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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数据

覆盖109个国家/地区的超过1.2亿条专利数据

提供27个国家/地区的专利全文文本化数据

四百万件英文科技文献

全面的数据源

109个国家/地区的中英文摘要

27个国家/地区的专利全文中英文翻译

Patsnap扩展同族覆盖全部专利数据

覆盖全球1.4亿化学结构式数据

深度的数据加工

专利情报尽在掌握



数据深加工
搭配9大检索方式
帮助检索化繁为简

高级检索——
丰富的索引字段
使检索快速精准

专利检索——搜索方式



关键词助手
基于机器学习，
快速进行关键
词语义扩展，
提高关键词扩
展效率

专利检索——搜索方式

公司树
查看公司的层级、
投资关联，便于
申请人查全



• 56个国家/地区的10个法律状态标签；

• 36个国家/地区的8个法律事件标签；

• 9个国家/地区的18万件诉讼案件；

• 覆盖全球的专利许可数据，涉及27万

件许可，关联专利将近60万条。

强大的法律数据支撑

专利检索——搜索方式

支持常用法律检索字段
• 专利诉讼：原告、被告等；

• 专利许可： 许可人、排他性等

• 专利转让： 转让人、受让人等；

• 复审无效： 决定号，要点和全文等；

• 专利相关字段。



专利检索——搜索方式

如何将大量的外部历史数据快速导入数据库？



专利检索——搜索方式

批量处理——
让系统更兼容



专利检索——搜索方式

输入或者粘贴一段文本

默认匹配最相关的
1000条专利

并按最相关进行排序

语义搜索——
让检索更简单



支持检索结果二次过滤

图像探索——以图找图
让外观检索更高效

专利检索——搜索方式



专利检索——搜索方式

覆盖全球1.4亿化学结构式数据，提供化学结
构相似结构、子结构、马库什结构检索。1 整合化合物专利、制备工艺、药物临床、药物审批和

食品等多维度数据，呈现化学结构背后的信息全貌。2

化学搜索——整合化合物多维度数据，支持结构式检索



灵活设置同族合并、去重方式

设置重点关注的同族标签

设置方便查看的语言，提高浏览效率

打开截词开关，会搜索到以关键词词根为基础的扩展词

专利检索——结果呈现



通过过滤字段的勾选，快速对
检索结果进行二次过滤

还支持检索式过滤，二次过滤
更加灵活
在检索结果中过滤掉标题种含
有“手表”的专利 可以直接在检索式编辑框里

二次编辑检索式

专利检索——结果呈现



智能模型多维度评估，将技术与价值画上等号

专利检索——结果呈现



02 工作空间



工作中遇到了难题？

工作空间能解决什么工作难题？

工作运行效率低？

研发、IP沟通不顺？研发遭遇瓶颈？

研发信息泄露？

其他？

• 专利信息分门别类，易于科研人员快速检索、浏览和分析，提高工作运行效率

• 及时掌握竞争对手的技术创新动态

• 保留科研思想

• 强化专利工作人员与科研技术人员之间的技术沟通

• 降低专利信息收集和检索难度，免去不会检索、担心检索不全不准的烦恼

工作空间



利用智慧芽的工作空间打造专利专题数据库

带有目录导航，
能轻松直达目

标文献群

分享

讨论

工作空间

标引



示例1 竞争对手/合作伙伴专题库
快速全面准确了解竞争对手/合作伙伴的专利信息，及时获知新动向

工作空间



示例2 科研技术专题库
了解相关技术的专利公布和授权情况，排查专利的侵权风险

1.研发团队/公司架构 2.多个研发(子)项目 3. 多个研发方向 4.前瞻性项目/预研项目

工作空间



示例3 产品专题库
详细了解产品各个维度的技术状况

1. 产品类型或应用 2. 产品制造流程 3. 产品核心构件

工作空间



示例4 混合式专题库
又叫：综合式专题库 一网打尽关注点

核心构件

产品应用

产品类型

工作空间



自动收录 让导航条的内容处于实时更新的状态，使用更便捷！

小蓝点标识未阅读的文献

新文献到达
时间

小红点
表示该文件
夹有新的文
献出现

工作空间



邮件提醒 第一时间掌握各种技术动态、潜在竞争对手等！

工作空间



分享 协同工作，强化IP与科研
技术人员之间的沟通

讨论 科研互动，沟通想法、共享知识, 形成组织的
知识库，进行技术积累

工作空间



03 专利分析



趋势分析 诉讼风险
价值分析 其他

技术分析

地域分析

专利分析的维度有哪些？

通常检索后如何进行数据分析？
根据分析维度确定需要的字段

将全部数据导出成excel表

筛选、数据透视、分列、合并、排序、转置…….

