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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1.1操作建议

本产品建议使用谷歌、火狐、IE10以上等主流浏览器进行操作。

1.2系统功能概览图

本手册简要介绍壹专利的使用流程，帮助快速了解系统的重要功能和使用方法、精准定

位所需专利信息，并对专利查询结果进行处理、查看或分析。

系统功能概览图如下所示:

图：功能概览



5

二、系统登录

浏览器输入壹专利网址（http://www.patyee.com）进入登录界面。

2.1普通用户

输入已激活邮箱及正确密码、验证码即可进入系统。

图：登录界面

2.2 IP用户

IP用户指绑定了固定 IP段的用户。一般适用于用户量较多、使用区域相对集中的单位，

如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

固定 IP段内用户的注册登录方式如下：

1、首次注册：扫描二维码注册个人账号，注册后通过输入邮箱地址及密码登陆；

2、二次登陆：用首次注册的邮箱地址及密码登陆；

3、免登录（IP模式）：点击“IP登陆”的按钮进入系统，可使用系统基本功能。

图：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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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切换系统风格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选择右上角“ ”图标，点击切换系统风格，让系统更

符合个人的使用习惯和工作场景。

图：切换风格

图：简洁版（智能检索页）

图：简洁版（检索结果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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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深色版（智能检索页）

图：深色版（检索结果页）

2.4退出登录

选择右上角“ ”图标，点击下拉框菜单的“退出登录”，即可完成操作。

图：退出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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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包括智能检索、高级检索、分类检索、法律状态检索、诉讼检索、批量检索、

国防解密专利检索、专利查重检索 8种方式。

3.1智能检索

3.1.1检索框

需快速检索某个技术关键词、某个专利申请人、某篇专利详情信息时，可在智能检索框

输入关键词、申请人名称、专利号码进行检索。后台数据将根据输入的内容进行智能匹配并

推荐精准检索范围。

如熟悉壹专利的检索字段与逻辑，可通过智能检索直接编辑检索式，快速完成搜索动作。

操作方法：

 方法 1
登录壹专利主界面，主界面的检索方式默认使用智能检索方式

图：检索主界面（输入框默认智能检索功能）

 方法 2
在专利检索下拉框中选择“智能检索”，输入检索要素，再单击“专利检索”，如图所示。

图：智能检索功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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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搜索具有智能推荐功能，能够协助快速构建检索逻辑。具体功能如下：

图：智能提示检索信息

3.1.2预检索

系统提供预检索功能，协助用户提前了解检索出来的数据量，提前调整检索式范围。

图：预检索

3.1.3错误语法提示

系统提供多种语法检测，包括逻辑词语法、字段名称、检索字段嵌套、符号的成对匹配

等。当输入的检索式有错误时，系统将进行提示，可根据提示内容调整检索式。

图：错误语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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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功能引导

智能检索页面下方，提供了最近的检索历史及使用的工作台，帮助快速继续上一次检索

内容或者进入工作台。

图：功能引导

3.2高级检索

当对检索要素和检索范围有一定了解，但对检索语法不了解时，可使用高级检索中的“字
段搜索”进行专利检索。

具有复杂的检索逻辑需求时，高级检索支持通过专业的检索式编辑进行检索，可通过“高
级搜索”进行了解。

3.2.1检索字段

在高级搜索页面中，先进行字段的逻辑组合，再进行字段搜索，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选择专利检索下拉框中的高级检索，在高级检索页面确认检索范围、输入检索要素。

第 1步：选择“高级检索”进入对应检索界面

图：检索界面

第 2步：在字段搜索页面中，系统默认第一行的字段为主要字段。此时针对输入的关键

词将进行多字段的匹配，检索范围包括标题、摘要、权利要求、说明书、公开号、申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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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发明人和 IPC/LOC分类号等

图：添加字段

第 3步：按图示顺序开展确认检索范围、输入检索要素

图：高级检索界面

第 4步：系统将自动生成预览检索式，可对预览检索式进行调整或预检索

图：检索式设置

点击“直接检索”，即可得出检索结果。

3.2.2机构树

机构树分申请人(机构树)和专利权人(机构树)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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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机构树）是奥凯大数据中心在申请人规范化数据基础上做的标准化处理，标准

化处理将 3005所国内高校及其下属院校、申请量排名前 200家国内企业和申请量排名前 100
的国外企业的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统一到一个机构名下，标引加工为申请人（机构树），提高

