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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利基础知识

专利的概念专利的概念：
所谓专利，实质有二层含义：一是指受专利法保护的发明创造，二是指专利

权，就是用法律保护专利权人在一定年限内对其发明创造享有的制造、使用和销售
的独占权利。

专利的类型：专利的类型：

由于专利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一项新发明技术要获得多国专利保护，就必须

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因此产生了专利族，即同一项发明创造在多个国家申请专利
而产生的一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文件出版物，称一个专利族。

基本专利：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专利局根据申请人提出的原始申请所授予的独立

自主的专利，又称主专利或支配专利。二是指在每一专利族中向第一国申请的专利
为基本专利。

相同专利：同一发明在第一申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申请的专利，与基本专利相
对。

同族专利：同一申请人在不同国家申请和获准的发明内容基本相同的专利，包括
基本专利和相同专利。广义的同族专利还包括某些法定相关专利，如接续专利、部
分接续专利等。



火爆的摩拜单车（mobike）
• 从2015年6月开始，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先后申请了27件专利（截止到

2016-09-18的公开信息），分布如下：



我国专利的三种类型
发明：

对产品、方法或者
其改进所提出的新
的技术方案，如耐
磨轮胎材料、摩拜
单车的智能锁及底
架主体的一体成型
铸造方法

实用新型：
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
案，如摩拜单车的车架、防盗车锁

外观设计：

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

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
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
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
的新设计，如摩拜自行车
的新款车筐架、挡泥板



我国专利各类型的期限

10年10年20年期限

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发明类型

自申请日起算



1.048亿!高校高价专利许可成常态，这届大学生你赶上了吗?
2017-10-17 12:15

• 近日，中南大学的3件专利让其斩获1.048亿元的专利许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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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大学生受邀
诺奖颁奖礼

拥有6项发明专利



我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条件我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 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新颖性(Novelty)：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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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由他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
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中。

创造性(Inventiveness): 是指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

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实用性(Practical Applicability): 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

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不属于我国授予专利权的范围不属于我国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 科学发现
虽然科学发现不属于授予专利权的范围，但是根据该科学发现而进行的进一步的发

明创造则是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
例如，发现卤化银在光照下有感光特性，这种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根据这
种发现制造出的感光胶片以及此感光胶片的制造方法则可以被授予专利权；

–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指人的思维运动，没有采用技术手段或者利用自然规律，也未解决技术问题和产生

技术效果；
如涉及计算机程序及程序产品的专利申请的处理：软件、补丁、程序、程序产品：

本身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授予专利权

– 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方法
用于实施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仪器或装置，以及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中使用的物质或材

料属于可被授予专利权的主题 ；

– 动、植物品种
– 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用加速器、反应堆以及其它核反应装置生产的各种同位素、化合物

– 违反国家法律、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
用于赌博的设备、机器或工具；吸毒的工具；伪造货币、票据、公文、证件、印章的设备等



中国专利文献号码体系中国专利文献号码体系
• • 在中国专利文献的查阅和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中国专利文献编

号体系包括六种专利文献号，即：
• 申请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一件专利申请时给予该专利申

请的一个标识号码；
• 公开号——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时给予出版的发明专利申请文

献的一个标识号码, 也称之为公布号；
• 审定号——在发明专利申请审定公告时给予公告的发明专利申

请文献的一个标识号码； (1993年取消）

公告号

在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公告时给予出版的实用新型申请文献的一

个标识号码；

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公告时给予出版的外观设计申请文献的一
个标识号码；

授权
公告号

在发明专利授权时给予出版的发明专利文献的一个标识号码；

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时给予出版的实用新型专利文献的一个标识号码；

在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时给予出版的外观设计专利文献的一个标识号码；

专利号——在授予专利权时给予该专利的一个标识号码。



2003年10月1日以后的我国专利编号体系

•

ZL200330100001.6CN 3 00123456 
S 
CN 3 00775924 
D

200330100001.
6

外观设计

ZL200390100001.9CN 2 00364513 
U

200390100001.
9

指定中国的实
用新型专利的
国际申请

ZL200320100001.1CN 2 00364512 
U

200320100001.
1

实用新型

ZL200380100001.3CN 1 00378906 
B

CN 1 00378906 
A

200380100001.
3

指定中国的发
明专利的国际
申请

ZL200310102344.5CN 1 00378905 
B
CN 1 00489837 
C

CN 1 00378905 
A

200410000378.
8

发明

专利号授权公告号公开号申请号专利申请类型



中国专利申请号说明
• 2003年10月以前 9位阿拉伯数字，如02255082.8

2003年10月起实施新的专利申请号
13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包括申请年号(4位数字)、申请种