用excel绘制图表

在图表中发现异常数据！

调整检索式！再导出数据！重新分析！

智慧芽检索分析系统
自动生成多维度分析图表

无需导出数据 简单快捷

丰富美观的可视化效果

专利分析



专利分析

自动生成分析仪表盘，一键生成图表，提高分析效率



专利分析

内置多种分析维度 ，同时支持用户自定义分析维度



专利分析

内置多种分析维度 ，同时支持用户自定义分析维度



专利分析

矩阵分析——自动生成四维分析图表



所关注专利没有引用文献怎么办？

查找其同族专利的引用文献？

同族专利数量庞大，一一查找耗费时间？

专利分析

引用分析——轻松梳理技术脉络



• 自动生成引用分析图谱，并支持
合并同族引用分析

智慧芽引用分析图：

如何找到该技术的源头和最新发展动向？

再分别查找各引用专利的引用文献，以及各被引用专利的被引用文献？

专利分析



• 支持无限层级引用代系追踪，前向引用找到技术的源头，后向引用查看技术传承情况。

智慧芽引用分析图：

如何快速定位该技术发展中的关键节点？

专利分析



• 节点标注高价值专利、诉讼、许可等法律信息，快速寻找技术路径中的关键节点。

智慧芽引用分析图：

发展路径中众多专利，如何快速识别竞
争对手的技术布局？

专利分析



• 节点颜色区分申请人，分析各竞争对手在引证链中的竞争关系。

智慧芽引用分析图：

专利分析

不同颜色标注申请人

快速识别竞争对手之间的引用关系



04 3D专利地图



全球首个3D全景分析地图
智慧芽3D全景分析地图基于智能化机器学习，利用文本聚类方法，根据
专利的IPC分类号、标题、摘要等信息生成，可以帮助快速寻找大量看似
无关的专利中的背后关系，将复杂的专利数据转换成有价值的信息。

3D专利地图

3D全景分析地图，快速洞悉行业先机
展示技术全貌：以3D形式呈现行业的现有技术分布；
竞争对手对比：标记不同竞争对手的专利，展示竞争对手在不同技术领域的优劣对比，技术侧重一目了然；
验证研发想法：输入你所想，显示行业中相近的存在，避开潜在的侵权风险与技术热点



圆圈处处代表技术空白区域有零

星的专利布局，点击原点，可详

细查看申请人及文献全文，实现

从宏观到微观分析的随心转换。

竖立的标签，显示

的是该聚类中专利

普遍具备的特性，

从中可以判断该专

利簇所聚类的专利

类别

通过地图用户可直观的看出哪些区域是专利热点或密集区，哪些区域是有待开发的潜在机会或空白点。

图中波峰代表技术密集区，波谷代表技术空白点。

3D专利地图：展示技术分布全貌，找到科技创新空白点



检索的所有专利可按申请（专利权）人分类显示，选择想要了解的企业名称，地图中将呈现以不同颜色标记的各企业专利布局，各竞争对

手的技术侧重点一目了然。此外，地图分析所基于的专利数据每周更新一次，用户可及时跟踪竞争情报。

3D专利地图：掌握竞争对手的专利布局，实时监控情报



“T”字功能：研发人员可以将初步的技术想法输入在空白

处，系统会以关键词的方式进行匹配。以“倒三角”的形

式扎在对应区域上，为使用者找到相似的技术区域。

了解所在区域其他专利布局情况，可以评估一个想法是否

新颖，更好的管理研发预算；同时也发现潜在的侵权风险。

地图中可直接标示出诉讼专利和许可专利，且点击可查看详细的法律

状态、诉讼细节、许可授权历史详情等。

3D专利地图：验证科研想法，规避潜在侵权风险



一般的专利地图呈现给用户的是一个静态的结果，用户无法直观判断技术发展过程，智慧芽3D地图支持动画效果呈现，展示不同年份的技

术发展对比情况。如下图中，用户可以自定义选择年份进行对比分析，不同年月里，山峰的聚集程度也会发生变化。

3D专利地图：支持动态演示，呈现技术演进过程



 

