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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调查

什么是专利？

1、某课题组申请了一项专利

2、如何能够把某件专利转化为钱

3、调研某个企业或竞争对手的专利情况

4、苹果手表是一件专利产品



专利与大学生科技创新

专利离我们有多远？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发展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

是保护创新。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年）》，提出要统

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全面

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知识

产权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推
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
指引（2022）》，提出到2022年
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机制
进一步健全，局省市联动工作格
局进一步巩固，知识产权创造质
量持续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
加速显现、知识产权服务水平明
显增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和竞
争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得到全面加强，进一步激发创新
活力，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
供有力支撑。



华为诉三星侵权案



青蒿素

据统计，每年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销售额多达15亿美元，但中国的市场占有量不到1%。究其原因，青蒿素作为中国

被世界承认的原创新药，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专利权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诺华公司以持有专利为理由，将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格列宁”的价格抬高到2万一瓶！格

列宁这种药物的原型，是瑞士诺华公司所生产的药物“格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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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英文为Intellectual Property，我国学者多将知识产权定义为人们对

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知识产权

著作权（版权） 专利权 商标权 商业秘密 …



专利的概念

专利（patent）是 专利权的简称 ，专利一词来源于拉丁语Litterae

patentes，意为公开的信件或公共文献，是中世纪的君主用来颁布某种特

权的证明

在现代，专利一般是由政府机关或代表若干国家的区域性组织根据申请而

颁发的一种文件，这种文件记载了发明创造的内容，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在

特定地域产生这样一种法律状态，即该获得专利的发明创造在一般情况下

只有得到专利所有人的许可才能利用(包括制造、使用、销售和进口等)



专利的特点

独占性
（垄断性）

特点

公开性 地域性

时间性



专利的类型

指对产品、方法或其改进所提出的

新技术方案，保护期限20年

专利三种类型

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所

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技术方案，保

护期限10年

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其

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

上应用的新设计，保护期限15年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专利的类型

专利类型 保护范围
技术创新
程度

审查程序 保护期限

发明 产品、方法 较高 实质审查 20年

实用新型 产品的形状、构造 一般 初步审查 10年

外观设计
产品的形状、图案、

色彩
—— 初步审查 15年



专利授权条件

指发明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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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颖性