类号(1位数字)、申请流水号(7位数字)和校验码四部分。

200410000378.8

专利种类号

1代表发明专利

2代表实用新型专利

3代表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
年号

申请流水号

7位数字，从0000001开始，

顺序递增



目前主要的国际专利分类法

FI(File Index)日本专利分类系统是日本专利局内部对IPC的细分。



国际专利分类表（IPC）
国际专利分类表(IPC)是使不同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文献获得统一分类

的一种工具。
1968年9月1日,《国际专利分类表》(简称IPC)公布生效．并用英、法两种

文字出版。每5年修订一次。由于国际专利分类系统结合了功能分类原则及应
用分类原则，兼顾了各个国家对专利分类的要求，因此适用面较广。

IPC是以等级形式，将技术内容按部、分部、大类、小类、主组、分组层
级分类．组成一个完整的分类体系。IPC分类系统包括了与发明创造有关的全
部技术领域。IPC共分为九个分册出版，前八个分册分别对应IPC的八个部，第
九分册为《使用指南》。IPC各级类目采用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混合标记。

IPC共分为八个部，类号由A—H八个大写字母表示，分别对应IPC的前八个
分册。分部不作为分类的一个等级．他的作用是将一个部中包含的不同技术主
题用信息性标题分开，无分类号。

例如：
A47L 1/00 窗的清扫
A47L 1/06 · 手动器具
A47L 1/12 · · 同时擦两边的
A47L 1/13 · · · 有供应液体的装置的，如清洁剂



CPC 联合专利分类

• CPC(Cooperative Patent Classification，英文简称 CPC),
是目前世界上最精细的专利文件分类系统（共250000
个细分），并已于20132013年年11月月11日日起在欧专局和美国专
利商标局(USPTO)正式开始使用。

• 该系统有相当大一部分源自于欧专局此前适用的欧洲
分类系统(European Classification，英文简称ECLA)
。

• 欧专局(EPO)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签署了一项
备忘录,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开始对其新公开的发明
专利申请按照联合专利分类 (Cooperative Patent 
Classification，英文简称 CPC)中的部分技术领域进
行分类；并力争于2016年1月起将全部新的发明专利
申请按照CPC所有技术领域进行分类。



CPC 与 IPC 的主要区别

19

CPC IPC
CPC按照IPC分类标准和结构
进行开发，以ECLA为基础，
并融入USPC的成功实践，约

25万个小组

约7万个小组

CPC可以每月动态修订更新 IPC的更新和修订不够灵活，
造成在某些IPC分类位置下的
文献量过于庞大，因此某些领
域不能利用IPC进行有效检索

融入了新能源、环保等新兴技
术分类

缺少新技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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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中外专利数据的检索与利用中外专利数据的检索与利用

•常用专利检索网站
燕山大学图书馆 >> 查找资料 >> 专利文献

国内专利：
1.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公布公告检索 http://epub.sipo.gov.cn/gjcx.jsp
2. soopat 专利检索 http://www.soopat.com/
3. 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 该库属于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的子库。
4. 佰腾专利探索者网站 http://www.patexplorer.com/

国外专利：
1. 美国专利局(USPTO)专利数据库
2. 日本专利局数据库
3. 欧洲专利局(EPO)专利数据库
4. DII德温特世界专利创新索引



1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公布公告检索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检索 http://epub.sipo.gov.cn/gjcx.jsp

