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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的理论性更强，专利的可实施性和实用性更强

2. 申请专利的限制：发表过论文的，不能再申请专利

➢ 只申请专利，会导致 → 部分技术只在专利上公开

➢ 先申请专利再发表论文，会导致 →在专利上公开时间比论文更早几年

3. 专利含有经济信息，可进行许可，转让，售卖，质押贷款

专利和文献的区别



1. 收录全球116个国家，共1.5亿多的专利，数据丰富且深度加工

2. 机器翻译：用中英文一键检索和阅读全球专利

3. 及时监控技术领域最新的专利动态

4. 共享工作空间，内部高效协作

5. 各种“神器”功能：语义检索，图像检索，智能附图，审查文件

为什么要使用智慧芽数据库查专利？



数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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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检索

• 了解各种检索的优势，根据需求选择检索方式实现高效精准检索





专利文献





八种专利检索方式

便捷灵活的检索方式，提高检索效率

高级搜索

◆丰富的索引字段，各

种小工具帮助检索快

速精准

简单搜索

◆智能索引，关键词，

申请人直接检索，简

单易上手



简单搜索

在简单搜索中尝试无人驾驶、自动驾驶、防碰撞等关键词，根据智能推荐和预

估结果数，随时调整搜索词

输入的内容会搜索专利的
• 全文（标题/摘要/权利要求/说明书）
• 申请人、发明人
• 申请号/公开号
• 分类号

输入关键词，
即可预览结果
数量

系统根据输入内容
智能提示关联词、企
业全称和语法等



高级搜索

熟练检索的可以通过高级搜索，打造更精细的搜索条件

选定字段输入
搜索内容
支持逻辑运算
并能切换字段
范围

多种辅助选项
能更方便查找
专利

打开选项将在
机翻数据中搜
索您的关键词



高级搜索

• 多种类型的字段，精确定位检索范围

• 多个字段之间可以连用：AND，OR，NOT



搜索逻辑关系：AND、OR、NOT

通过三种逻辑运算符（大小写不限），能生成更精准的搜索条件

BA

A B

A B逻辑AND

逻辑 OR

逻辑NOT

1. 增强检索专指性，缩小检索范围

如：电池 AND 隔膜

2. 扩大检索范围，提高查全率

如：无人驾驶 OR 自动驾驶 OR 自主行驶

3. 增强检索准确性，缩小检索范围

如：锂电池 NOT (隔膜 OR 隔板)



逻辑布尔运算

1. 优先顺序：NOT > AND > OR

• 判断：A NOT B OR C AND D

2. 其他运算规则

• 加个（）——括号内的做整体运算

• 空格代表 “AND”

• 英文词组整体检索要用 双引号 “”，如 “smart phone”

→（A NOT B）OR （C AND D）



专利检索常用方法

1. 确定基本检索要素：关键词，申请人，时间等

2. 查全操作：拓展要素关键词表达，例如同义词、外文词等

3. 查准操作：去重去噪，或找出要素的对应IPC分类号

4. 将上述的要素表达进行逻辑组配，构建完整检索式

5. 根据检索结果不断调整检索式



1. 意义上：

• 同义词、近义词等 —— 关键词助手

• 外文词 —— 机器翻译

• 上位概念/下位概念

2. 形式上：

• 英文词的词性、单复数，时态——截词

• 简称，缩写，全称

3. 角度上：

• 不局限于关键词的本身，关键词构成的技术方案的效果、用途和解决的技术问题

等角度——拓展搜索

查全检索



例：CN110956574A  SOC芯片、移动终端



查准检索

1. 使用精确的字段：如：标题/摘要/权利要求

2. 使用逻辑运算符：and，not

3. 采用国际通用的IPC分类号

4. 去重去噪 ，二次筛选



专利分类号

分类号是指一系列国际公认的专利技术分类标准

• IPC国际专利分类

• CPC联合专利分类

• 日本专利分类（FI，FTERM）

• USPC美国专利分类

• LOC国际外观分类（洛迦诺分类）

• 美国外观设计分类

• 日本外观设计分类

LOC：08-05-104737
大类号、小类号、产品系列号

国际专利分类号

部 C 化学；冶金

大类 C12 生物化学；啤酒；烈性酒；果汁酒；
醋；微生物学；酶学；突变或遗传工程

小类 C12N 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繁殖、
保藏或维持微生物；变异或遗传工程；培养基