又称先进性，非显而易见性。指与现有技术相比；也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

点和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创造性

又称工业再现性，是指发明或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

效果
实用性



专利文献

◆ 专利文献是记录有关发明创造信息的文献，它的产生基于专利制度

◆ 广义上来讲，专利文献包括专利申请书、专利说明书、专利公报、专利检

索工具以及与专利有关的一切资料；狭义上来说，专利文献仅指各国（地

区）专利机构出版的专利说明书

◆ 实际检索中接触最多的是专利说明书，它是指专利从申请到授权乃至专

利权终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本，这些文本被称为专利文献



公开文本和公告文本

公开文本：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的申请文本进

行初审后，进行法定公开的文本

对应文献编号：专利公开文献号（公开号）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没有公开文本

公告文本：发明专利申请通过实质审查（或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过初步审查）

后被授予专利权的公告文本，也称授权文本

对应文献编号：专利公告文献号（公告号）

公开文本和公告文本所代表的专

利文献是构成专利检索数据库的主

要信息，是数据库的砖石



专利文献内容

专利文献一般包含三个部分：

（1）著录信息，包括专利申请号、申请日、公开日、专利分类号、标题、

摘要、申请人、发明人等信息

（2）权利要求书，用于确定专利权请求保护的范围

（3）说明书，用于记载完整的技术方案

每一份专利文本均有明确且唯一的编号，即文献号



扉页著录信息

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

附图

包括技术领域、背
景技术、发明内容、
附图说明、具体实
施方式

限定专利保护范围



专利族与优先权

◆ 专利族，也称为专利家族，是指具有共同优先权、在不同国家或国际

专利组织多次申请、多次公开或批准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组专

利文献。族内的文献互相成为同族专利文献

◆ 优先权，指专利申请人就其发明创造第一次在某国提出专利申请后，在

法定期限内（通常是12个月）又在其他国家以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提出专

利申请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其在后申请以第一次专利申请的日期作为

其申请日。专利申请人依法享有的这种权利，就是优先权



申请号

专利申请号，是专利申请的受理标记，是在申请之日被赋予的唯一编号，国家知

识产权局采用国际普遍使用的按年编号方式

按年
编号

国别 年号
申请
种类

序号
校验
位= + + ++

CN 2006 8 0052770 . 4

年份：2006年

国别：中国

当年申请序号

申请种类：PCT发明专利

校验位

申请种类：
1：发明
2：实用新型
3：外观设计
8/9：PCT



文献号

CN  1  01371258     A

专利类型代码：发明

国别：中国

总序号

种类代码

◆ 对于检索而言，最重要的专利文献号是公开号和公告号

◆ 中国专利文献号由四部分组成：国别代码、专利类型代码（1 发明；2 实用新型；

3 外观设计 ）、总序号及种类代码（A 发明的公开文本；B/C 发明的公告文本；

U/Y 实用新型的公告文本；S/D 外观设计的公告文本）

◆ 在各种专利信息数据库中检索时，约定俗成地，一般不需要输入文献种类代码



INID码

为便于计算机处理数据以及识别不同语言

专利文献的著录项目内容，每一项著录项目名

称前面均具有带括号的特定数字，称为专利文

献著录项目识别代码，简称“INID码”

（10）文献标志

（11）文献号

（12）文献种类文字释义

（20）国内申请数据

（21）申请号

（22）申请日

（30）优先权数据

（31）优先申请号

（32）优先申请日

（33）优先申请国或组织代码

（51）IPC分类号



专利文献的优点

专利文献的优点：

（1）专利文献集技术、法律和经济信息于一体，是一种数量巨大、内容广博的

战略性信息资源

（2）专利文献传播最新技术信息（以公开换保护）

（3）专利文献的格式统一规范、高度标准化，并且具有统一的分类体系，便于

检索和阅读

（4）专利文献对发明创造的揭示完整详尽、技术内容相对可靠



专利文献的局限

专利文献的局限：

（1）专利文献重复性大

一方面，专利审批制度导致专利申请的多次公布（如公开文本和公告文本）；另一

方面，专利的地域性保护导致多份重复的专利申请（同族专利文献）

（2）并非所有专利文献所记载的发明创造都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主

要指发明的公开文本和实用新型的公告文本）

（3）有些专利文献文辞冗长，文字晦涩（专利法对申请文本仅规定了形式要求，有

些未经实质审查的专利文献存在术语不规范、文字晦涩等问题）

（4）不同语言的专利文献，给专利信息检索带来难度（仅从检索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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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体系 简称 示例

国际专利分类 IPC G11B 3/085

欧洲专利分类 ECLA或EC G11B 3/085B2

美国专利分类 USPC或UC 2/410

日本专利分类
FI C02F1/16, 101A

F-term或FT 4J00/LA01

联合专利分类 CPC G11B 3/08596

德温特专利分类
DC（德温特分类号） X22

MC（德温特手工代码） W02-C03C1G

表1 全球主要专利分类体系

专利分类体系

分类体系指的是各种分类号，它主要服务于检索，技术内容相同或者类似的文献具有相同的分类号



IPC分类号

IPC分类号，按照不同的技术领域，共分为8个部，每一个部分别由A~H标明



IPC分类号

部 大类 小类 大组 小组

部

大类

小类

大组

小组

大组类号：

由小类类号、1-3位数字、
斜线及00组成

小组类号：

与对应的大组类号相比，
其最后两位是00以外的
数字

小组类号的等级关系由
类名前的圆点数决定

.

..

..

..



德温特专利分类

德温特专利分类体系（DC-MC）是与IPC完全不同的分类体系，主要由德温特分类号

（Derwent Class Code，DC）和德温特手工代码（Derwent Manual Code，MC）组成

◆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WPI）使用这两种分类系统对专利文献进行分类，在德温特专利

索引数据库（DII）中可以同时采用这两种代码来检索专利文献

◆ 德温特分类（DC）将技术分为三大领域，化学、工程、电子电气，各领域下又分为部，部又

进一步细分为类，德温特公司将同族专利与基本专利标引为相同的DC，避免因IPC分类号不一

致造成遗漏

◆ 德温特手工代码（MC）是对化学领域和电子电气领域文献的等级分类和标引体系，它比DC

更精细。MC分为CPI（化学专利索引）手工代码和EPI（电气专利索引）手工代码。在德温特

手工代码查询系统中，可以采用关键词查找方式，获取与之相关的手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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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读专利文献？