收录了1985年中国专利法实施以来公开的全部中国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

外观设计专利的题录信息、摘要及说明书全文，该数据库每周三更新一次。



•



以数据终端为特征的数字信息传输大类下的相关专利

共提供了三种浏览方式



列表模式显示列表模式显示



附图模式显示附图模式显示



可从中筛选任一类型专利来浏览可从中筛选任一类型专利来浏览

•



专利详细信息浏览界面专利详细信息浏览界面

•



事务数据信息浏览界面事务数据信息浏览界面

•



如部分专利事务数据显示为专利权全部无效如部分专利事务数据显示为专利权全部无效
•



主要检索技术
• 1 截词符：

？代替单个字符，“%”代替多个字符，部分检索字段如公告日、颁布

日等不能使用截词符。

例1： 已知专利名称中包含“汽车”和“化油器”，且“汽车”在“化油器”之前
汽车%化油器

2 布尔逻辑运算符 and  or not，且其前后需要有空格

挤压 not 热压；钙 and 酒；挤压 or 滚压 or 热压

例：查找对甲氧基苯甲醛的制备

(对甲氧基苯甲醛 or 茴香醛) and (合成 or 制备)    改版后的界面使用括号后检索改版后的界面使用括号后检索

结果会出现不准确、不相关等情况；建议分别使用下列检索式完成检索结果会出现不准确、不相关等情况；建议分别使用下列检索式完成检索

对甲氧基苯甲醛 and  制备
对甲氧基苯甲醛 and 合成
茴香醛 and  制备
茴香醛 and 合成



•



•
如在检索中有不明白问题，可直接查阅如在检索中有不明白问题，可直接查阅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http://epub.sipo.gov.cn/gjsm.jsp



专利检索 http://www.pss-system.gov.cn/



检索特点
• 检索功能：常规检索、表格检索、药物专题检索、检索历

史、检索结果浏览、文献浏览、批量下载等。

• 分析功能：快速分析、定制分析、高级分析、生成分析报
告等。

• 数据范围：收录了103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专利数据，
以及引文、同族、法律状态等数据信息，其中涵盖了中国
、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
、欧洲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

• 数据更新：中外专利数据，每周三；
同族、法律状态数据，每周二；
引文数据，每月更新。





检索结果



专利的详细介绍页面



专利全文的浏览或下载





专利分析功能



2 2 SooPATSooPAT专利检索专利检索

• http://www.soopat.com/

世界专利检索
目前仅对高级
用户开放



表格检索界面表格检索界面

•
申请（专利）号、公
开（公告）号前不用
加“ZL”或“CN”。

字段内各检索词之间
可进行AND、OR、
NOT运算，使用时
AND、OR、NOT必
须大写。如微软公司
OR 西门子；计算机
NOT 电子。

字段内各检索词之间
如以空格间隔，默认
为AND关系。

年月日各数字之间不
用符号间隔。可键
入：20050721、
200507、[200708 
TO 200906]。



专利检索结果页面
•



在线阅读 需事先安装pdf浏览器

•



专利全文下载专利全文下载
•



分类检索

按
类
别
浏
览



•



高级用户权限可购买
•



3 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
• 英文名称：Wanfang Patent Database（简称

WFPD）中外专利数据库包括中国专利文献、国外
与国际组织专利两部分，收录了国内外的发明、实
用新型及外观设计等。

• 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各个学科领域，每年增加约25万
条，中国专利每两周更新一次，国外专利每季度更
新一次。

• 收录内容： 包括七国两组织（中国、美国、日本、
德国、英国、法国、瑞士、欧洲专利局和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的专利信息数据；

