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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科技信息中，有80%的信息首先在专利文

献中出现，而善于利用专利文献可以减少 60% 的研发

时间和 40% 的科研经费。

专利文献对技术的公开程度是其他科技文献无法比拟

的，查阅专利文献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掌握一项技术或产

品的具体细节。

期刊、图书与专利文献三者被称为科技文献的三大支柱！

前前 言言



主主 要要 内内 容容 提提 要要

专利以及专利文献的相关基础知识

专利文献的检索方法及技巧

专利文献的利用



什么是专利？什么是专利？

专 利 权
(专利)

发明人对所做的发明创造进行申请批准后，

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和地域内，授予受保护的

专利权，及专利权人享有独占的权利。

专利权是一种知识产权！

人们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依照
知识产权法享有的权利，包括
工业产权和版权两大类。



独占性

地域性

时效性

专
利
权
的
特
征

专利权人对专利产品的制造、使用、

销售等享有独占权。

发明成果只在专利保护期限内受到法

律保护。

一项发明创造在哪个国家获得专利，

就在哪个国家受到法律的保护。

专利权有哪些特征？专利权有哪些特征？

专利权需要申请人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进行申请，

经专利局审查批准后才能获得。



专利权有哪些授予条件？专利权有哪些授予条件？

新颖性

创造性

实用性

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在国内

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以

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

指同申请日以前的已有技术相比，有突出的实质

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

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

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

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专利权有哪些授予条件？专利权有哪些授予条件？

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妨害公众利益的发明创造。

科学发现、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

动物和植物的品种，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在我国下列几种情况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中国专利的类型中国专利的类型

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结合

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上应

用的新设计，保护期限10年。

对产品形状、构造或者结合所提出的

新技术方案，保护期限10年。

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

的技术方案，保护期限20年。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专利制度专利制度 与与 专利文献专利文献

专利制度
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鼓

励发明创造、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科学技术

和经济发展的管理制度。

专利文献
实行专利制度的国家及国际专利组织在审批专

利过程中产生的官方文件及其出版物的总称。

狭义：专利申请说明书和专利说明书。

广义：还包括各种报道和检索性工具书。



有了创造性
研究成果首
先要申请专
利，再发表

论文。

专利文献有哪些特征？专利文献有哪些特征？

专利文献专利文献

内容新颖性内容新颖性 内容完整详尽内容完整详尽

重复报道重复报道 质量高、内容可靠质量高、内容可靠

科技信息
法律信息
经济信息



认识一下专利文献认识一下专利文献

o 首页
（Front page）

o 权利要求书
(Claims)

o 专利说明书的正文
(Description)

o 附图
(Mosaics)

申请人要求法律保护的范围，是确定专

利权范围及判定侵权的依据。

对发明创造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

与发明及法律有关的各种著录项目，

均可作为专利文献的检索入口。

解释发明的实质内容。



科研过程中如何利用专利文献?

接触课题的初期

检索和阅读专利文献有助于掌握国内外技术现状及

发展水平，避免重复研究。

七国两组织专利七国两组织专利((中国、日本、美国、英国、中国、日本、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瑞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法国、德国、瑞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

欧洲专利局欧洲专利局))占每年专利总量的占每年专利总量的85%.85%.



将相同主题领域的说明书按照时间顺序联系起

来，则该技术领域的发展脉络就清晰的展现出

来了，从而得到系统完整的全部技术资料。

科研过程中如何利用专利文献?

接触课题的初期



科研过程中如何利用专利文献?

课题研究过程中

遇到具体问题时对专利文献进行检索、阅读和分析。

专利文献介绍的技术内容与其他科技文献相比，更加

详细、具体和实用。要善于从已有的专利夹缝中寻找

技术空白点以开拓新的发明创造，提高科学研究的速

度。

1969年美国的第3400371号专利包

括说明书496页，附图495张。



专利的申请流程专利的申请流程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正式提出申请 初步审查 公开 实质审查

授予专利权

正式提出申请 初步审查 授予专利权

阅读专利的时阅读专利的时
候注意专利的候注意专利的
法律状态！法律状态！



专利的申请流程专利的申请流程

专利合作条约 (PCT)