大组 C12N7/00 病毒，如噬菌体；其组合物；
其制备或纯化

小组 C12N7/01 ·以引入外来基因材料修饰的
病毒，如噬菌体



专利分类号 VS 关键词

分类号

• 以统一的分类体系为基

础

• 同一主题一种标识

• 指向具体

• 检索结果少而精

• 通用于各种语言

关键词

• 以自然语言为基础

• 检索词变化多样

• 指向模糊

• 检索结果多而杂

• 受限于语种



1. 问题：

① 申请人在多个国家申请专利，用的是不用的语言，怎么检全所有专利？

② 同个申请人，申请专利时用的名字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写“深圳市××有限公

司”，有的写“深圳××有限公司”，或者“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检索

时要遍历多个名字很麻烦，怎么办？

2. 检索字段：[标]当前申请(专利权)人 和 [标]原始申请(专利权)人

① 通过标点符号、大小写、缩写、全称、翻译方式、公司后缀等多个维度，最

终将确定为同一公司的名称统一整理为标准名称（中文名或英文名）。

② 注意：

① 标准化程度不是所有公司都达到100%，可自行输入补充

② 标准化处理不会将子公司和总公司统一到一起，可通过公司树解决

检全申请人所有专利—— 【标】当前/原始申请人



检全申请人所有专利—— 【标】当前/原始申请人

【标】当前申请人：按专利数量，自动联想标准化的申请人名称



检全申请人所有专利—— 公司树

1. 公司树：查看某公司的分公司、子

公司、投资关系的关联公司等内容

2. 勾选需要查询的公司后，系统会自

动把这些公司用 OR 连接起来



检全申请人所有专利—— 【标】当前申请人+公司树



直接通过一段文本，无需人工提取技术关键词，搜索近似技术的专利数据。

有助于验证专利可行性、快速查找对比文件、或是寻找专利无效线索

语义搜索

*建议：优先使用交底书中的发明内容和实施方式进行语义搜索效果最佳

复制一段技术描述文本* 粘贴并查找近似专利



1. 仅支持外观专利的检索

2. 提高检索准确度的几个方法：

• 上传图片的清晰度越高越好，

• 背景尽量简单

• 选择主视图

• 加上关键词限定

• 加上LOC分类号限定

• 检索后通过过滤项进行过滤

3. 新增：智能联想（图片+描述）

图像搜索——深度优化



扩展搜索

粘贴一段文本，由算法

自动提取文本中的技术

主题，并推荐衍生关键

词（近义、同义词等）

扩展的衍生关键词可以

作为技术分解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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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与专利阅读



