专利费则是
2018年公布的每台3欧元，换成人民币也就是23.4元。

一部售价400美元的智能手机，各种专利费用加起来高达120美元



为什么2021年国产混动百花齐放？

2021年，国产混动系统全面开花，比亚迪和长城的混动车型都已经上市，实际上，这两年，国产混动系统纷纷发

布，2020年，比亚迪的DM-i混动，长城的DHT混动发布，2021年，奇瑞的鲲鹏混动，长安的蓝鲸混动发布，很

多人都纳闷，为什么这些车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发布混动系统，难道都是约好的吗？

USP6209672，一项革命性的混动专利，到期了



PAICE公司的USP6209672，对于国产混动车型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一项专利，这是一套带离合器的串并联混动结构，1998年

在美国申请，1999年在中国申请，2001年公开，2001年公开，

按照发明专利保护期20年的规定，这项专利在2019年失去专利

保护。它的混动结构和本田的i-MMD混动，比亚迪的DM-i混

动极其相似，唯一的区别就是，比亚迪和本田在在离合器之后

增加了超速挡齿轮。长城的DHT混动，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

套两档变速箱，而奇瑞的DHT混动要更复杂一点，增加了一个

三挡变速器，但是它的基本原理还是源自这个专利系统，可以

肯定的是，国产车企早早就开始混动技术的研发，就等着20年

的专利保护期一过，就开始发布混动系统。







专利文献长啥样？



1、囊括了全球90%以上的最新技术情报，相比一般技术刊物所提供的信息早5-6年

2、70%-80%发明创造只通过专利文献公开，并不见诸于其他科技文献

3、相对于其他文献形式，专利更具有新颖、实用的特征。

专利文献的特点

电视机: 1929年就发表于专利文献中，到了1948才在期刊中有所反映，其间相隔了近20年。



无叶风扇技术是戴森首创的吗？

2009年戴森第一代无叶风扇在英国首度推出，

因无叶片，不会覆盖尘土并且安全，更奇妙的

是造型奇特，外表既流线又清爽，迅速得到了

市场认可。



无叶风扇在1981年已被提出



1、专利是唯一不得不向公众透露、而在其他地方都不会透露的关键信息。

2、可以从专利文献中得到大量有用信息，使公开的专利资料为本企业所用，从而实现经济价值。

对企业组织而言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统计报告

3、科研工作中经常查阅专利文献，不仅可以提高科研项目的研究起点和水平，而且还可以节约

40%左右的研究经费和60%左右的研究时间。



发明专利（creation and invention）：指对产品、方法及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专利（utility model） ：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及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专利（Industrial design） ：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及其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

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我国专利的类型



新颖性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

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创造性

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实用性

判断要满足下列条件：

专利法规定：“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能够制造或者使用，是指发明创造能够在工农业及其它行业的生产中大量制造，并且应用在工农业生产上和人民生

活中，同时产生积极效果。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专利法并不要求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专利之前已经经过生产

实践，而是分析和推断在工农业及其他行业的生产中可以实现。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专利的特点：

排他性

也即独占性。它是指在一定时间（专利权有效期内）和区域（法律管辖区）内，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

实施其专利；对于发明和实用新型，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对于外观设

计，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否则属于侵权行为。

区域性

区域性是指专利权是一种有区域范围限制的权利，它只有在法律管辖区域内有效。除了在有些情况下，依据保护知识产权

的国际公约，以及个别国家承认另一国批准的专利权有效以外，技术发明在哪个国家申请专利，就由哪个国家授予专利权，

而且只在专利授予国的范围内有效，而对其他国家则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其他国家不承担任何保护义务。但是，同一发

明可以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申请专利，获得批准后其发明便可以在所有申请国获得法律保护。

时间性

时间性是指专利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才有效。专利权的有效保护期限结束以后，专利权人所享有的专利权便自动丧失，

一般不能续展。发明便随着保护期限的结束而成为社会公有的财富，其他人便可以自由地使用该发明来创造产品。专利受

法律保护的期限的长短由有关国家的专利法或有关国际公约规定。世界各国的专利法对专利的保护期限规定不一。

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期限为十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五年，均自申请日
起计算。



二、专利文献的检索



专利文献的检索

中文检索（也可检索外文文献）
1、SooPAT 专利搜索官网 http://www.soopat.com     免费网站，高级功能需要付费。
2、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http://search.cnipr.com   中国知识产权网的检索平台，知识产权出

