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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分类索引

申请人清理及DWPI独特分类索引，

更清晰地连接目标技术

国家级专利局采用

全球超过40个专利局都在使用

DWPI数据进行专利审查工作

DWPI 精华摘要

采用严谨一致的规范，将原始专

利内容深加工成精华摘要

全新的界面问世

直观，易于理解的用户界面

及多种功能图表强化

1

2

3

4

检得全，检得快，检得准

图像化专利地图技术

全球 1 5 0 + 个国家 / 地区专利收录

Derwent Innovation

提供全球最权威可靠的专利资料和科技文献，

具备强大的智能检索、预测分析和海量文献

图像化功能，协助组织建立跨部门技术情报

搜集与分析，为您提供最广泛视角的技术信

息来源。



DI数据收录

4



加强全球专利数据的收录
(Global Pate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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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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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61

75

数据扩展

包含可检索PDF

国家/地区 著录项目

国家/地区 DWPI改写数据

国家/地区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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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德国 PCT

澳大利亚 印度 俄罗斯

巴西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加拿大 日本 泰国

中国 韩国 英国

欧洲 马来西亚 美国

法国 墨西哥 越南

ARIPO（非洲） 爱沙尼亚 立陶宛 塞尔维亚
亚美尼亚 欧亚大陆 卢森堡 斯洛伐克
奥地利 芬兰 摩尔多瓦 斯洛文尼亚
白俄罗斯 格鲁吉亚 摩纳哥 南非
比利时 希腊 蒙古 苏联
保加利亚 海湾合作委员会 摩洛哥 西班牙
哥伦比亚 荷兰 新西兰 瑞典
哥斯达黎加 香港地区 挪威 瑞士
克罗地亚 匈牙利 非洲 台湾地区
古巴 冰岛 菲律宾 突尼斯
捷克共和国 爱尔兰 波兰 土耳其
捷克斯洛伐克 以色列 葡萄牙 乌克兰
丹麦 意大利 罗马尼亚 乌拉圭
东德 拉托维亚

基本

附加

数据内容聚焦

扩大全球专利全文收录



在2019年3月，DWPI增加了

CIS（独联体国家）9国数据。

截至目前，DWPI已拥有61个

国家/组织的专利记录数据。

DWPI收录增强
增强阶段 2： 独联体国家收录强化

• 快速增长的经济领域

• 中国巨额投资

✓ 每年9,000亿美元投资

✓ （中国“一带一路”覆盖）

✓ 中国在丝绸之路国家的专利申请

✓ 2017年申请量增加16%

• 亚美尼亚 （AM）

• 白俄罗斯 （BY）

• 欧亚专利组织 （EA）

• 格鲁吉亚（GE）

• 哈萨克斯坦（KZ）

• 吉尔吉斯斯坦（KG）

• 摩尔多瓦 （MD）

• 乌兹别克斯坦（UZ）

• 塔吉克斯坦（TJ）

增加的九个独联体国家 增加原因

谷歌, 脸书等大型美国公司，最近启动的收购，
有很多公司均属于白俄罗斯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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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创新

挖掘技术情报，助力科研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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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挑战：专利晦涩难懂，篇幅长、多语种、
技术点分散

法律语言

一个单边开口的圆柱体，
所述圆柱体在远离底座的
一侧设置有开口；在远离
所述圆柱体旋转面轴的一
侧设置有弧形凸起，所述
弧形凸起的两端与所述圆
柱体表面相连。

一个上下等宽的带把手的
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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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PI 摘要

新颖性
该方法涉及在传感器处理器系统处监测（500A）连接到移动设备的传感器。基于监测
结果来检测（520A）由移动设备的用户激活的预定义手势以及环境状况或事件。基于
检测结果选择要施加到应用处理器系统的功率配置文件（525A）。指示电源管理控制
器（535A）将选定的功率配置文件应用到应用处理器系统。

用途
控制诸如蜂窝电话，寻呼机，个人数字助理，双向文本寻呼机之类的移动设备的功耗
的方法。也可用于个人计算机（PC）卡，小型快速闪存卡，内部或外部调制解调器，
无线或有线电话，个人计算机和MP3播放器等。

优势
与应用处理器系统的功耗相比，传感器处理器系统的功耗得以降低，并且所选功率配
置文件被应用于应用处理器系统，从而降低了移动设备的总体功耗。

DWPI 标题
控制移动设备的功耗的方法，包括基于传感器监测结果检测预定义的姿势和环境条件
或事件，以选择要应用于处理器系统的功率配置文件

整件专利技术的大概描述

与以前的技术区别在哪里？

可以应用在何处？

具体改进了哪个部分？

DWPI精华摘要

助您快速理解专利的技术内涵

专利的原始公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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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姿势识别来控制移动设备的功耗

控制移动设备的功耗的方法，包括基于传感器监
测结果检测预定义的姿势和环境条件或事件，以
选择要应用于处理器系统的功率配置文件

新颖性： 与以前的技术区别在哪里？

用途： 可以应用在何处？

优势： 具体改进了哪个部分？

DWPI精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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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 DWPI

将整篇专利改写成一页的重点精华摘要，将信息浓缩成知识

As is

整篇专利阅读（无论需不需要）

1-2 小时

To be

精华摘要（快速判断相关性）

5-10 分钟

VS

从根本上解决了专利难以阅读和理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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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界面功能模块介绍及演示

❖ 检索专利集合的选取

❖ 常用的检索方式：智能检索、字段检索（专利权人检索、关键词检索）、公开号检索

❖ 检索结果显示和浏览：专利记录视图、DWPI应用

❖ 分析检索结果：图表和Insights

❖ 导出检索结果 (Excel, PDF Summaries)

❖ 使用监控和预警自动化您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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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的UI/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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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选择的多样化