数据处理

快速获取有价值的专利，避免重复阅读，提高分析效率

◆ 针对同一申请的不同公

开文本，或同样技术主

题的同族专利进行去重，

避免对相同技术主题的

文本进行重复阅读

◆ 二次筛选去燥使结果更

精准

1
去重去噪

3
寻找重点专利

2
数据导出

◆ 通过引用频次寻找重点

目标专利

◆ 通过专利家族规模判断

专利重要性

◆ 通过专利价值寻找具有

高价值的目标专利

◆ 多种格式数据导出，方

便同事之间共享检索专

利成果

◆ 便于线下编辑和多维度

分析



搜索结果的处理

可以随时对申请人、年份、地区、专利类型、
法律状态等进行筛选/排除

上方栏可以调整视图模式、排序、
文本高亮、搜索设置



搜索结果的预览

根据习惯调整视图、排序等，更快找到目标专利



专利详情页

1. 在线翻译（建议

优先查看中文同族）

2. 图文视图

3. 智能附图

4. 高亮文本

高效阅读

1. 引用：追根溯源

2. 被引用：寻找竞争

或合作伙伴

3. 新增：引用来源

4. 引用分析

引用分析 同族专利

1. 三种同族文本

2. 同族地图

3. 同族专利一键导出



智能附图

• 基于NLP自然语言识别，OCR光学字符识别

技术，识别摘要附图、全文附图中的部件

标号以及名称

智能附图-提升图片阅读效率

CN210379245U配电装置和具有该装置的机动车辆



在图文对照中打开智能附图

选择切换到智
能附图模式

标号可任意拖
拽，避免遮挡；
点击标号说明，
会自动高亮原
文中的词组，
并切换查找



• 划重点：黄色下划线

• 注释：蓝色下划线

• 自动添加到工作空间—【快速保存】-

【划过重点/注释过的专利】文件夹中

划段高亮/注释，快速对专利信息进行标记或批注



相似专利

基于语义相似度模型，找到与本专利描述技术最相似的一批专利

基于相似专利，
更快速找出类
似的技术方案



相似专利新增可专利性标签，快速进行新颖分析及侵权分析

增加至100条

• 可能影响：相似专利申请日在目标专利申请日/优先权日之后，侵权分析

• 可能被影响：相似专利申请日在目标专利申请日/优先权日之前，新颖分析



阅读专利-引用信息

将专利引用|被引用的信息进行整理，包含了非专利文献
引用来源包括了申请人和审查员的引用数据，标签的含义可以鼠标悬停查看



• 划重点：黄色下划线

• 注释：蓝色下划线

• 自动添加到工作空间—【快速保存】-

【划过重点/注释过的专利】文件夹中

划段高亮/注释，快速对专利信息进行标记或批注



官方审查文件：审查，发文，费用信息



公开/授权专利权利要求对比
CN104018297B:

审查员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提出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从属

权利要求2-4、7分别对权利要求1进行限定，并且其附加技术特征为本

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

因此，专利权人为了获得专利权，将从属权利要求2-5并入权利要求1，

满足授予专利权的创造性要求，大幅缩小了专利保护范围。

以红色展示删除权利要求2-5的部分文字描述，同时适应

性修改权利要求标号，展示更清晰

绿色新增部分实际为权利要求

2-5的附加技术特征并入了权

利要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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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使用工作空间，快速实现团队协作和专利监控

• 行业与公司专利分类管理，建立多层级导航库

• 自定义专利标引与注释，实现IP与研发的团队协作

• 智能收录与邮件提醒，实时监控行业动态与竞争对手



工作空间

自动收录

工作协调，高效沟通的线上平台

可以按照技术、公司建

立多层级导航库，沉淀

思路和成果

用企业内部技术语言对

专利进行人工标引，便

于内部协同合作和分析

对关注技术领域或企业

创建检索式进行监控，

及时收录更新专利，避

免反复检索

通过邮件对更新内容进

行线下监控，不限于智

慧芽用户（分享给研发）

专题导航

人工标引 邮件提醒



保存到工作空间

建立研发技术导航专题库，将前期检索的专利数据按不同维度整理分类



保存到工作空间

自动更新的文件夹，会收录最新的相关专利，方便持续跟踪技术动态



设置邮件提醒

除了能自动更新专利，还能设置专利动态的定期邮件提醒



工作空间-竞争对手和技术领域监控

建立三个工作空间（小作业）：

1. 自己的专利

2. 竞争对手的专利

3. 关注的技术领域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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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分析



专利分析

通过图表、矩阵、地图等分析，都能发现专利的蛛丝马迹

专利数据的分析



多维度快速分析



多维度快速分析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

技术功效矩阵图可以看出专利申请在关键技术点上不同的技术需求上的集中度，较为集中的为研发热点

和/或重点技术，申请量较少甚至为零的为研发空白点和或/难点，有利于提升专利信息在研发中的利用。



使用帮助和线上客服



学院课程

知产相关学习课程与每周智慧芽Live线上直播



手机端搜索专利

在微信搜索中，选择小程序并搜索「智慧芽」

即可进行手机端专利搜索



研发创新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提供商

智慧芽官网：www.zhihuiya.com
扫码关注 · 了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