• 收录时间：收录自1985年以来的专利。



•





默认为基础版界面默认为基础版界面



可以输入：

数据库 决策图
摘要:数据库 申请人:同济大学
摘要:数据库 专利权人:同济大学

进入基础版页面进入基础版页面



基础版的分类浏览页面



中国专利的分类浏览结果页



点击点击““加强版加强版””则进入加强版检索界面则进入加强版检索界面



IPC导航



IPC导航页面



加强版高级检索界面



可检索国外专利







分析、订阅等部分功能无法使用



专利的查新/跨库检索界面

检索词间可进行与、或、非逻辑运算符

点击可增加或减少检索控制条件选项点击可增加或减少检索控制条件选项



查新/跨库检索示例



中国专利详细浏览页面
摘要等浏览页面



外文专利可浏览摘要等信息



中文专利全文显示



部分外文专利亦可直接浏览全文



4 佰腾专利探索者平台
http://www.patexplorer.com/





点击专利名称，浏览详细情况





通过查阅法律状态，了解专利的转让情况



5 美国专利数据库
http://patft.uspto.gov/

• 收录范围
该数据库是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供的。分为授权专

利数据库和申请专利数据库两部分：授权专利数据库提
供了1790年至今各类授权的美国专利，其中有1790年至
今的图像说明书，1976年至今的全文文本说明书（附图
像联接）；申请专利数据库只提供了2001年3月15日起申
请说明书的文本和图像。

• 检索方式
快速检索、高级检索、精确检索、专利号检索



申请(非授权)专利

数据库

授权专利数据库



5.1美国专利库快速检索界面

可选择布尔逻辑运算
（and、or、andnot）



5.2 美国专利库高级检索界面

高级检索的
字段限制，
需用 / ，如

专利名称字
段检索可用
ttl/(检索式)

专利权
人

发明人



如输入检索策略式
ttl/(tennis AND (racquet OR 
racket))，检索结果如下



5.3 精确检索

在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的
检索结果页面中出现该检
索框。
用于在上次检索结果范围
的进一步检索来缩小检索
结果，即在refined search
框中，在前检索式的基础
上与新的检索项组配，从
而使检索结果更加准确。
检索表达式与高级检索的
检索表达式相同。



5.4 专利号检索

在检索框中直接输入预查找
的美国专利号即可。如想查
找有关帽子Cap 方面的专
利号为US6986166B2 的相
关专利信息 ，在检索框中
直接输入6986166即可。





检索结果显示及输出
美国专利数据库系统提供了二种结果显示：HTML 格式和图

像格式。图像说明书可利用AlternaTIFF图像浏览器打开，可单页
显示或打印。

图像版说
明书入口





6 日本专利局数据库

• https://www.j-platpat.inpit.go.jp/web/ 
all/top/ BTmTopEnglishPage

• 提供日本专利免费检索及全文下载。1993
年1月1日后公开的申请，除了提供 BMP
图像格式日文说明书全文外，还增加了机
器翻译的 HTML英文说明书全文。该数据
库分发明与实用新型（Patent & Utility 
Model）、意匠即设计（Design）、商标
（Trademark）等多个子库。



数据库页面



日本专利数据库：由日本特许厅工业产权数字图书馆提供，收集
了各种公报的日本专利(特许和实用新案)，有英语和日语两种工
作语言，英文版收录自1993年至今公开的日本专利题录和摘要，
日文版收录1971年开始至今的公开特许公报，1885年开始至今的
特许发明明细书，1979年开始至今的公表特许公报等专利文献。





对于所列的四种检索方式中，第一个是采用的专利号检索，第二个和
第四个是分类号检索，第三个是关键词检索。

1、Patent &Utility 
Number search
2、F1/F-term search
3、PAJ
4、patent map 

guidance

专利号检索 关键词检索 分类号检索



已知日本的专利号一般表达方式是：
JP+2位数的日本年号+6位数字的流水号（2000年以前的表达）

JP+2xxx的公元年号+6位数字的流水号 （2000年以后的表达）

日本年号：上图的Japanese三列代表日本年号的代码分别以M、T、
S、H开头，主要因为日本天皇的更改而变化。其中用得 多的是S和
H。年号符号“S”是昭和，“H”是平成。那么S1-S64代表昭和1926年
起到1989年，H1代表平成从1989年开始,至H11代表1999年，以后的
可以继续用H表示，也可以直接用2000年的公元年表示。



• JP9241747-A  为H 平成年，加上1988
，变为： JP1997-241747-A；在检索中
可输入 1997-241747；或 H9-241747,
两种方式输入方式均可；
JP2002226915-A 则直接输入 2002-
226915即可。