新设计的UI/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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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检索更快捷

新设计的UI/UX



直观的检索式显示

新设计的UI/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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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技术的新应用

18

解读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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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检索结果——解读（示例1）

1. 对图表的智能解读，以整体了

解竞争对手关注的技术领域。

2. Top10专利权人缩略图，即时比

对各专利权人在不同技术主题

下的专利持有比例。

3. 圆环图聚焦于选定的专利权人。

4. 圆环图的各分区代表基于IPC-4

位代码的技术领域，单击任一

分区，即可呈现该分区专利的

智能主题(Smart Themes)描述。

5. 该分区还被划分为多个细分技

术领域（基于IPC-8位代码），

分别显示其智能主题描述。

附注说明

Smart Themes

1

4

5

2 3

解读——我的竞争对手正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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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分析
Predictive Analytics

1

2

对于每个预测分析指标，整个数据库中的分数归一化以使用百分制，
分数表示特定指标的相对强度。

1. 专利评价指标：用于评估专利的相对重要性
和强度，包括：
• 领域影响力：专利公开对其所属技术领域的相

对重要性
• 战略重要性：专利公开对其所属公司的相对重

要性
• 综合专利影响力：结合其他Derwent预测分数

得出专利公开的总体重要性，表明该专利与其
他专利相比有多重要

2. 事件预测指标：用于预测专利未来发生某种
事件的概率，包括：
• 授权概率：此专利申请获得授权的可能性
• 提前终止的概率：此授权专利在可用期限完全

到期之前失效的可能性
• 终止后恢复的概率：此失效专利将被恢复的可

能性

专利评价指标

事件预测指标

AI技术的新应用



以上打分采用的是将专利公开数据来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再用训练出来的
模型，为每一件在DI上的专利打分。预测分析的输入变量为已建立的包含
150多个数据点的集合，包含对专利重要性可能产生影响的多种类别：

21

预测分析
Predictive Analytics

诉讼
上游/下游事件

法律状态
引用

专利文本
技术分类

申请类型

同族专利/申请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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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评价指标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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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评价指标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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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识产权
案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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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识产权
案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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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特定专利的状
态变化（监控）

用于追踪特定专利的状态更新

(包括法律状态、移转、被引

用…)

勾选感兴趣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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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ed Records

监控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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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式追踪（预警）

预警（ Alert ）功能可定期的追踪是

否有新的符合「检索式」限定条件的

专利公开。一旦有新的专利，系统即

寄信通知用户，可做为追踪技术发展、

竞争对手动态….的工具。

Alert是通过云端执行，使用者无需维

持登录，系统仍会依照设定的频率与

格式，在后台运行预警通知功能。

设置预警

用户可以将目前的检索式设
定预警，做长期的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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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式追踪（预警）

收件人email（可输入多个）

设置追踪名称

设定运行选项

设定运行频率（每周、每
月、每次数据库更新）

什么时候停止预警

是否将结果储存至
DI上的工作文件夹中? 
只保留最新的? 累积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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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Innovation解决方案在高校中的应用场景

高校知识产权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DI解决方案

如何全面地检索目标机构的专利？ DWPI 专利权人代码

如何更快捷地进行查新/可专利性/FTO/无效检索？ 智能检索

如何快速理解专利的技术内涵？ DWPI专利深加工内容

如何进行技术全景分析？ 专利地图

如何识别潜在的科技成果转化机会？ DPCI引证信息

如何评估专利影响力？ 预测分析指标

如何评估专利纠纷、侵权风险？ 全球知识产权案例数据

如何跟踪某项技术或者关注专利的最新动态? 监控和预警

如何对专利包进行定制化的分类？ 自定义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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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专利检索与分析类型

❖ 目标机构专利组合评估

❖ 特定技术主题专利检索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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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检索类型

常见检索类型 检索目的 检索对象

可专利性检索
Patentability 

Search

▪ 确定该未申请的发明是否具有
可专利性

▪ 技术交底书中的技术特征
▪ 检索全球范围内相关专利、

非专利

现有技术检索
State of the 

art, SOA

▪ 调查与该技术相关的现有技术
• 技术方案、具体技术问题
• 检索全球范围内相关专利、

非专利

专利无效检索
Invalidity 

Search

• 找到无效该授权专利的证据
• 权利要求
• 检索全球范围内相关现有

技术

可实施性检索
Freedom to 

operate, FTO

• 确定目标区域是否存在潜在侵
权风险的专利

• 产品（方法）技术特征、
产品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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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分析类型

准确深入的技术情报助
决胜千里之外

常见分析类型 说明

技术全景分析
Patent Landscape

对选定技术领域进行宏观统计分析， 从整体趋势、
竞争环境、技术发展、核心专利等角度 提供对于选
定技术领域的全面认识。

专利组合评估
Portfolio Assessment

对机构专利组合进行评估，了解专利的全面性与重
要性，从而提供客观的第三方专利价值评估结果。

竞争情报监控
Competitive Monitoring

识别竞争对手的活跃领域和非活跃领域 •  比较技术
市场随时间的演进 •  进一步纵向挖掘详细信息

商业信息服务
Business Intelligence

提供诸如财务信息、法律信息、 技术信息、金融信
息、新闻等多种数据在内的定制化综合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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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标机构专利组合评估

❖



35

专利组合评估的阶段

专利评估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从过去、现在和未来帮助您了解您机构的知识产权组合。

专利组合评估的阶段

阶段 关注点 目的

知识产权管理 过往表现 了解您现有的知识产权组合

对标分析 当前竞争
将现有知识产权组合放在竞争激烈的知识产权
环境的更广阔格局中

机会识别 未来发展 确定成本节省的机会，完善您的知识产权组合

 发现可能出售或许可的那些利
用不足却强大的专利

 消除不必要的知识产权费用
 找出您的专利组合中可能需要

许可，合作或收购进行补充的
缺口

 通过增强或减弱某些专利领域
进而优化专利布局

 通过将花掉的费用与创造的价
值进行对比来确定合理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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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机构所有专利，构建专利包