版社主办，免费。
3、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www.sipo.gov.cn   最权威， 免费

外文检索
1、欧洲专利局（EPO） worldwide.espacenet.com
2、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www.uspto.gov
3、日本特许厅 www.jpo.go.jp

图书馆购买数据库 合享智慧

访问平台： https://www.incopat.com/

incoPat全面整理并汉化120个国家、组织和地区自1782年以来的1.5亿项专利技术，每周更新4次。

https://www.incopat.com/


《国际专利分类表》（IPC分类）

根据1971年签订的《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编制的，是目前惟一国际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和检索

工具，为世界各国所必备。

此外，还有欧洲专利分类号(ECLA)、美国专利分类号（CCL）、日本的分类法（FI/F-term）、联合专利分类

（CPC）等

我国目前使用国际专利分类法

IPC采用了功能和应用相结合，以功能性为主、应用性为辅的分类原则。采用等级的形式，将技术内容注明：部——

分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逐级分类形成完整的分类体系。

一个完整的分类号由代表部、大类、小类、大组或小组的符号组合构成。

例如：日常生活中用来处理草地或草坪的手动工具专利，其分类号可表示为AO1B 1/00或A01B 1/24。



PCT专利

PCT是《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的英文缩写，是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
根据PCT的规定，专利申请人可以通过PCT途径递交国际专利申请，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

PCT 现在已有156个缔约国

http://ipr.mofcom.gov.cn/zhuanti/PCT/PCT_index.html



同族专利

同族专利是基于同一优先权文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地区间专利组织多次申请、多次公布或批

准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组专利文献。

——专利簇：

US 4588244（申请日：1985年1月14日）

JP 61-198582 A（申请日：1985年11月30日）

GB 2169759 A（申请日：1986年1月3日）

FR 2576156 A（申请日：1986年1月13日）



检索举例 ： 在soopat网站 检索厦门大学相关专利





直接下载pdf格式文件，或在线阅读





检索举例 ：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网站 检索苹果公司相关专利









专利编号No.7657849“滑动解锁”





杰克逊专利鞋

杰克逊专利鞋，也叫反重力鞋，MJ在1992年单曲《Smooth 

Criminal》的现场演出中，表演了倾斜45度角站立的经典魔幻

动作。这个动作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这可不是通过在

身体上绑上绳索完成，而是通过专门特制的鞋子完成了这个动

作。1993年MJ还为此申请了美国专利（US 5255452 ）。 这个

特制的鞋子后跟处有一个特别设计的凹槽。表演45度角站立时，

穿着者轻微向前移动，将这个凹槽与穿过舞台的可移动凸出物

体并扣合，从而让整个装置能拉住身体，这样就能达到让身体

向前倾斜以超过自身重心的效果。



美国专利（US 5255452 ）



检索举例 ： 在欧洲专利局网站 检索华为公司相关专利















三、专利信息的分析



专利信息的分析

1、soopat 分析功能

2、合享数据库分析功能



点击 soopat分析soopat 分析厦门大学专利产出情况











合享数据库分析功能

该数据库提供：IP访问和终端使用两种方式。

incoPat 全球科技分析运营平台 https://www.incopat.com/ 

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BEIJING INCOPAT CO., LTD.）是一家全球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提供商.2020年10月27日，北京合享智慧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享” ）正式加入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睿唯安。该司专注于知识产权数据的深度整