检索的全面性，方便用户查看和分析。

图：机构树

3.2.3自定义模板

根据检索习惯自定义检索字段组合，提升用户的检索效率

第一步：点击保存检索模板，填写模板的名称后点击确定。

图：保存模板

第二步：选择保存过的模板点击确认即可。

图：选择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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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分类检索

需要了解某个分类号维度下所有专利时，可以先通过分类号搜索查找到对应分类号，再

进行检索。

系统支持 IPC、CPC、洛迦诺分类、国民经济分类、战略性新兴产业检索共五种分类号

的检索。以 IPC分类号检索为例，操作步骤如下：

第 1步：选择专利检索下拉框中的“分类号检索”

图：检索界面

第 2步：可在输入框中输入分类号或者技术关键词，点击 进

行匹配

图：查找 IPC
也可以根据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的信息进行展开选择，点击“查看专利”，即可

通过分类号检索技术对应的专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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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过 IPC查看专利

3.4法律状态检索

需要了解中国专利申请、审查、许可、转让、质押的法律信息时，可以通过法律状态检

索来获取对应信息，同时支持根据法律事件信息进行关键词搜索。

第 1步：选择专利检索下拉框中的“法律状态检索”

图：检索界面

第 2步：填写/选择检索要素、状态等内容，确认无误后选择“检索”即可得出检索结果

图：检索要素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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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诉讼检索

用户需要了解中国专利的诉讼相关信息时，可以选择专利诉讼检索的方式，在输入框内

输入法律文书编号/法律文书题目等信息进行检索。（注：专利诉讼检索入口在法律状态检

索入口中切换）

第 1步：选择专利检索下拉框中的“法律状态检索”，进入法律状态检索页面

图：检索界面

第 2步：点击切换“中国专利诉讼检索”

图：中国专利诉讼检索界面

第 3步：填写法律文书编号/法律文书题目等内容，确认无误后选择直接检索即可得出

检索结果。

图：中国专利诉讼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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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批量检索

有大量申请号/公开号/申请人的专利数据需要检索、分析时，可选择批量检索的方式，

批量处理输入专利的申请号/公开号/申请人进行检索。

第 1步：选择专利检索下拉框中的“批量检索”，进入批量检索页面

图：检索界面

第 2步：进入批量检索界面，按提示导入信息或导出模板即可

图：批量检索

第 3步：完成导入后，得出右侧结果框内容

图：导入检索结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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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国防解密专利检索

壹专利国防解密专利检索功能收录近 7000条国防解密专利，有助于国防专利信息的充

分利用，拓宽专利转化渠道、推动“军转民”的有益实践，促进国防领域的优质创新要素引入

民用创新领域，积极响应军民融合专利创新工作。

操作步骤：

第 1步：选择“国防解密专利检索”进入检索界面

图：检索界面

第 2步：按页面指示填写相关要素信息后，点击“检索”即可得出结果

图：国防解密专利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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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专利查重

壹专利专利查重功能支持输入查重内容，自动生成查重报告。在查重报告中可以获知与

输入内容高度相似的专利信息，还能了解与其相似的段落，提升专利质量，提高专利申请授

权率。

操作步骤：

第 1步：登录进入检索界面，选择“专利查重”进入专利查重界面

图：检索界面

第 2步：按页面指示填写相关要素信息后，点击“提交”即可得出结果

图：专利查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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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步：用户点击“提交”后会自动跳转至“查看报告”处。预计 1～10分钟左右出结果。

点击列表内容进入报告详情页。

图：专利查重界面

第 4步：用户点击“详细报告”进入查看详细报告内容。

图：专利查重详情界面

第 5步：用户点击左边段落有颜色的内容后可以在右边区域查看详细内容。

图：专利查重详情页面



20

四、专利阅读

4.1专利数据处理

在浏览检索结果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精准筛选到符合需求的专利时，可对检索结果进

行数据处理。

4.1.1二次检索

壹专利支持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输入关键词时可以选择不同的逻辑运算符，输入

的检索内容和逻辑运算符将自动编辑到主检索式中进行复杂检索式的构建。

第 1步：检索结果页左侧区域上方可添加新逻辑的检索框。确认新增检索要素的逻辑组

合方式，在左上角单击逻辑运算符进行切换。

图：检索要素的逻辑组合设置

第 2步：在左上角的过滤关键词方框中输入相应检索要素。

图：添加过滤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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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步：单击后方按钮进行检索，增加的检索要素会直接改变检索式预览框中的内容。