构建分析模型，评估专利组合

盘点机构专利资产

专利包分类

按技术分类

按学科分类

按价值分类

按部门分类

按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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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地检索特定机构的专利？

UNIV LELAND STANFORD JUNIOR

STANFORD UNIVERSITY

UNIV STANFORD

UNIV LELAND STANFORD JR

LELAND STANFORD UNIV 

LELAND STANFORD JR 

……

SAMSUNG ELECTRONICS

SAMSUNG SDI

SAMSUNG Display

SAMSUNG Medison

SECRON CO

GRANDIS INC

S-PRINTING SOLUTION

专利权人实体
名称多样化

子公司/股权结构/
收购

全面检索，构建专利包

盘点机构专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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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PI专利权人代码
专利权人检索，更加全面和
准确

➢四位代码覆盖全球约21,000家机构

➢四位代码覆盖其控股公司及子公司

➢选择经过标准化-C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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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机构专利资产

构建分析模型
评估专利组合

分析的目的和手段

为什么要分析？ 您希望从此分析结果中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寻找合作伙伴

确定先进技术研究机构

专利运营

专利包分析

竞争态势分析

技术调查

市场分析

技术趋势分析

前沿技术分析

技术方案解读

申请国家地区

优先权国家/地区

机构对标分析

研发趋势 专利申请趋势

主要参与者 Top 专利权人/申请人

专利价值评估

侵权证据搜集

专利引证分析

合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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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机构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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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高校专利资产

国内某一流大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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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一流大学与
企业合作申请专利

占比

国内某一流大学

某精密工业公司

某环境公司

A校产业研究院二

中国铁路总公司

某信息科技公司

某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某机电科技公司

某显示技术公司

国家电网

A校产业研究院一

成立联合实验室

共建研究中心

带动地方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

带动地方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

专利转让情况

产学研合作途径：
地方政府
省内企业
地方高科技园区
……

12%

产学研融合情况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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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国内某一流大学专利的Top10企业

专利的引证信息

识别潜在的
转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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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65020A1

DE19810544 - Mazda

EP 732417 - Toyota

EP769821 - Matsushita

JP10046268 – Japan Metals & Chem

AU2006205885 – Univ Denmark

EP1304185 - Sumitomo

EP1397223 - Goldschmidt

EP1735122 – CVRD INCO

EP1836017 – Univ Denmark

JP3978652 – Sumitomo

KR831827 – Fraunhofer GES

RU2370343 – Univ Denmark

WO7601183 – Goldschmidt

WO2005095029 Frauenhofer GES

WO2006074932 – Risoe nat lab

WO2007095658 - Plansee

EP1065020B1

DE19810544 - Mazda

EP 732417 - Toyota

EP769821 - Matsushita

JP10046268 – Japan Metals & Chem

WO2006074932 – Risoe nat lab

JP2001226723

US6840978 - Sumitomo

US7029173 - Bosch

US6387149

US6840978 - Sumitomo

US6926969 – Frauenhofer GES

US7108828 - Nat res council Canada

US7585456 – Cent nat rech sci

JP7150270 - Sumitomo

JP10251710 – Japan metals & Chem

EP732417 - Toyota

JP9122887 - Mazda

JP10251710 – Japan Metals & Chem

JP38017554 - Mazda

JP57174484 - Sumitomo

EP769821 - Sumitomo

JP10046268 – Japan Metals & Chem

JP9231983 - Sumitomo

US5597665 - Sumitomo

DE19810544 - Mazda

US5640669 - Sumitomo

JP6089376 - Sumitomo

CA2312607

DE60019682

美国案的引用

欧洲的引用

日本的引用

同族专利引文错综复杂

一个一个地查，您觉得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专利的引证信息

藉由科技成果的影响力，
识别潜在的转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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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769821 - Matsushita

EP732417 - Toyota

JP9122887 - Mazda

JP10251710 – Japan Metals & Chem

JP38017554 - Mazda

JP57174484 - Sumitomo

EP769821 - Sumitomo

JP10046268 – Japan Metals & Chem

JP9231983 - Sumitomo

US5597665 - Sumitomo

DE19810544 - Mazda

US5640669 - Sumitomo

JP6089376 - Sumitomo

JP7150270 – Sumitomo

US6840978 - Sumitomo

US6926969 – Frauenhofer GES

US7108828 - Nat res council Canada

US7585456 – Cent nat rech sci

WO2006074932 – Risoe nat lab

AU2006205885 – Univ Denmark

EP1304185 - Sumitomo

EP1397223 - Goldschmidt

EP1735122 – CVRD INCO

EP1836017 – Univ Denmark

JP3978652 – Sumitomo

KR831827 – Fraunhofer GES

RU2370343 – Univ Denmark

WO7601183 – Goldschmidt

WO2005095029 Frauenhofer GES

WO2007095658 - Plansee

US6840978 - Sumitomo

US7029173 - BoschUS6387149
DE60019682
JP2001226723
CA2312607
EP1065020A1
EP1065020B1

家族引用的专利
引用家族的专利

德温特的DPCI引证信息在同族专利级别经过编制，因此在检索结果中
包含一项发明的全部引用，而不仅只是您输入的公开号的引用

同族专利

德温特专利引文索引DPCI
专利的引证信息

藉由科技成果的影响力，
识别潜在的转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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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 专利

关联？

发现科技论文和专利之间的关联

论文的引用

识别潜在的
转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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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引用

识别潜在的
转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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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引用论文的专利