◆ 专利文献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信息源之一，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统计，世界上每年发明创造成果的90%~95%可以在专利文献中查到，而

且有80%左右的发明成果仅通过专利文献公开，未在非专利的科技文献中

发表过

◆ 专利文献是集技术、法律和经济信息于一体的战略性信息资源，是科学研

究与工业生产之间的桥梁。WIPO指出，充分利用专利文献可以缩短60%

的科研周期，节约40%的科研经费



专利检索用途

◆ 科学研究前，总结前辈知识，提升研究门槛

◆ 撰写论文前，汇总现有技术，寻找思路启迪

◆ 申请专利前，了解领域现状，确保权利稳定

◆ 科研进程中，及时追踪技术，调整研究方向

◆ 买卖专利时，了解法律状态，评估专利价值

◆ 侵权无效时，从容应对诉讼，维护自身权益



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是技术创新的试金石和指南针

想做好可不容易



专利检索的难点

◆ 数量庞大（阅读量太大）

◆ 文字冗长晦涩（阅读困难）

◆ 同族专利（重复阅读）

◆ 术语不规范（查全困难，漏检率高）

◆ 语言问题（日本、韩国、俄罗斯等，查全困难）

◆ 公司名称不统一（子公司、收购等，查全困难）

◆ ……



语言问题



公司名称问题



公司名称问题



德温特专利索引数据库（DII）

◆ 德温特专利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简称DII）收录了

来自世界上50多个专利发布机构的超过5千万德温特专利家族

◆ DII 分 为 Chemical Section, Electrical & Electronic Section,

Engineering Section三部分，为研究人员提供世界范围内的化学、电子

电气以及工程技术领域内综合全面的发明信息

◆ DII的数据回溯至1963年

◆ DII每周更新，每周增加25000多个专利



DII的特点

◆ DII整合了来自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DWPI）和德温特专利引文索引（Derwent Patents Citation Index，

DPCI）的专利信息资源，是世界上最全面的国际专利信息数据库之一

◆ 拥有60多年专利情报加工经验，依照严格、系统的规范对每一篇专利文献

进行整理

◆ 提供深加工专利信息：描述性标题、描述性摘要、专利家族全记录、专利

权属机构代码、德温特分类号、德温特手工代码、专利引文等专利文献标

引及加工手段，可以克服以往专利检索中遇到的困难

◆ 提供多种检索途径以及面向用户的检索辅助工具，兼具强大的专利文献分

析和管理功能



描述性标题和描述性摘要

◆ 专利文献所具有的法律性质，以及专利申请人为了有效保护其发明创造，

在专利文献中往往会用一些繁复晦涩、意义含混的专用术语（或法律术

语），与一般科技论文中的通用技术用词不同，因此用习惯的常用词检索

时，很难找全相关的技术专利文献，了解技术的全貌

◆ 德温特的技术专家会用通俗的语言按照技术人员平常用词、行文的习惯重

新用英文书写每一篇文献的标题和摘要，重新书写的标题、摘要会从新

颖性、用途、优势、技术点几个方面对专利加以描述，即使用习惯的常用

词进行检索，也可以找到相关的专利文献

复数个年幼的偶蹄目哺乳动物
三只小猪



描述性标题

◆ 专利文献原标题：

Setting machine

定型机

◆ 德温特描述性标题：

Seedling setting machine - has transportation unit for using 

vacuum to suck withdrawn seedling into predetermined position

育苗定型机 ——使用真空吸运将幼苗运输至预定位置的机器



描述性摘要

◆ 专利文献原摘要：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capsules encapsulating antibody-
producing cells, and to the use of such capsules and encapsulated 
cells…

◆ 德温特描述性摘要：

NOVELTY - Capsule (A) comprises a core containing antibody-
producing cells (B), surrounded by a porous wall that is permeable 
to antibodies (Ab) produced by the cells.  