通过一次国际申请即可获得部分缔约国的专利权。该条约

的签定是朝着国际统一专利制度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国际申请

国际阶段 国家阶段

国际申请的提交

国际检索

国际公布

国际初步审查

授予专利权的决定

由其进入的国家专利

局做出。



专利文献中的日、号、人专利文献中的日、号、人

申请日 专利机关受到申请说明书之日

公开日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之日

公告日 三种专利授权公告之日

优先权日 同族专利中基本专利的申请日期

申请号 受理一件专利申请的一个标识号码

公开号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时给予的标识号码

授权公告号 三种专利在授权公告时给予的标识号码

专利号 授予专利权时给予的一个标识号码



专利文献中的日、号、人专利文献中的日、号、人

ZL 93300001.4CN3021827D93 3 00001.4外观设计

ZL 93200001.0CN2144896Y93 2 00001.0实用新型

ZL 93100001.7CN1033297CCN1089067A93 1 00001.7发 明

专利号授权公告号公开号申请号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批准共有4个号：

申请号、公开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

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有3个号：

申请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

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批准共有4个号：

申请号、公开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

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有3个号：

申请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

专利的申请年份专利的申请年份
代表专利的类型

1  发明专利
2  实用新型
3  外观设计

代表法律状态
A 发明公开 C 发明公告

Y 实用新型公告 D 外观设计公告



专利文献中的日、号、人专利文献中的日、号、人

申请（专利权）人申请（专利权）人 对专利权提出申请的对专利权提出申请的单位或个人单位或个人

发明（设计）人发明（设计）人 对该发明创造作出实质性贡献的对该发明创造作出实质性贡献的自然人自然人

职务发明职务发明 申请（专利权）人是申请（专利权）人是单位单位

非职务发明非职务发明 申请（专利权）人和发明（设计）人是申请（专利权）人和发明（设计）人是自然人自然人

检索时千万不能把申请(专
利权)人和发明人弄混淆了!



专利文献的分类专利文献的分类

《国际专利分类表》 IPC

o 国际上通用的国际专利分类体系

o IPC将世界上现有的专利技术按领域不同按部、分部、大

类、小类、主组、分组逐级分类，形成完整的分类体系。

A   人类生活必需

B   作业、运输

C   化学、冶金

D   纺织、造纸

E   固定建筑物

F   机械工程；照明；采暖；。。。

G   物理

H   电学



专利文献的分类专利文献的分类

钛酸钾晶须的钛酸钾晶须的IPC号为号为C30B29/32
C 化工冶金化工冶金

C30 晶体生长晶体生长

C30B 单晶生长单晶生长

C30B29 单晶或具有一定结构的均匀多晶材料单晶或具有一定结构的均匀多晶材料

C30B29/32 钛酸盐钼酸盐的单晶或多晶材料钛酸盐钼酸盐的单晶或多晶材料

部部

大类大类

小类小类

主组主组

分组分组

中国专利信息检索系统中国专利信息检索系统((http://search.cpo.cn.net)http://search.cpo.cn.net)提供提供《《IPCIPC国国

际专利分类表际专利分类表》》的免费查询。的免费查询。

一个专利可能对应有多个专利分类号！一个专利可能对应有多个专利分类号！



国家和地区名称的国际通用代码国家和地区名称的国际通用代码

国别 代码 国别 代码 备注

奥地利 AT                        联邦德国 DE       74年前为DT

澳大利亚 AU                            英国 GB

加拿大 CA 日本 JP 74年前JA

瑞士 CH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OA

中国 CN 苏联 SU

欧洲专利局 EP 美国 US

西班牙 ES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O

法国 FR



专利文献的检索途径专利文献的检索途径

专利分类号专利分类号(IPC)(IPC)

申请（专利）号申请（专利）号

申请（专利权）人申请（专利权）人发明（设计）人发明（设计）人

多种检索途径之间综合运用多种检索途径之间综合运用

检索各国专利的一把共同的钥匙检索各国专利的一把共同的钥匙

姓名途径姓名途径

号码途径号码途径

关键词途径关键词途径

公开公开((公告公告))号号

反映发明本质和特征的技术词汇反映发明本质和特征的技术词汇

优先项优先项 基本专利的申请日期、申请号和申请国别基本专利的申请日期、申请号和申请国别



中国专利数据库，国家知识产权局

esp@cenet (检索欧洲专利、PCT及世界各国专利)

美国专利全文数据库（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加拿大专利检索

CA、EI等数据库

专利文献的检索工具专利文献的检索工具

推荐使用推荐使用!!