论文的引用

识别潜在的
转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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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引用国内某一流大学高影响力论文的Top10机构

有利于确定产学研项目的推广
方向以及科研基金项目的洽谈

论文的引用

识别潜在的
转化机会

镁光科技有限公司（Micron Technology, Inc.）是高级半导体解决方案的
全球领先供应商之一。通过全球化的运营，美光公司制造并向市场推出
DRAM、NAND闪存、CMOS图像传感器、其它半导体组件以及存储器模块，
用于前沿计算、消费品、网络和移动便携产品。

VMware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是全球云基础架构和移动商务解
决方案厂商，是全球桌面到数据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所提
供的经客户验证的解决方案可通过降低复杂性以及更灵活、敏捷地交付
服务来提高IT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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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科技成果
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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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企业专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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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案例分析：Dart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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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Innovation
专利数据库

实际场景：

专利引证分析

如何识别企业的专利组合中潜在的专利运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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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潜在许可机会



56

识别潜在许可机会



57

Baidu

Tencent

Alibaba

Beijing Qihoo

Qizhi Software

Hu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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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标分析

对标参考指标：

国内外对标高校的选取

• 中国“C9”vs. 美国“常春藤”vs. 德国“U15”
• 中国“E9” vs. 德国“TU9” vs. 日本“八大学工学系联合会”

举例：

要素：

➢ 对标对象
➢ 对标参考指标
➢ 检索数据库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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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标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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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 —《2019长三角区域创新机构发展研究报告》

 发明总量（以德温特专利家族为统计单位，每一个德温特专利家族计为一
项发明）——体现机构总体实力；

 专利授权率——体现机构创新的质量；
 专利全球化——体现创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专利保护的程度，来间接

体现机构创新成果价值；
 专利施引数量——体现机构创新的影响力；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情况——体现机构创新的高度及社会效益。

在研究方法方面，《报告》致力于建立透明、可对标、数据化的分
析维度，从最具体现创新产出能力——专利的情况进行数据分析，
特别是在数据分析中，侧重于从5个维度进行分析：

在研究数据方面，《报告》基于科睿唯安Derwent Innovation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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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数据与数字化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

报告来源： http://www.gzgddi.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7&id=180

2 0 1 8

2 0 1 7
• 报告聚焦发明专利、PCT专利、施引专利、同族专利等4大评价指

标，通过对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的创新能力，重点

剖析粤港澳大湾区9+2座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协同能力。通过汇

总各城市近五年的专利总数，统计各创新机构专利总数，排序截取

各城市前50名机构，共500家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机构（包括高校、

研究院和研究所）。

• 数据来源：报告使用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原汤森路透知

识产权与科技业务）Derwent Innovation专利数据库（2019年版报

告的年限区间分布为2014年—2018年）。
2 0 1 9

http://www.gzgddi.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7&id=180


Agenda

❖

❖

（二）专利信息检索与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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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特定技术主题专利检索与分析



63

❖目标技术快速检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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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检索的运用：快速获取高相关性专利、收集检索条件



65

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

即使您不是某项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家，Smart Search也能让您

轻松找到与该技术相关的专利。用户只需输入(或粘贴)技术描述

的文本（任意长度）。Smart Search 自动从输入的文本中提

取关键词，经过语义分析、关键词拓展、引用被引用、分类号

等运算，获取准确、完整的检索结果，模拟熟练的专利检索人

员的检索过程。



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also known
as 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 (ECLS), is
an extracorporeal technique of providing prolonged cardiac
and respiratory support to persons
whose heart and lungs are unable to provide an adequate
amount of gas exchange or perfusion to sustain life. The
technology for ECMO is largely derived
from cardiopulmonary bypass, which provides shorter-term
support with arrested native circulation. ECMO works by
temporarily drawing blood from the body to allow artificial
oxygenation of the red blood cells and removal of carbon
dioxide. Generally, it is used either post-cardiopulmonary
bypass or in late-stage treatment of a person with profound
heart and/or lung failure, although it is now seeing use as a
treatment for cardiac arrest in certain centers, allowing
treatment of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arrest while circulation
and oxygenation are supported. ECMO is also used to
support patients with the acute viral pneumonia associated
with COVID-19 in cases where artificial ventilation is not
sufficient to sustain blood oxygenation levels.

复制一段技术描述

技术交底书
专利
科技论文
产品说明书
技术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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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入智能检索
框中，执行检索



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

系
统
后
台
运
算

终点

起点

不是AND、也不是
OR，智能检索的
逻辑是交叉运算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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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

检索出前1000篇与输入条件最相关的
专利，并按照相关性由高到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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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初始检索式以查找变体和英语对等词

Smart Search 利用提取出的源检索词，在原始专利文本和 DWPI 专利文本中，针
对每个检索词运行单独的检索式。这会创建一个初始检索结果，该检索结果可
以作为用来确定检索背后含义的首轮分析的基础。

Smart Search 将使用提取出的源检索词在初始结果中查找经常在相同文本中出
现的术语。常见的英语单词（如“the”、“and”、“method”、“system”）会被删除，
而余下的检索词将进行排名，排名最高的源检索词会被添加到检索式中。

这个过程会纳入 DWPI 数据中经过重新编写而得到增强的文本，此类文本可提
供大量的行业标准术语，使用此项增值内容可帮助 Smart Search 查找与您感兴
趣的内容最相关的专利。

Smart Search 充分利用DWPI的强大功能来提高检索结果的准确性
（将DWPI的内容用作后台检索算法的一部分）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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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现状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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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检索是一门艺术
专利检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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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准备

终止
检索浏览

记录

检索策略

确认表达
检索要素

专利检索一般工作流程

检索技巧

背景技术调研

技术领域
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改进
的技术特征

关键词、分类号

构建、运用检索式

反馈、调整检索式

选择合适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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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了解技术的背景？

为确保分析的结果能反映相关技术的趋势，检索的质量非常重要，而检
索的精准度取决于对技术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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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技术概览
什么是ECMO?