USE - AB may bind to and block the receptors essential for viral 
infection, or they bind to viruses or other circulating antigens…

ADVANTAGE - respectively, for implantation in vivo for long term 
delivery or sustained delivery of antibodies of…



专利家族

◆ 德温特将同族专利合并成一条记录，在同一条记录页里会列出同族专利中

不同国家授予给同一项技术的不同专利号，从而对某一个具体专利的全球

授权情况一目了然。另外，对于非英文/非中文的专利，可以通过同族专

利的记录，找到同一项技术的英文/中文专利，了解技术细节

◆ DII中专利家族的规模大小，会反映出某一项技术的重要程度；同时，专利

家族的区域分布情况可以反映出专利权属机构的市场发展计划；这种区域

分布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专利权属机构市场战略的改变





专利权属机构代码

◆ 专利权属机构代码，为规范化公司名称，德温特为全世界大约21000家

公司分别指定了一个4字符的代码。这些公司被视为标准公司，它们会定

期申报大量专利申请。使用这些代码可检索公司的子公司和相关控股公司

◆ 其他公司和个人专利权人，系统会为其指定一个非标准的由4个字符组成

的代码，该代码不具有唯一性

◆ 专利代码显示为：

ABCD-C （标准公司）

ABCD-N 非标准

ABCD-R 前苏联机构

ABCD-I 个人

LODERS-CROKLAAN; UNILEVER 

LTD; 4P VERPACKUNG GMBH; 

QUEST INT; LEVER BROS CO; 

LEVER IND CO;...（104个）

UNIL-C



IPC分类号专利权属机构代码



德温特手工代码

德温特手工代码（MC）分为CPI（化学专利索引）手工代码和

EPI（电气专利索引）手工代码，它比德温特分类代码精细

◆ 根据专利文献的文摘和全文对发明的应用和发明的重要特点进行

独家标引

◆ 提高检索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标引的一致性很高

适应于科研人员的习惯和应用

◆ 直接提供手工代码的检索辅助工具



IPC分类号



IPC分类号



IPC分类号



IPC分类号



IPC分类号



IPC分类号

利用被引频次排序，快速找到核心技术



描述性标题

描述性摘要



专利家族

专利权人代码

全记录页面提供多方位链接 技术进展

创新基础



IPC分类号 详细分类信息



IPC分类号

利用分析功能挖掘多方面信息



IPC分类号
专利权人分析：了解哪些公司或机构在此领域
申请了专利，谁申请的最多

公司名称不统
一，导致数据
不够准确



IPC分类号 专利权人代码分析结果更加可靠



IPC分类号



IPC分类号

进一步了解松下公司与hair相关的专利



IPC分类号

利用德温特手工代码了解专利所属技术领域



IPC分类号



IPC分类号

松下拥有的与hair相关的技术主要集中在电吹风、卷发器、剃须刀、理发器、脱毛器

等个人护理小家电上



IPC分类号

利用德温特手工代码和专利权人结合检索，来提高查全查准率



IPC分类号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跟踪



IPC分类号

被引专利检索：发现潜在竞争对手, 了解技术最新进展



IPC分类号



DII专利检索小结

◆ 利用被引频次排序，快速找到核心技术

◆ 通过施引和被引专利了解技术进展，挖掘创新基础

◆ 通过多种检索结果分析维度，挖掘多方位信息（专利权人、发明人、

分类、学科等）

◆ 利用德温特手工代码提高检索准确度

◆ 通过被引专利检索发现潜在竞争对手, 了解技术最新进展

◆ 不足之处：仅能得到基础专利数量、没有法律信息、仅提供部分PDF

全文、……



incoPat数据库

的1.6亿+ 157
国家/组织/地区

全 球 数 据

24小时动

态更新

官 方 & 商

业数据库









IPC分类号incoPat数据库





检索方法

常规检索

• 简单检索

• 高级检索

• 批量检索

特色检索

• 引证检索

• 法律检索

• 图形检索

智能语义检索

• 语义检索

• 扩展检索

• AI检索











如何使用IPC分类号进行检索？

◆ 直接翻阅分类号来查找分类号，按照其等级结构由大到小逐级进行查找，直到找

到最低等级的合适的组

◆ 检索系统中的分类表一般都支持表内查询，输入关键词，利用关键词在分类表中

快速定位到相关分类号

◆ 参考相关文献的分类号，例如同族申请、系列申请（还可以查看其审查过程文档

或检索报告，搜集检索过程使用或引用的分类号）

◆ 利用检索系统的结果统计功能（分类号统计或技术领域统计），对相关文献的分

类号进行统计分析

小组分类号是实际检索过程中常用的分类层级



技术主题检索流程

检索要素表

关键词/主题词 or IPC分类号



技术主题检索流程

检索要素表



相关资源推荐04







incoPat服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