网络免费资源网络免费资源

综合数据库综合数据库



中国专利文献的检索中国专利文献的检索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http://www.sipo.gov.cn/sipo2008/

注意：
1、可以使用逻辑运算符“not”
“and” ”or”
2、可以使用通配符“？”“%”
3、在字段内若需对检索词加

括号一定要用英文输入状态下
的括号。

需要安装浏览器需要安装浏览器
才能阅读才能阅读



学会使用学会使用IPCIPC分类分类

检索，可以减少检检索，可以减少检
索词选择不当，带索词选择不当，带
来的漏检和误检。来的漏检和误检。



南京工业大学徐南平老师南京工业大学徐南平老师20042004到到20062006年年

内所申请的所有专利内所申请的所有专利

检索实例



检索实例

不能将专利权人和发明人

搞混。

专利权人：南京工业大学

发明人：徐南平



esp@cenetesp@cenet 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库

该数据库由欧洲专利局该数据库由欧洲专利局EPOEPO出版，其中又包含三出版，其中又包含三

个子数据库：个子数据库：

EPEP-- esp@cenetesp@cenet 包含了由欧洲专利局出版的专利。包含了由欧洲专利局出版的专利。

WIPOWIPO-- esp@cenetesp@cenet 包含了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包含了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WIPO）出版的专利。）出版的专利。

WorldWideWorldWide是欧洲专利局收集的专利信息总和，包是欧洲专利局收集的专利信息总和，包

括括8080多个国家、地区和专利机构的专利信息。多个国家、地区和专利机构的专利信息。
推荐使用！推荐使用！



esp@cenetesp@cenet 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库

五种检索方式五种检索方式

Smart searchSmart search
Quick searchQuick search
Advanced searchAdvanced search
Number searchNumber search
Classification searchClassification search



esp@cenetesp@cenet 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库
Smart searchSmart search

有规定的输入格式：有规定的输入格式：

专利权人专利权人 国别国别 公开年份公开年份



esp@cenetesp@cenet 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库
Quick searchQuick search

注意选择子注意选择子
数据库数据库

通过关键词、专通过关键词、专
利权人或发明人利权人或发明人

进行检索进行检索



esp@cenetesp@cenet 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库
Classification searchClassification search

通过关键词找对应的专通过关键词找对应的专
利分类号利分类号
找分类号对应的研究找分类号对应的研究
可以考虑综合使用关键可以考虑综合使用关键

词和分类号进行检索词和分类号进行检索



esp@cenetesp@cenet 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库
Advanced searchAdvanced search



通过号码途径可以检
索得到唯一结果！

可以只输入国别
代码查找某个国
家的专利。

只输入年份，
可检索某一年
内公布的相关
专利。

注意使用时注意使用时
的限制条件的限制条件!!

按提示的格按提示的格
式形式输入式形式输入

检索词检索词



esp@cenetesp@cenet 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库

ANDIPC
ANDECLA
ANDInventor
ANDApplicant
ORPublication date
ORPriority number
ORApplication number
ORPublication number
ANDAbstract
ANDTitle

检索框中的检索框中的
空格表示的空格表示的
逻辑运算符逻辑运算符

检索策略注意点检索策略注意点11

在号码和日期字在号码和日期字

段中不能出现空段中不能出现空

格！格！

布尔逻辑运算



检索检索esp@cenetesp@cenet 时的时的注意点注意点

布尔逻辑运算

在“Publication Number”、“Application Number” 和 “Priority 
Number” 字段中输入检索词时国家代码和数字之间不能空格。否

则会将两者间进行逻辑“OR”运算。

在 “Publication Number” “Publication Date” “Application 
Number” “Priority Number” 这几个检索入口中检索词间存在

空格，则默逻辑关系为“OR”；其余检索入口中检索词间的空

格默认其逻辑关系为“AND”。



检索检索esp@cenetesp@cenet 时的时的注意点注意点

截词符的使用

在“Title” “Title or Abstract” “Inventor” “Applicant”这几个检索

入口中允许使用截词符进行模糊检索。

在 “Publication Number” “Publication Date” “Application 
Number” “Priority Number” 这几个检索入口中不能使用截词

符，否则会出错。 *            代表一连串的字母

？ 代表0或1个字母

#                代表1个字母

*            *            代表一连串的字母代表一连串的字母

？？ 代表代表00或或11个字母个字母

#                #                代表代表11个字母个字母

检索策略注意点检索策略注意点22



由多个单词构成的词组作为检索词时应该使用由多个单词构成的词组作为检索词时应该使用““ ””括起来，实括起来，实

现精确匹配。现精确匹配。

Keywords in Title or Abstract                          InventorKeywords in Title or Abstract                          Inventor

Carbon fiber     Carbon fiber     2840328403 results results Wang Wang YanhongYanhong 80 80 results results 

““Carbon fiber Carbon fiber ”” 1567115671 results           results           ““Wang Wang YanhongYanhong”” 2020 resultsresults

““ ””的使用的使用

esp@cenetesp@cenet 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库
检索策略注意点检索策略注意点33



esp@cenetesp@cenet 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库
检索策略注意点检索策略注意点44