图：二次检索

4.1.2专利筛选

检索结果页左侧区域展示了可进行快捷筛选/排除的字段，除特殊字段外（例如：引用

专利数量），每个字段中的选项展示按照其包含的专利文献数量进行排序。筛选字段支持排

序、自由组合使用等。

4.1.2.1 筛选项

当字段中的选项数量较多时，检索结果将展示排名靠前的项次。在检索结果页左侧区域

选择需要筛选的字段，勾选字段项次并筛选。

图：二次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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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左侧选项筛选后，右侧显示经过滤后的结果，左侧可查阅被过滤的结果信息。

图：已过滤内容查阅

左侧导航栏中默认展示了部分可过滤字段，需要对更多字段筛选/排除时，单击筛选项

右侧的“筛选字段”按钮，可将需要过滤的字段设置为显示字段，单击提交即可生效。

同理，对其他字段进行过滤也可采用上述方法。

4.2.2.2自定义申请人机构树

用户可将自己关注的专利申请人合并至相应主体上，有利于专利申请主体的快速统计与

分析。

第一步：在左侧二次筛选项申请人中点击申请人机构树

图：申请人机构树

第二步：点击申请人机构树编辑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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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编辑自定义申请人机构树

第三步：填写自定义分组名称，搜索需要自定义的申请人，勾选后点击确认，即完成自

定义。

图：申请人分组

第四步：切换自定义申请人机构树模式。

图：切换自定义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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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数据合并

专利列表浏览时需要对数据去噪，可对检索结果进行申请号合并或简单同族合并。

图：数据合并方式的选择

图：查看某专利的同族专利

图：同族分析

4.1.4数据扩展

用户进行专利检索后需要验证检索式范围是否覆盖齐全时，可对检索结果进行简单同族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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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进行简单同族扩展

图：简单同族扩展页面

4.1.5阅读标记

在检索结果列表中可对专利进行标记，可以有效避免非目标专利的影响，同时对需要的

专利进行标记于归类，多种颜色的标记可以让用户快速划分专利。

图：检索结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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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检索结果界面

4.2专利浏览和阅读

完成检索结果的调整和筛选后，可在检索结果页中开展专利的查看、保存和分析等操作。

如：设置检索结果列表呈现样式、复制或者保存检索式、设置关注领域的专利更新提醒、导

出与保存检索结果等。

完成初步的专利检索后，将进入检索结果页。

图：检索结果界面

4.2.1视图样式

浏览检索结果时，可选择“更改视图样式”快速获取列表中的专利信息。支持多种呈现样

式，包括列表视图、图文视图、全附图视图、首图视图，同时支持设置列表显示字段、每页

显示专利条数等个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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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图样式选择（列表视图）

图：图文视图模式

图：全附图视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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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首图视图模式

4.2.2分屏浏览

需要边浏览列表信息边阅读专利详情时，可以点击专利右边按钮开启分屏模式。

图：分屏浏览

图：关闭分屏浏览

4.2.3概览阅读

在专利列表区快速查看专利的关键信息，快速且高效阅读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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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概览阅读

4.2.4专利对比阅读

专利检索结果页右上角可进行多篇专利两两对比阅读（一次选择不超过 10篇）。

图：对比阅读

4.2.5关键词高亮

进行专利列表浏览并需要提升浏览效率时，关键词高亮功能支持以不同颜色进行精准高

亮标识，帮助展示检索关键词在专利文本中的命中情况。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自定义高亮，

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专利浏览效率。

4.2.5.1检索式高亮

系统自动提取检索式中的文本字段进行高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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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检索式高亮-关键词设置

4.2.5.2自定义高亮

需要关注更多的关键词或者词组时，可添加辅助的自定义高亮关键词，帮助快速获取更

多的信息。

图：自定义高亮设置

4.3专利详情页

需要了解某件专利概况的权利保护范围技术要点、使用方法、同族专利、法律状态等内

容时，可通过查看专利详情了解该专利的详细信息。

单击某条专利公开（公告）号或者标题，进入专利详情页面。

图：专利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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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查看专利权利要求