二次分析：快速缩小 FTO 检索范围 
二次分析：支持聚类网格选择，例如可以选中专利布局密集的技术热点区域的聚类网格，点击开始分析，进入该技术热点专利的二次

全景分析，帮助组织进一步了解热点科研技术方向

3D专利地图：支持聚类网格选择，分析层层深入



05 英策



专利大数据

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分析

n 如何从海量专利数据中快速分析，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n 如何以清晰直观呈现专利布局，辅助高层的商业决策？

智慧芽英策专利分析系统基于机器学习对海量专利数据进行智能分

析，用丰富的图表帮助企业制定专利战略、寻找技术领域机会、洞

察竞争对手布局，是组织即取即用的商业智囊团。

主要用户群体

IP专业人士

研发人士

科研人士

商业战略人士

英策



多样化的使用场景，在每个科研决策环节应对自如

01 追踪竞争对手

通过相似专利组合找到潜在竞争

对手，也可以直接输入目标公司，

实时追踪对方的最新动态。

02 投资并购尽职调查 03 进军陌生新领域

04 寻求合作伙伴 05 专利资产评估 06 面临专利诉讼威胁

通过对目标公司的专利价值、技

术情报和财务报表进行分析评估，

作为尽职调查中的重要维度。

进军新领域前，对其技术分布概

况和主要公司竞争态势有初步了

解，验证进入的可行性。

找到和自己技术互补、拥有高价

值专利的合作伙伴，找到专利授

权许可或其他商业合作的机遇。

从25个不同维度对公司的专利

价值进行评估，为专利的续费和

放弃提供依据。

根据对诉讼历史的分析，帮你提

前建立专利侵权预警机制；应诉

过程中还可帮助找到对手专利的

无效证据。



可视化图表，让决策不再困难。

基于机器学习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

快速掌握一个企业/行业的竞争者、技

术分布、重要专利、关键诉讼等信息。

创新词云

英策：专利分析可视化，一键生成组织/行业报告



七大专题报告模式：即刻满足您任意的分析需求

自动追踪：实现对目标组织与领域动向的时时了解

英策：七大专题报告，满足用户多种需求



地理分布热力图

该技术的商业化在哪些前沿地区？

01

续费/放弃趋势图

看技术领域的重点如何变化？

02

年度技术战略图

看技术领域的重点如何变化？

03

英策：分析研发策略的变化，预判未来市场



诉讼风险
了解某技术领域内专利诉讼风险，全面了解该领域的诉讼趋势、诉讼结果，以及最多诉讼原告和最多诉讼专利等，识别诉讼高风险雷
区，提供风险预警。

诉讼结果 诉讼原告

诉讼时间线

英策：诉讼风险分析，快速识别诉讼雷区



Business & 
Product Line

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
不同业务和产品线，
考察专利的内部业务
价值和外部市场影响
力因素，确定不同专
利组合中的维持或放
弃清单

自动计算出每年预期
的专利维护成本和总
成本及节省金额

作为决策机制的补充，
智慧芽定期通过专业
咨询服务为客户提供
针对要放弃的专利清
单进行专家评审

优质资产 战略资产 可运营资产 可放弃资产

• 制定有效的专利维持策略和管理机制，减少专利维护成本

英策：专利费用评估，辅助制定维持策略



解决的问题
在专利买卖、专利许可、企业并购中，

专利价值的准确评估非常重要。在管

理专利组合的时候，区别维护不同价

值的专利，有利于优化专利相关资源。

评估维度
专利价值也是基于指标的计算，它整

合了专利价值相关的5个维度，25个

不同的指标（包括：引用、被引用、

专利家族规模、家族覆盖区域、专利

年龄、法律状态等等），同时基于历

史上的专利成交案例等进行调整。

英策：25个维度评估专利价值，挖掘利润潜力



Insights通过人工智能核心引擎，基于专利、
文献、财务、市场等大数据信息针对维持决策所
产生的可运营专利资产的技术特征为客户提供智
能的许可交易的潜在目标组织清单，增加客户在
全球和各个主要市场的许可和转让机会：

1. 帮助客户识别出在各个主要市场中潜在可许
可交易的非直接竞争组织。

2. 针对每个潜在的许可交易对象基于不同指标
的组合进行许可交易成功可能性的评分，应
用的指标包括：技术相似性、财务状况、历
史许可交易行为特征等

3. 基于人工智能推荐的结果，客户可以选择部
分潜在许可交易对象，智慧芽通过专业咨询
服务为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和详细专业的许可
交易可行性分析

完善专利运营机制，积极推进组织闲置专利资产的许可和转让

英策：自动识别潜在许可交易对象，促进组织专利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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