专利号举例 : JP9241747-A; JP2002226915-A



专利号: JP9241747-A; JP2002226915-A

亦可输入：H9-241747，
检索结果是一样的



也可通过欧州专利局网站的日本专利检索获得申请号



如检索JP53-83958A专利原文信息

可将53还原为
1978，83958
不足6位前面
需加1个0，

则输入变为：
1978-083958

6位数字的流水号：例如123456，如果不足六位，需在前面补上 0 。



对于JP10-192915A，则直
接输入1998-192915即可



检索结果显示及输出检索结果显示及输出

日文说明书原文



日文说明书原文



PAJ（Patent Abstract of Japan)检索：
用英文关键词或专利号检索1993年1月以后日本专利英文题录和摘要。
1993年前的日本英文专利可以通过欧洲专利数据库检索。

• 要注意注意的是：由于PAJ英文
版只收录了1993年至今的
，如果查19931993年年以前的则
在PAJ中检索不到



关键词检索实例

“rolling mill”

bearing  

displacement



检索结果提供了专利总条数





点击阅读机器翻译的英文版说明书全文

阅读日文版专利说明书



可前后翻页



7 欧洲专利数据库

• 由欧洲专利局及其成员国提供，专利数据库收录
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国家多，收录了1920年以来
(各国的起始年代有所不同)世界上50多个国.和
地区出版的，共计1亿多万件文献的数据。

• 但该数据库的检索数据不完整，部分国家的题录
数据只有英文发明名称及英文文摘。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locale=en_EP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



提供了三个可选择的子数据库提供了三个可选择的子数据库

• Worldwide数据库：这是欧洲专利局收集的专利信息的
总和，它包括63个国家或地区约最近30年来的专利文
献著录数据、20个国家1920年以来的专利扫描图像、
以及10个专利机构的专利英文摘要和全文。

• EP-esp@cenet ：可检索的数据简称为EP data，它指
最近两年由欧洲专利局出版的专利。EP data数据库每
周星期三更新一次。

• WIPO-esp@cenet：可检索的数据简称为WO 
documents，指最近两年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
国际申请案)出版的PCT专利。数据库通常每周更新一次
。



欧洲专利库的特点

• 改版后的欧洲专利数据库，更易于非专业检索人员的使用
。每种检索方法的页面都有Quick Help，它能指导初次
使用该数据库的用户顺利地完成检索任务。

• 共有三种检索方法：智能检索、高级检索、分类检索 。
• 反映同族专利情况，以便选择更易理解的语言来阅读专利

全文。
• 提供了HTML和图像两种全文显示方式。图像格式的说明

书需用Acrobat图像浏览器打开，可以单页显示或打印。



7.1智能检索

如 输入：Siemens EP 2007 

此处可 多输入20个检索词
（每个检索选项数据 多10
个检索词），并以空格或适
当运算符分隔 。



这是选择“改
变国家”后所
提供的不同选
项



系统会智能地选择相应检

索字段来执行检索



7.2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

plastic and bicycle 

高级检索

可 多输入10个检索词，并以空格
或适当运算符分隔，如hair cap



Espacenet 检索策略

字母不区分大小写

各检索项之间可以使用逻辑运算符：
与（and）、或（or）、非（not）

可以使用通配符：
“？”—0或1个字符；“#”—1个字符；“*”—任意

多个字符

可以使用双引号进行精确检索“ ”及优先级算符( )
“washing machine”



7.3 分类检索
• 对特定的技术主题，通过相关的CPC分类号可

以进行更有效的检索。

可输入分类号

增加了Y部新技术发展，如Y02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

适应技术；



选中相应类号后所对应的复选框按钮，可将此类添加到检
索框对话框中

···易于安装在车辆原有座椅上和易于从其上拆卸的座椅





检索结果显示

可点击篇名

查阅专利
详细信息



专利著录各项数据

文本翻译





权利要求

专利全文



专利全文的在线浏览



同族专利显示页面



8 德温特专利索引数据库(DII)

德温特专利索引(Derwent Innovation Index,DII)是德温特公
司与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公司合作开发的基
于ISI统一检索平台的网络版专利数据库。DII将“世界专利索引
(WPI)”和“专利引文索引(PCI)”的内容有机整合在一起，为研
究人员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的、全面的专利信息。