每个检索输入框中最多输入每个检索输入框中最多输入1010个检索词。个检索词。

最多可以输入最多可以输入2020个检索词和个检索词和1919个运算符。个运算符。

不能使用不能使用左截词左截词符。符。

只有在日期和分类栏内可以用只有在日期和分类栏内可以用 ““//””

系统默认一些停词如系统默认一些停词如FOR, WITH, THE, BUT, AND, FOR, WITH, THE, BUT, AND, 

OF, ANYOF, ANY等，检索式里不能包含这些词。等，检索式里不能包含这些词。



esp@cenetesp@cenet 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库

陶瓷膜方面的专利文献陶瓷膜方面的专利文献

"ceramic membrane" or "inorganci "ceramic membrane" or "inorganci 
membrane" or "alumin* membrane" or "alumin* 
membrane"  or "zirconi* membrane"  or "zirconi* 

membrane" or "silico* membrane"membrane" or "silico* membrane"
依次点击单篇检索结果左侧依次点击单篇检索结果左侧
的按钮可以分别查看说明书、的按钮可以分别查看说明书、
权利要求书、附图、可以下权利要求书、附图、可以下
载专利原文、查新专利的法载专利原文、查新专利的法
律状态律状态



3,53,5--二甲基吡唑二甲基吡唑((3,53,5--Dimethylpyrazole Dimethylpyrazole )) 相关的专利

文献

网络资源与Scifinder中专利文献的检索差异

检索途径检索途径

检索深度检索深度

检索结果的后处理检索结果的后处理



网络资源与Scifinder中专利文献的检索差异

3,53,5--二甲基吡唑二甲基吡唑(3,5(3,5--Dimethylpyrazole )Dimethylpyrazole ) 相关的专利文

献



网络资源与Scifinder中专利文献的检索差异



网络资源与Scifinder中专利文献的检索差异

126Keyword(s) in title or abstract 
=“Dimethylpyrazole”

欧洲专利数据库

esp@cenet

578CAS RN=67-51-6Scifinder

检索结果检索策略数 据 库



CA数据库中专利信息的各种号码，申请号、专利号、专利分
类号等与esp@cenet中的专利号码在格式上有一定的区别。

专利号码

esp@cenet中的关键词主

要来自专利的摘要。
CA中除了专利文摘中自

带的关键词外，还有
CAS专家根据专利内容

进行的补充。

没有给出

明显的关键
词。

herbicide pyrazole
derive benfuresate
pyraclonil
synergism

关键词

esp@cenet沿用了原始专
利的名称.
CA中给出的专利标题经
过CAS专家的修改。

Herbicaidal
composition.

Synergistic 
herbicidal 
compositions 
containing pyrazoles, 
benfuresate,
and pyraclonil.

专利标题

说明esp@cenetCA

网络资源与Scifinder中专利文献的检索差异



推荐将推荐将CACA（（ScifinderScifinder）作为理工类专利文献的主）作为理工类专利文献的主

要检索工具，尤其对于一些要检索工具，尤其对于一些含有复杂结构化学物质含有复杂结构化学物质

的专利，免费网络专利数据库作为补充以及获取专的专利，免费网络专利数据库作为补充以及获取专

利原文的主要途径！利原文的主要途径！



作作 业业 及及 要要 求求

选择合适的数据库检索与自己课题相关的国内外专利文

献，并说明选择该数据库的原因。

注意: 1、综合使用多种检索途径 ，尤其是专利分类号

2、说明选择数据库的原因

建议：在这次的作业中除了专利文献的检索外，还可以

试着对你所研究的领域内的专利的地区、时间、不同专利

权人的专利拥有情况等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专利分析报告。

作业中若有问题可以到交流园地提问，也可以直接与我E-mail联系。

E-mail:  fengjun @ njut.edu.cn



基本专利基本专利 等同专利等同专利 同族专利同族专利

基本专利基本专利

等同专利等同专利

同族专利同族专利

一项发明首次在某国申请并获得批准的专利。一项发明首次在某国申请并获得批准的专利。

基本专利的申请日期、申请国别以及申请号称为优先权项。基本专利的申请日期、申请国别以及申请号称为优先权项。

基本专利用不同的文字向其他国家申请并获得批准的专利。基本专利用不同的文字向其他国家申请并获得批准的专利。

基本专利以及在别国申请的相同专利共同构成同族专利。基本专利以及在别国申请的相同专利共同构成同族专利。

优先权项是维系同族专利间的纽带！优先权项是维系同族专利间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