需要了解某专利的权利保护范围时，可点击专利的权利要求进行查看。

图：权利保护范围信息的查看

点击权利要求对比功能可开启 A文和 B文的权利要求对比。

图：权利要求对比

4.3.2查看说明书

在专利详情页中，单击说明书即可查看到对应信息。

图：说明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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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书信息，还有图文对照功能，在图文对照功能中，图片有两种阅览模式，小和大，

其中在大图模式上，可以对其放大、缩小和旋转图片。

图：阅读模式-图文对照

4.3.3查看说明书附图

阅读结构、装置改进型专利时，说明书附图可以帮助快速、轻松了解技术。

图：说明书附图

4.3.4查看专利原文

需要了解专利提交样式和格式时，选择专利原文即可。

图：专利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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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查看专利同族信息

进行企业全球化布局策略时，可通过同族专利了解其布局情况以及同族专利之间的关系。

进入专利详情页，点击同族信息，即可查看同族专利布局情况。

图：同族分析

4.3.6查看专利引证信息

需查看专利的前后发展趋势、专利引用与被引用的前后引用关系时，可通过“引证分析”
了解专利的引用与被引用。

系统支持在线查看专利引证信息图表，方便信息查看、对比、区分引证信息来源、检索。

图：引证信息

4.3.7查看专利诉讼信息

需要了解专利的诉讼信息时，可点击诉讼信息查看，若无法点击则表示该专利无诉讼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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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专利诉讼信息的查看

4.3.8分页模式

系统支持通过单/双视图模式查看专利详情，可单击右上角图标，切换到双视图模式，

对比查看专利详情。

图：分页模式

图：分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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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分页模式

4.3.9翻译功能

系统支持点击翻译功能，进行摘要、权利要求、说明书智能翻译，便于用户阅读外文专

利。

图：翻译功能

图：翻译功能

4.4检索式复制和保存

需要多次使用的检索内容，可在检索结果页对检索式进行复制或者保存，方便二次使用

该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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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检索式复制

检索式复制，可以保留检索人员数据查询过程的操作。他人在壹专利中黏贴复制的检索

式，可以还原数据查询的操作。

图：检索式复制

4.4.2 保存检索式

保存的检索式可分享他人、同时在预警中可以使用检索式预警。

单击检索结果页上方的按钮提交后，系统提示“检索式保存成功”，单击个人中心的检索

式档案即可进入查看自己保存的检索式。

图：保存检索式

4.5专利预警

对某个领域或方向专利的最新信息、或者符合某检索式的专利数据的更新特别关注时，

可设置邮件提醒和系统提醒。一旦有信息更新，将第一时间发送消息至您的邮箱和系统。

4.5.1检索式预警

在检索结果页不勾选列表中的专利点击预警功能时，使用的是检索式预警。系统将根据

检索式的范围和勾选的预警类型和设置，给予想要的提醒及信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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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检索式预警设置

4.5.3单篇专利预警

当勾选检索结果页或工作台文件夹中的某一篇或某几篇专利点击预警功能时，使用的是

单篇专利预警功能。系统会根据单篇专利和勾选的预警类型和设置，给予想要的提醒和推送。

图：单篇专利预警设置

4.5.3工作台专利预警

当需要对整个工作台文件夹进行预警时，可在工作台中进入该文件夹分析页面，在检索

结果页不勾选列表中的专利点击预警功能。系统将会预警文件夹中的所有专利，根据勾选的

预警类型和预警频率，给予想要的提醒和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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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工作台专利分析入口

图：工作台专利预警

4.5.4专利预警管理页面

在预警管理页面可以查看已经创建预警的详情、最近两次预警历史记录、下次预警时间、

发送通知邮箱，暂时停止执行预警等功能，也可直接。

图：专利预警设置功能

4.5.5预警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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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警详情页内，用户可以查看预警时间范围内的详细预警情况，并且可以通过预警类

型了解本期预警新增或更新的专利内容。

图：专利预警详情

4.6专利导出

当需要在本地 PC上处理专利信息时，可以选择对应的专利进行导出。

系统可按照检索结果的顺序进行导出，也可在检索结果页的专利列表中勾选所需专利进

行导出。

以顺序导出为例：单击检索结果页右上方按钮进行导出设置。

图：顺序导出操作示例

由于使用账号权限的不同，导出数据的相关数据量说明以账号登录后的实际页面展示为

准。勾选导出支持跨页勾选，在翻页后仍然可以继续勾选。

4.7保存到工作台

通过检索结果列表得到专利集合后，需对其中的专利进行阅读、标引、归类和分析等操

作的，可通过保存到文件夹的方式，建立自己或团队的专属数据库。

合理的利用工作台，将极大地提高自身工作效率及团队协作的流畅度。操作流程如下：

第 1步：在检索结果页选择专利或直接点击收藏；

第 2步：收藏当前检索条件下选择的专利或所有专利到文件夹；

第 3步：在保存到工作台的对话框中，选择保存专利的范围、文件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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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检索界面