体外膜肺氧合（ECMO）是体外循环的一种改良形式，用于为患有严重心脏和/或呼吸
衰竭的患者提供足够的氧输送。ECMO涉及从静脉循环中抽血，将其泵送至氧合器，在氧合
器中添加氧气并清除二氧化碳，然后将合适温度的血液返回静脉或动脉循环。

标准ECMO设备由机械式血液泵、气体交换设备和热交换器组成，它们通过连接管路连
接在一起。ECMO设备可以从简单到复杂变化，并且可以包括各种血流量和压力传感器，连
续的氧合血红蛋白饱和度传感器，静脉管路和动脉输注管路之间的桥。除压力传感器和流量
传感器外，沿体外膜肺氧合回路还设有用于输注药物和液体以及收集生物样本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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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技术概览
❖ 血液泵

功能：是将患者的血液推动到氧合器
位置：患者和氧合器之间的引流管路中
类型：滚轮泵（数十年来的标准）或离心泵（近期大量取代滚轮泵）
主要供应商： Maquet、Medos、和Thoratec

ECMO设备的主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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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技术概览
❖ 氧合器

功能： 气体交换设备，用于向血液中添加 O 2并从血液中去除CO 2。
材料：硅橡胶、聚丙烯中空纤维、聚甲基戊烯、聚氯乙烯、以及聚氨酯
类型：硅橡胶膜肺（标准氧合器）、中空纤维氧合器、
商用产品：Quadrox-iD，Hilite LT，Lilliput 和Biocube

ECMO设备的主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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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技术概览
❖ 血管导管

类型：
• 单腔导管：用于为接受VA（Veno-Arterial） ECMO的患者提供静脉和动脉管路，或为

接受 VV（Veno-Venous）体外支持的患者提供多点静脉管路
• 双腔导管：通过单个颈静脉进入部位提供静脉支持。血液通过导管的其中一个内腔从患

者身上排出，然后通过另一个内腔返回患者。
当前市售三种双腔 ECMO导管：OriGen双腔导管、Covidien ECMO导管、Avalon双

腔导管

ECMO设备的主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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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双重保障

原始专利数据

(官方资料内容))

DWPI人工加工数据

(专家重新改写)

德温特创新平台的检索优势

专利数据

资料库A 资料库B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标题/摘要
• 标题/摘要/权利要求
• 标题
• …标题-原文
• …标题-原文（英法德西）
• 摘要
• …摘要-原文
• …摘要-原文（英法德西）
• 权利要求
• …权利要求（英法德西）
• 说明书
• 美国政府投资研发
• 专利权人/申请人
• …专利权人/申请人-原始
• …专利权人/申请人-标准化
• 发明人
• 代理人/代理机构
• 审查员
• 公开号
• 国家/地区代码
• 专利档桉类型标识码
• 公开日期
• 公开年

• 申请号
• 申请国家/地区
• 申请日期
• 优先权-数据
• …优先权国家/地区
• …优先权日
• …优先权-最早
• 相关专利申请
• PCT申请
• 全部IPC
• …IPC-现版
• …IPC-原始
• 美国分类
• …美国分类-现版
• …美国分类-现版主类
• …美国分类-原始
• 全部IPC或ECLA
• ECLA
• 洛迦诺分类
• 日本FI分类号
• 引用
• …引用的专利
• …引用的非专利

原始专利著录信息字段

• INPADOC法律状态

• 美国专利维持状态
• 美国专利转让
• 美国专利转让受让者
• 美国专利转让转出者
• 指定国/地区
• 语言

• 诉讼
• …原告人
• …被告人
• …美国专利颁发后状态
• …异议
• …许可

• EPO审查程式状态

法律信息字段

o 标题-DWPI
o 标题词-DWPI
o 摘要-DWPI
o …摘要-DWPI 新颖性
o …摘要-DWPI 用途
o …摘要-DWPI 优势
o 专利人/申请人-DWPI
o 专利权人代码-DWPI
o 发明人-DWPI
o 最早优先权国家/地区-DWPI
o 优先权日-DWPI
o 最早优先权年-DWPI
o DWPI同族专利国家/地区计数
o DWPI同族专利成员计数
o DWPI分类
o DWPI手工代码
o 施引专利 - DPCI
o ...施引专利国家/地区 - DPCI
o ...施引专利公开日期 - DPCI 
o ...施引专利相关性分类 - DPCI 
o …施引专利权人 - DPCI 
o …施引专利权人代码 - DPCI 
o 施引专利发明人 - DPCI 

DWPI增值信息字段

348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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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Innovation数据库

检索字段



• 标题/摘要
• 标题/摘要/权利要求
• 标题
• …标题-原文
• …标题-原文（英法德西）
• 摘要
• …摘要-原文
• …摘要-原文（英法德西）
• 权利要求
• …权利要求（英法德西）
• 说明书
• 美国政府投资研发
• 专利权人/申请人
• …专利权人/申请人-原始
• …专利权人/申请人-标准化
• 发明人
• 代理人/代理机构
• 审查员
• 公开号
• 国家/地区代码
• 专利档桉类型标识码
• 公开日期
• 公开年

• 申请号
• 申请国家/地区
• 申请日期
• 优先权-数据
• …优先权国家/地区
• …优先权日
• …优先权-最早
• 相关专利申请
• PCT申请
• 全部IPC
• …IPC-现版
• …IPC-原始
• 美国分类
• …美国分类-现版
• …美国分类-现版主类
• …美国分类-原始
• 全部IPC或ECLA
• ECLA
• 洛迦诺分类
• 日本FI分类号
• 引用
• …引用的专利
• …引用的非专利