DII覆盖了全世界1963年以后的约1千万项基本发明和2千万项
专利。每周增加来自全球40多个专利机构授权的、经过德温特专
利专家深度加工的20,000篇专利文献。同时，每周还要增加来自
6个主要的专利授权机构的被引和施引专利文献，大约有45,000
条记录。这6个专利授权机构是：世界专利组织(WO)、美国专利
局(US)、欧洲专利局(EP)、德国专利局(DE)、英国专利局(GB)和
日本专利局(JP)。主要涉及化学、电子与电气和工程3大领域。







DII 首页



名称 符号 说明 举例

逻辑
算符

and 连接限定词，缩小检索，系统默认为and information and retrieval
or 连接同义词，扩大检索 internet or www or web
not 排除 energy not nuclear

截词
符

* 右截词，利用它可以只输入检索词的起始
部分，而实现一簇词的检索

patent* ，命中 patent 
patents，patentable，
patented 等

? 通配符，代表一个字符，字母、数字或符号
wom?n,命中woman、
women

$ 通配符，代表一个或零个字符，字母、数字或
符号 odo$r 命中odor 和 odour

位置
算符

same 所连接的两词必须在同一字段或同一句子中 Beverage SAME bottle

词组
检索

“”
实现词组检索，即词间不能插词，词序不能改
变。只能用于主题检索字段。若两次之间是用
连词符、逗号等连接时，系统将按词组检索

“energy conservation”

备注 系统不区分大小写，默认为and连接

DII检索规则: 常用的布尔逻辑检索运算符



检索示例



查看专利摘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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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利数据的检索与利用



燕大科技处网站下载区
http://kjc.ysu.edu.cn/business/website/mainPageIndex.do?a
ctionType=initArticle&columnId=10&currentColumn.id=67

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
查新报告查新报告

点击进入
模板页面



发明专利申请查新报告模板页面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
查新报告查新报告

下载该模板自下载该模板自
己填写即可己填写即可



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
查新报告查新报告

修改一下相应的时间即修改一下相应的时间即
可，修改为当前年月即可，修改为当前年月即
可，如可，如2017/112017/11；；

检索的数据库可自行增检索的数据库可自行增
减，如可去掉减，如可去掉googlegoogle



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
查新报告查新报告

填写专利涉及到的相关中英填写专利涉及到的相关中英
文检索词文检索词

无须填写检索式无须填写检索式

列出主要的相关文献，也可列出主要的相关文献，也可
进一步简要说明一下与你专进一步简要说明一下与你专
利的不同之处利的不同之处



发明专利发明专利
申请查新报告申请查新报告

大致做个概括性的分析总结大致做个概括性的分析总结



发令用的便携折叠式烟屏

（一）确定关键词或分类号

• 烟 smoke
• 显示屏 烟幕屏 屏 screen
• 烟幕屏 smoke screen, smokescreen
• 发令枪 starting gun, pistol
• 发令 starting
• 折叠 fold
• 器材 equipment
• 设备、装置 device, equipment, unit
• 运动 sport

A63B 71/06·比赛或运动员用的指示装置或记分装置(计时装置

入G07C)

发明专利发明专利
申请查新报告申请查新报告



制定相应的中文检索策略式

• (发令枪 or 发令) and (烟 and 屏 or 器材 or 设备
or 装置)

• SU=(发令枪+发令)*烟*(屏+设备+竞赛+器材)

• (发令枪 or 发令) and 屏

• 显示屏 and 发令

• IPC分类号=A63B71 and 摘要=发令

发明专利发明专利
申请查新报告申请查新报告



中文专利



中文专利



外文检索策略式：

• TS=(sport and gun and screen) 
• TS=(screen and starting gun) AND 

IP=(A63B-071/06) 
• screen and smoke and starting
• (smoke screen or smokescreen) and starting 

gun
• starting gun and IP=A63B*
• pistol and smoke and screen

发明专利发明专利
申请查新报告申请查新报告



DII



调整或重新组配检索式



EI检索



我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条件我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 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新颖性（Novelty)：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没有同
样的发明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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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由他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
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
件中。

创造性（Inventiveness):是指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
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实用性（Practical Applicability）:实用性，是指该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
生积极效果。