图：保存到工作台

五、专利分析

从多维度查看专利分布情况、技术发展趋势等内容时，可使用专利分析功能，通过多维

度可视化的分析图表进行查看。

专利分析提供了 9种分析维度，46个快捷统计分析，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具体的分析维

度进行查看。各个分析维度图表的查看方法类似，以查看申请（专利权）人排名分析为例进

行介绍。

5.1分析图表

1、在检索结果页单击页面左上方的按钮

2、单击选择您所需要的分析维度

3、选择 申请人分析 > 趋势分析，进入申请人趋势分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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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专利分析

5.2图表自定义

可进行多个类别的自定义设置，包括图表上的分析维度、显示的图表类型、显示内容设

置。

图：分析维度设置

图：图表类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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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显示内容设置

5.3分析跳转

想查看图表数据具体专利信息，可点击数据进行跳转查看该数据下的专利详情。

图：申请人趋势分析

六、工作台

在检索/查阅专利时创建的工作台、保存专利到工作台，都将在“工作台”页面中展示。

在该页面中可对创建的文件夹进行查看、编辑、分享、删除等操作。工作台是作为在分析检

索工作过程中，针对选定数据进行再加工，如数据深度分析、标引、分享等工作内容，需要

分析的统一课题专利集合在一个文件夹中进行分析。

单击数据库页面上方导航条的“工作台”即可进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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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工作台

6.1文件夹管理

在“工作台”中，选择“创建文件夹”即可创建新的文件夹，也可通过搜索框搜索已创建

项。文件夹支持专利分析、标签管理、专利导入等功能，在工作台中实现快速定位专利以及

相关操作。

图：工作台内文件夹

6.2专利管理

在文件夹中操作专利时，可进行专利分析、收藏、标引、分享、预警等功能。选择文件

夹中“专利”或“标签”，右键选择“专利分析”跳转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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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工作台界面

图：工作台专利分析

当想要对文件夹内专利进行标引管理的时候，通过专利标引可实现团队成员间的协同工

作，提高工作效率。专利标引前，需要添加好所需的标引库。需要右键“文件夹”，选择“标

引管理”进入。

图：工作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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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工作台标引管理

七、个人中心

需要修改账号设置、查看或者管理已保存的数据时，可单击数据库系统页面右上角“您
好，xxx”图标，选择对应的功能进行操作。

可根据需要对账号进行设置用户名字、密码、合并规则，查看账号类型、有效期、邮箱、

个人消息、操作历史。

图：个人中心

图：用户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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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个人设置

支持设置申请号和壹专利同族的数据合并规则。

图：个人设置

7.2我的消息

支持查看个人在系统内接收到消息的历史，消息类型包括预警消息、小组邀请信息、专

利共享信息、检索式共享信息、小组收藏信息、小组动态信息。

图：我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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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检索式档案

保存检索式页面中记录了用户保存的历史检索式，可以对已保存检索式进行检索、查看、

修改、删除、分享、预警。

点击检索即可获取检索式当前最新命中结果，并对检索结果进行再次过滤或分析等操作。

图：检索式档案入口

八、操作历史

可以利用操作历史记录进行全部操作的寻迹与回溯。在专利检索、二次筛选、专利分析

时，能记录对应的操作行为，方便用户进行历史回溯。同时整合“检索历史”及“导出历史”，
显示检索范围及检索结果数量，满足专业用户对历史检索式频繁利用的诉求，提升专利检索

效率。

图：快捷操作历史记录

8.1检索历史

在该页面中可查看所有的历史检索语句。支持保存检索式、导出检索式、删除检索式、

运行得到最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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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智能检索界面

图：检索历史

8.2导出历史

在该页面中查看所有的导出的历史。

图：导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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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帮助中心

帮助中心包含了字段说明、检索规则、常见问题、数据范围、关于平台、版本信息内容，

帮助了解壹专利和协助用户解决日常操作中遇到的问题。

图：帮助中心

图：帮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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