原始专利著录信息字段

• INPADOC法律状态

• 美国专利维持状态
• 美国专利转让
• 美国专利转让受让者
• 美国专利转让转出者
• 指定国/地区
• 语言

• 诉讼
• …原告人
• …被告人
• …美国专利颁发后状态
• …异议
• …许可

• EPO审查程式状态

法律信息字段

o 标题-DWPI
o 标题词-DWPI
o 摘要-DWPI
o …摘要-DWPI 新颖性
o …摘要-DWPI 用途
o …摘要-DWPI 优势
o 专利人/申请人-DWPI
o 专利权人代码-DWPI
o 发明人-DWPI
o 最早优先权国家/地区-DWPI
o 优先权日-DWPI
o 最早优先权年-DWPI
o DWPI同族专利国家/地区计数
o DWPI同族专利成员计数
o DWPI分类
o DWPI手工代码
o 施引专利 - DPCI
o ...施引专利国家/地区 - DPCI
o ...施引专利公开日期 - DPCI 
o ...施引专利相关性分类 - DPCI 
o …施引专利权人 - DPCI 
o …施引专利权人代码 - DPCI 
o 施引专利发明人 - DPCI 

DWPI增值信息字段

348 and more
80

常用文本检索字段

检索字段



• 标题/摘要
• 标题/摘要/权利要求
• 标题
• …标题-原文
• …标题-原文（英法德西）
• 摘要
• …摘要-原文
• …摘要-原文（英法德西）
• 权利要求
• …权利要求（英法德西）
• 说明书
• 美国政府投资研发
• 专利权人/申请人
• …专利权人/申请人-原始
• …专利权人/申请人-标准化
• 发明人
• 代理人/代理机构
• 审查员
• 公开号
• 国家/地区代码
• 专利档桉类型标识码
• 公开日期
• 公开年

• 申请号
• 申请国家/地区
• 申请日期
• 优先权-数据
• …优先权国家/地区
• …优先权日
• …优先权-最早
• 相关专利申请
• PCT申请
• 全部IPC
• …IPC-现版
• …IPC-原始
• 全部CPC
• 美国分类
• …美国分类-现版
• …美国分类-现版主类
• …美国分类-原始
• 全部IPC或ECLA
• ECLA
• 洛迦诺分类
• 日本FI分类号
• 引用
• …引用的专利
• …引用的非专利

原始专利著录信息字段

• INPADOC法律状态

• 美国专利维持状态
• 美国专利转让
• 美国专利转让受让者
• 美国专利转让转出者
• 指定国/地区
• 语言

• 诉讼
• …原告人
• …被告人
• …美国专利颁发后状态
• …异议
• …许可

• EPO审查程式状态

法律信息字段

o 标题-DWPI
o 标题词-DWPI
o 摘要-DWPI
o …摘要-DWPI 新颖性
o …摘要-DWPI 用途
o …摘要-DWPI 优势
o 专利人/申请人-DWPI
o 专利权人代码-DWPI
o 发明人-DWPI
o 最早优先权国家/地区-DWPI
o 优先权日-DWPI
o 最早优先权年-DWPI
o DWPI同族专利国家/地区计数
o DWPI同族专利成员计数
o DWPI分类
o DWPI手工代码
o 施引专利 - DPCI
o ...施引专利国家/地区 - DPCI
o ...施引专利公开日期 - DPCI 
o ...施引专利相关性分类 - DPCI 
o …施引专利权人 - DPCI 
o …施引专利权人代码 - DPCI 
o 施引专利发明人 - DPCI 

DWPI增值信息字段

348 and more

检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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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日期、分类号检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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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语言

 强大的逻辑运算能力，
检索逻辑的精确实现

AND OR NOT

ADJ(n)

NEAR(n)  不限顺序

SAME     不限顺序

“”     严格限定

临近运算 通配符/截词符

？

*n

artificial ADJ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ADJ2 intelligence

复杂检索式的运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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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检索中需要考虑的检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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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策略

关键词

关键词的扩展

关键词本身的扩展

同义词、近义词、上位概念、下位概念

关键词含义的扩展

功能、用途、结构

关键词的其它扩展方式

从分类号中获得关键词、从已有文献和专利中获得关键词

检索要素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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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常用的分类号
系统

使用的国家/区域 说明

国际分类号IPC/CPC US, EP, WO, CN
国际通用但分类不够细, 更新时
间长

FI/F-term JP 分类细致但仅适用日本专利

德温特DWPI
手工代码

适用全球主要50国的专
利

以应用为主，分类细致，每年
更新

分类越详细

快速定位技术领域，提高检索效率

专利常用的分类号系统

分类号的扩展

Why? 仅依靠关键词检索效率低、表达不全面/无法表达
快速定位技术领域、提高检索效率

检索策略

分类号

检索要素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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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IPC和DWPI手工代码
5G 通信技术相关的分类号

DWPI手工代码——5G技术分类号

• W 通信
• W02 广播, 无线电 以及线路传输系统

• W02-C 传输系统（一般）
• W02-C03 无线电系统

• W02-C03C 移动无线电包括蜂窝系统
• W02-C03C1 蜂窝系统

• W02-C03C1L 5G（第五代）无
线电系统或设备，或类似的移动电话系统

IPC中只有涉及通信的部分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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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聚类

收集检索条件：

关键词：

"ECMO"  "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 
"EXTRACORPOREAL" "CARDIOPULMONARY 
BYPASS" "MEMBRANE OXYGENATION"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ACUTE 
VIRAL PNEUMONIA" "CARDIOPULMONARY" 
"CARDIAC ARREST" "PERFUSION" 
"OXYGENATION LEVELS“ "ECLS"