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
查新报告查新报告

为什么还
要检索非
专利数据
库呢？



• 1【名称】电子控制声光发令装置
• 【申请（专利）号】CN200320105548.X
• 2【名称】主动式起跑信号装置
•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00655.3
• 3【名称】一种多功能发令台
• 【申请（专利）号】CN201120186513.8
• 4【名称】电子发令装置
• 【申请（专利）号】CN201110396834.5
• 5【名称】田径径赛多功能智能控制装置

【申请（专利）号】CN200520096286.4 
• 6【名称】田径径赛成绩自动计录仪

【申请（专利）号】CN200820167710.3
。。。。。。

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
查新报告查新报告

从上面中文期刊库、中文专利等
检索结果中挑选中文相关文献



从上面外文期刊库、专利等国外数据库
检索结果挑选外文相关文献

• 1 Starting form practice appts. for developing track athlete form 
while on starting block - has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which 
compares time elapsed after runner takes off from starting block
and when starting voice signal is output, and permissible starting 
time  供跑步者使用的可提供时间的并附有中央处理单元的发令枪声音的输
出仪器

• 专利号: JP9038261-A 
• 2 Electronic apparatus for determining arrival order and time of

contestant of race, acquires image of specific portion of track 
including image of runners passing through goal line from video 
printer as hard-copy drawing  具有一个信息数据接收器的装置 可提供
赛跑者的图像及其到达顺序和时间

• 专利号: JP2011130824-A 
• 3 Electronic apparatus for determining arrival order and time of

contestant of race, acquires image of specific portion of track 
including image of runners passing through goal line from video 
printer as hard-copy drawing  具有一个信息数据接收器的装置 可提供
赛跑者的图像及其到达顺序和时间

• 专利号: JP2011130824-A 
• 。。。。。。

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
查新报告查新报告



查新结论
• 在目前的国内外文献检索结果中，已见针对*****

的文献报道， 但其分别采用了… … ，所采用的
装置结构或技术都与查新课题不相同 。

或
• 在***装置(方法)研究方面，文献1~5分别对…进

行研究，虽然具有或实现了***功能，但其装置的
组成结构(方法所采用的技术)与查新课题所采用的
*****结构(技术) 不相同，没有应用查新课题的
***** （某种技术、装置或材料）。

• 综上所述，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中外文文献中，
未见与该研究内容完全相同的文献报道。

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
查新报告查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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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利数据的检索与利用



标准文献
标准文献是标准化工作的成果。标准文献主要是

指与技术标准、生产组织标准、管理标准以及其它具
有标准性质的文件所组成的特种科技文献体系。

广义的标准文献是指记载、报导标准化的所有出
版物。

狭义的标准文献是指技术标准、规范和技术要求
等，主要是指技术标准。



标准文献除了以标准命名之外，还常以规格、规
程等名称出现。但并非所有具有这些名称的文献
都是标准文献。一般来说标准文献应该具有如下
特征：

①标准级别； ⑥标准归口单位；
②标准号； ⑦标准起草单位与起草人；
③标准名称； ⑧标准批准机构；
④标准内容； ⑨标准批准日期；
⑤标准提出单位； ⑩标准实施日期；

标准文献的特征



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地区标准
欧共体标准（CEN）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

国家标准
常用国家标准代码如下
GB 中国 NF  法国 ANCI 美国 OCT 俄罗斯
BS 英国 DIN 德国 JIS  日本 CAN 加拿大

行业标准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制订的ASME标准
德国电气工程师协会制订的VDE标准。

企业标准

按标准使用范围划分



强制性标准，是指依靠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手段保证执行的
标准。它包括基本保障类标准和宏观调控类标准。

非强制性标准，非强制性标准也称推荐性标准，除强制性标准之
外，其它的标准均属非强制性标准。对于非强制性标准，国际鼓励企
业自愿采用。非强制性标准并非固定不变，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转
化为强制性标准。同样，根据需要强制性标准也可转化为非强制性标
准。

按标准法规性划分



国家标准
• GB××××-××，如GB7718—94， 强制性国家标准
• GB/T××××-××，如 GB/T3860—95， 推荐性标准
• GB/*××××-××，如 GB/*1645—98， 降为行业标准而尚未转化的原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代码+标准顺序号+年代