合和价值挖掘，通过旗下incoPat全球科技分析运营平台、incoPat创新监测系统、专利大王小程序等多项明星产品为全球创新者提供

可信、好用的信息服务。

incoPat全面整理并汉化120个国家、组织和地区自1782年以来的1.5亿项专利技术，每周更新4次。incoPat深度加工法律状态、诉讼

信息、企业工商信息、运营信息、海关备案、通信标准、国防解密专利等增值数据。运用自主研发的专利DNA分析技术，incoPat将人

工智能与知识产权应用深度结合，实现专利数据的智能检索、全景分析、热点预测等功能，助力用户提高创新效率、提升知识产权竞

争力、锁定新兴市场商业机会。



说明文档地址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204/7159.htm



说明文档地址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204/7159.htm



incoPat数据分析场景

高级检索-无人机领域

无人机

无人机
增加其他关
键词信息关键词信息件用

逻辑符连接
AND、OR、NOT

无人机领域检索结果



高级检索-无人机领域-辅助查询工具

上下位概念、同义词近义词扩展

选中中英文关键词



高级检索-无人机领域-辅助查询工具

无人机领域含扩展概念的检索结果



高级检索-无人机领域
检索式保存
监视设置

数据保存和扩展

数据筛选

数据展示和筛选

经过范围的限定和筛选，了解现有技术规避风

险，获得研发思路，寻找研发方向



分析-无人机领域



分析-无人机领域



分析-无人机领域-自定义申请人分组



分析-一键下载图表



分析-无人机领域



广州大学

1

20220101

以广州大学为例，盘点该校的专利资产



以广州大学为例，盘点该校的专利资产



以广州大学为例，盘点该校的专利资产

编辑聚类主题

自定义聚类层级

一键导出聚类报告



南航大学及北航大学在2021年的专利文献对比



实际场景五：南航大学及北航大学在2021年的沙盘对抗



实际场景五：南航大学及北航大学在2021年的沙盘对抗



实际场景五：南航大学及北航大学在2021年的技术演进

技术演进

设置背景及字体大小

切换至分析页面

自定义聚类主题

自定义分组

技术定位



其他数据库分析功能介绍 ： 欧专局 简单统计





其他数据库分析功能介绍 ： 生成3D专利地图（智慧芽）

拖放不同的组别，进行对比分析



有趣的专利
能够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查询系统中查到的申请，均为通过初审后公布的。其后，还需申请人提
出实质审查申请。

以北京市为例，如果有1500万人在相同的时间内向相同的方向煽动除霾扇，可建立起强大的风压，迫使带有雾

霾颗粒的空气向同一方向流动起来，1小时内至少可将10800亿立方米的空气定向推移1米，等同于把40米高、

20公里长、20公里宽的地面低层空气顺着风向，在1小时内定向推移了68公里，而北京市城8区的面积也只有

396平方公里，相当于20公里长、20公里宽，这种风力足够将首都刚刚形成的轻度雾霾移出北京城，并避免重

度雾霾发生。

据了解，目前该专利尚未进入实质审查，目前状态为“等待实审请求”。



实质审查会对申请人的发明是否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进行审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规定，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发给发明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发

明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煽除雾霾的时间最好选在学校的课间操时间及工厂、企事
业单位或者班中休息活动时间，倡导或强制各级领导干部、
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等具有煽动除霾扇的能力的人，
都必须停止手中的一切其他事务，参加到煽除雾霾的运动
中来，交通停运、司机停车、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参加
的人越多，造风能力越强，除霾效果越好。

扇子是常见的事物，他扇的动作也是常见动作。

新颖性？

实用性？

剑走偏锋，脑洞大开

创造性？



《我不是药神》 印度为什么允许做仿制药？



1、印度专利法规定保护1995年以后的药品专利。

2、加入WTO后，印度在新颁布的《专利(修订)条例》里加了一条：新法案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

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而不支持原有药物混合或衍生药物的专利。简单来说，凡是在1995年以前药品基

础上开发出来的新药，印度政府都不承认。

3、印度法律规定因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印度传统、公共健康等原因，国家可以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

4、强制许可的仿制药，印度并不能贩卖到WTO成员国

可参考 https://new.qq.com/omn/20180710/20180710A1AJ2Y.html



最新专利分享



“烧屏”是指 OLED 屏幕长期显示相同画面，最终

导致局部显示异常的情况。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 OLED 屏幕独有的特性——

自发光。一般的显示器后面都装有背光层，背光

层亮了之后显示器就会发光了，但是 OLED 屏幕的

发光模式和这个是不一样的，OLED 屏幕是通过像

素点自发光来成像的，当屏幕长时间显示同一颜

色时，一些元件会由于持续发光而老化，当这种

老化达到一定程度将不可再恢复，因此就在屏幕

上出现了“残像”。



在平常使用过程中，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可以避免“烧屏”。

1.避免长时间显示静态图像和最大亮度。

2.打开自动亮度调节。

3.使用较短的自动锁定时间。



第三方机构信息显示，苹果已申请多项混合现实头

显相关专利。在苹果的一项招聘启事里，专门提到

了3D混合现实世界的开发能力，表明苹果正在开发

与元宇宙类似的虚拟环境。

最新专利分享



扫码填写反馈问卷，有机会获取图书馆纪念品！5

讲座签到 反馈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