“Blood pump” “ centrifugal blood pump” 

“vein” “cannula” “vessel” “conduit” 
“catheter”
“circulatory system” “heart lung machine” 
“HLM” “lung assist ” “heart assist”
"cardiopulmonary bypass“
“blood perfu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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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检索条件：

分类号：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

IPC/CPC:
A61M1/36：自然循环旁路系统中血液的其他处理，例如温度适应、辐照
A61M1/16：有膜的透析系统；人工肾脏；血液供氧器
A61M1/10：血液泵；人造心脏；助血液循环的机械装置
A61M1/122： 血液泵； 人造心脏； 机械循环辅助设备->植入体内->心脏辅助设备
A61M2205/3334：控制，调节或测量->压力； 流量->测量或控制流量
A61M1/12：血液泵； 人造心脏； 机械循环辅助装置->植入体内
……

DWPI手工代码:
P34-A02: 注射器和其他用于从身体引入和去除介质的装置
T01-J06A: 医疗设备和信息系统 -> 医疗
B14-K01:  作用于呼吸系统 -> 呼吸活动等
B14-F02:  作用于血液和心血管系统 -> 循环活动等
S05-B:       电气医疗设备 -> 外科
S05-H02:  电气医疗设备 -> 透析; 抽 -> 血液泵系统
S05-H01:  电气医疗设备 -> 透析; 抽 -> 透析和血液处理电路
B14-F05:  作用于血液和心血管系统 -> 再灌注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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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检索式
技术主题

关联技术点1 关联技术点2 关联技术点3

同义词1-1

同义词1-2

同义词2-1

同义词2-2

同义词3-1

同义词3-2

检索词1 检索词2 检索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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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检索式

关键词

例如：
(Extracorporeal OR Extra-corporeal) ADJ membrane ADJ Oxygenat* OR ECMO OR (Extracorporeal OR
Extra-corporeal) ADJ life ADJ support OR ECLS OR heart ADJ2 lung ADJ (machine OR support OR 
substitution) OR extracorporeal ADJ2 blood ADJ2 treatment OR ……

Blood ADJ oxygenat* OR artificial ADJ lung OR blood ADJ (gas ADJ exchanger OR decarboxylation) OR
(extra-pulmonary ADJ gas ADJ exchange) OR (Extracorpor* ADJ blood carbon ADJ dioxide ADJ removal)…

Blood ADJ pump OR (artificial OR mechanical) ADJ heart OR heart ADJ assist* OR (centrifugal OR roller) 
ADJ2 pump…

(vessel OR vein) AND (catheter OR tube OR cannula OR conduit)…

注：此处仅为检索词的示例，实际
的检索式需要更多的迭代和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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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检索式 IPC/CPC:
A61M1/36：自然循环旁路系统中血液的其他处理，例如温度适应、辐照
A61M1/16：有膜的透析系统；人工肾脏；血液供氧器
A61M1/10：血液泵；人造心脏；助血液循环的机械装置
A61M1/122： 血液泵； 人造心脏； 机械循环辅助设备->植入体内->心脏辅助设备
A61M2205/3334：控制，调节或测量->压力； 流量->测量或控制流量
A61M1/12：血液泵； 人造心脏； 机械循环辅助装置->植入体内
……

DWPI手工代码:
P34-A02: 注射器和其他用于从身体引入和去除介质的装置
T01-J06A: 医疗设备和信息系统 -> 医疗
B14-K01:  作用于呼吸系统 -> 呼吸活动等
B14-F02:  作用于血液和心血管系统 -> 循环活动等
S05-B:       电气医疗设备 -> 外科
S05-H02:  电气医疗设备 -> 透析; 抽 -> 血液泵系统
S05-H01:  电气医疗设备 -> 透析; 抽 -> 透析和血液处理电路
B14-F05:  作用于血液和心血管系统 -> 再灌注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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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策略：
关键词与关键词、或关键词与分类号的组合构建检索式

(Extracorporeal OR Extra-corporeal) ADJ membrane ADJ 
Oxygenat* OR ECMO OR (Extracorporeal OR Extra-corporeal) ADJ 
life ADJ support OR ECLS OR heart ADJ2 lung ADJ (machine OR 
support OR substitution) OR extracorporeal ADJ2 blood ADJ2 
treatment OR ……

Blood ADJ oxygenat* OR artificial ADJ lung OR blood ADJ
(gas ADJ exchanger OR decarboxylation) OR (extra-
pulmonary ADJ gas ADJ exchange) OR (Extracorpor* ADJ 
blood carbon ADJ dioxide ADJ removal)…

Blood ADJ pump OR (artificial OR mechanical) ADJ heart 
OR heart ADJ assist* OR (centrifugal OR roller) ADJ2
pump…

AND

A61M1/10* OR A61M1/12* OR S05-H02……

(Extracorporeal OR Extra-corporeal) ADJ membrane ADJ 
Oxygenat* OR ECMO OR (Extracorporeal OR Extra-corporeal) ADJ 
life ADJ support OR ECLS OR heart ADJ2 lung ADJ (machine OR 
support OR substitution) OR extracorporeal ADJ2 blood ADJ2 
treatment OR ……

AND

AND

A61M1/36* OR A61M1/16* OR P34-A02 OR B14-
F02 S05-H01 OR B14-F05AND

Blood ADJ pump OR (artificial OR mechanical) ADJ heart 
OR heart ADJ assist* OR (centrifugal OR roller) ADJ2
pump…

Blood ADJ oxygenat* OR artificial ADJ lung OR blood ADJ
(gas ADJ exchanger OR decarboxylation) OR (extra-
pulmonary ADJ gas ADJ exchange) OR (Extracorpor* ADJ 
blood carbon ADJ dioxide ADJ removal)…