“FZ××××-××”为纺织行业标准；
“FZ/T××××-××”为纺织行业的推荐标准。
行业标准用该行业主管部门名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示，机械行业

标准用JB表示，化工行业标准用HG表示，轻工行业标准用QB表示等

等，如QB1007-90是指轻工行业1990年颁布的第1007项标准。

汽车——QC、石油化工——SH、化工——HG、石油天然气——SY
地方标准，地方标准的编号由“DB（地方标准代号）+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

划代码的前面两位数字（北京市11、天津市12、上海市13等）+专业类号（以字
母表示）+顺序号+年份组成。如：DB/3204—G24—98，其中 “32”表示江苏省
，“04”表示常州市，“G”表示某一专业，“24”为顺序号，“98”为年份。

企业标准，其编号为以Q为分子（表示企业），以企业名称的代码为分母，企业代
码既可以用汉语拼音字母，后面再加上顺序号和年份，即Q/企业代号+标准序号
+年号。如：“Q/BYP004—1994”为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生产的燕京啤酒的企
业标准。

中国标准的等级及其编号



专利基础知识

发明专利申请查新报告的撰写

标准基础知识

中外标准数据的检索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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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利数据的检索与利用



中国标准全文数据库

该数据库收录了国内外的大量标准，包括中国国家发布的全部标准、某些行

业的行业标准以及电气和电子工程师技术标准；收录了国际标准数据库、美英
德等的国家标准，以及国际电工标准；还收录了某些国家的行业标准，如美国
保险商实验所数据库、美国专业协会标准数据库、美国材料实验协会数据库、
日本工业标准数据库等。

中国国家标准、中国行业标准可通过该数据库获取全文。





此大类下的所有标准文献



标准全文



万方平台上的标准文摘数据查询万方平台上的标准文摘库



注意: 请观察标准文摘库与全文库的检索结果有哪些不同



万方平台上的标准文摘库



万方平台上的标准文摘库



万方平台上的标准文摘库



网上标准数据库很多，有的是学会与协会办的，有的是各省市，各行业办的。
此外有的综合性数据库中包含了标准数据库，如：“万方数据库”中有中国标

准、国际标准与各国标准。这些数据库大部分需要先注册，后登录，免费检
索。检索结果可获得标准题目，标准号、起草日期、颁布日期等，但不提供全
文。若想获取全文，必须支付费用，如购买其数据库，或购买阅读卡等方式。

下面列出一些可检索国内标准信息的数据库网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http://www.sac.gov.cn/

国家标准频道：http://www.chinagb.org/

中国标准化协会：http://www.china-cas.org/

中国标准化杂志：http://www.cspress.com.cn/

中国质量检验信息网：http://www.caqi.org.cn/index/default.aspx

标准分享网：http://www.bzfxw.com/

标准数据库







国外标准数据库
一些可检索国外标准文献的数据库网址：
1 IEEE学会(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标准 http://www.ieee.org/

列出IEEE颁布的一些标准全文以及相关说明，在主页上设置的检索框内键入检索词即可实施检
索并可直接订购。

2 日本工业标准JIS(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http://www.jsa.or.jp/default_english.asp

3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标准
http://www.asme.org/ https://www.asme.org/about-asme/standards 
检索ASME标准

4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http://www.standardsinfo.net/info/stdcat.html

5 ASTM(美国材料与试验学会)标准 http://www.astm.org/
美国材料与试验学会(ASTM)是著名的学术团体，下设132个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工业用材料和
产品性能方面的ASTM标准，现已颁布有关标准1万余件。据统计，现行的ANSI标准中约有50％为
ASTM标准。因此,利用该主页可检索到该学会所出版的标准,标准年鉴及标准汇编等。

6 SAE(美国机动车工程师学会)标准 http://www.sae.org/
可检索美国汽车、航空航天等学会制定的所有标准文摘和订购信息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标准



日本工业标准JIS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及ISO标准



ASTM(美国材料与试验学会)标准



SAE标准
美国机动车工程师学会



SAE汽车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