OR

OR

OR

…… OR

技术点1&2

技术点1&3

技术点2&3

技术点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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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检索式
检索策略 命中数

检索要素1关键词+检索要素2关键词+检索
要素3关键词+……

N1 个 DWPI 同族专利

检索要素1分类号+检索要素2关键词+检索
要素3关键词+……

N2 个 DWPI 同族专利

检索要素1关键词+检索要素2分类号+检索
要素3关键词+……

N3个 DWPI 同族专利

检索要素1分类号+检索要素2分类号+检索
要素3关键词+……

N4个 DWPI 同族专利

总计 N个 DWPI同族专利



合并所有数据集，用or连接

检索式的编号



专利分析方法论概览



数据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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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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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动&调整名称顺序
更方便

保存为叙词表，清理结果复用

Derwent Data Analyzer
(DDA)

专利权人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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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去噪

• 分类号
• 关键词
• 专利权人/申请人

• 批量去噪
• 人工去噪



数据分类

技术分解表



➢ 人工阅读分类 ➢ 机器自动分类

➢ 二次检索分类

▪ 数据库线上分类

▪ 线下人工分类

▪ DDA自动分类

二、基于自定义的分类

数据分类 一、基于分类号的分类

▪ IPC、CPC、DWPI手工代码





分析模型

❖ ECMO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

 近年来ECMO技术的专利活动趋势

 ECMO技术的全球保护策略

 谁是ECMO技术的主要玩家

 ECMO技术热点、新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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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专利分析

专利活动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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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保护策略

ECMO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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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原创国家/地区
ECMO专利分析

原创国家/地区近期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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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专利分析

专利实体分析

专利实体活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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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专利分析

大规模专利组合实体及发明创造量

发明数量最多的 26 个实体名单，均拥有 20 
项或更多发明创造， 其中TERUMO和
MEDTRONIC处于绝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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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专利分析

排名前26位实体的专利强度排名

德温特专利强度指标通过对以下几类参
数的评估，考察专利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 对其它专利的影响力: 其它专利引用
某专利的次数和频率反映了该专利在
本领域的影响力

• 专利是否授权: 专利授权与否是考察
其发明新颖性的重要指标

• 申请策略：专利申请的地域越广，通
常意味着需要付出更高的费用，反映
了申请实体本身对专利的重视程度

• 技术广度值：技术覆盖领域越广，获
得的关注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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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专利分析

排名前20实体的强度指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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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态势

ECMO专利分析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

112

心脏手术

血液治疗装置

体外循环

体外血液治疗

体外血液回路

体外膜肺氧合

病人血液氧合

外科手术
医疗器械连
接器导管

血压监测

心肺机

人工呼吸

心脏修复

医疗植入

输液

胆管

血管导管类

血管成型术

心室辅助装置 离心泵 血细胞

心肺分流术

针组件

专利地图

可植入医
疗器械

Vascular
Aneurysm动脉瘤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

Cardiopulmonary 
bypass

Vascular
Aneurysm

PITTSBURGH COMMONWEALTH    
SYSTEM HIGH Univ

Medtronic Inc

TERUMO CorpMARYLAND BALTIMORE UNIV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3

TERUMO Corp

TERUMO Corp

TERUMO Corp

Medtronic Inc

Medtronic Inc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血管导管类

输液

针组件

医疗植入
可植入医疗器械

心肺分流术

Medtronic Inc

血管成型术

心脏手术

Medtronic Inc

血液治疗装置

体外循环
体外血液回路

MARYLAND BALTIMORE UNIV

MARYLAND BALTIMORE UNIV

MARYLAND BALTIMORE UNIV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血细胞

医疗器械连
接器导管

外科手术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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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JP

CN

EP

GE

Vascular
Aneurysm

医疗植入
可植入医
疗器械

动脉瘤 外科手术
输液

心室辅助装置

心肺分流术

Cardiopulmonary 
bypass

Medical
tube医疗器械连

接器导管

血管导管类

针组件

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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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性
新兴出现的关键词、术语或概念

持续性
关键词或概念有一定的持续性

小区化程度
这些新兴概念有关联的发明人或研究机构

增长性
关键词或概念的出现频率有一定增长

在科睿唯安，通过以下4个指标来预测新兴技术，
通过这些指标，设计算法跟踪并分析技术术语、短语，为技术给出EI得分。

Emergence Indicator（EI）| 新兴技术指标



116

ECMO专利分析

申请人

新兴技术指标的分数帮助您筛选更热门话题和关键

参与者,有效完成新技术出现的预测。

自然语言处
理（NLP）

通灵仿生是一家心肺循环辅助设备研发商，基于心肺
治疗领域的专利技术，从事微创导管式同步心脏辅助
泵等医疗设备的研发，主要产品为新型心室功能微创
辅助治疗仪以及血管内新型雾化供氧装置。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

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
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体外循环条件下
进行心脏直视手术时替代人体肺的装置，学名氧合器
（人工肺）、和用于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心脏封堵器
，并配套生产贮血滤血器、动脉微栓过滤器以及体外
循环血路管道等三类体外循环医疗器械。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匹兹堡大学

发明人

https://www.qcc.com/firm_eb04b378ed895465fad24a3fd08a39df.html


可视化/报告
将数据洞察转化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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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分析

可视化分析

Derw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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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式智能解读报告

可视化报告

Derw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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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报告

Derwent Data Analyzer



Agend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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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Q&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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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知识产权解决方案

专利

专利、商标、诉讼、域名及工业标准，科睿唯安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都是各领域的领导者。

我们有为全球的创新机构提供服务的丰富经验，是助力中国创新机构发展的最佳伙伴。

商标品牌 诉讼案例 域名 工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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