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您需要>>

 ●    制订技术路线和竞争策略

 ●    预警专利侵权风险，应对诉讼

 ●    消化吸收现有技术

 ●    投资并购中的尽职调查

 ●    申请专利，建立有效的专利布局

 ●    引进技术领军人才

 ●    寻找技术许可和商业化的机会

谁在使用>>

 ●   研发项目组

 ●   专利工程师

 ●   情报分析师

 ●   企业法务人员

 ●   专利审查员

 ●   专利律师

DWPI传奇五十载

●   1963年，Monty Hyams建

立药物专利信息的订阅服务 

Farmdoc。

●   1965年，Thomson公司入股

Derwent，最终在1984年完

成并购。

●    1 9 7 0 年 ， 化 学 专 利 索 引

（CPI）建立。

●    1 9 7 4 年 ， 世 界 专 利 索 引

（WPI）建立，扩展到全部

技术领域。

●   1995年，德温特专利引文索

引（DPCI）加工开始。

●   2013年，DWPI已经积累了

50年的数据加工成果，覆盖5

千万条专利，增加了第50个

数据源。

专利制度激励技术创新活动，全球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专利申请、审查和授权，汇集成海量的专

利文献资源，蕴藏着丰富的技术、法律和市场信息，并可在各国专利局网站免费检索和下载。

另一方面，要用好专利信息并非易事。检索分析人员对成千上万的检索结果无从下手，技术人员

抱怨专利说明书难读，而行业专家则质疑专利分析并不带来新的洞识或者与实际情况相左。

直接检索和阅读原始专利文献的困难在于：

●   信息数量大，重复公开，造成阅读量巨大：专利保护具有地域性，企业为了使一项发明获得

全球保护，需要在的专利文献的语种不同国家进行申请，造成专利文献公开重复。

●   语言障碍：不同国家专利文献的语种不同，找出检索和阅读时存在语言障碍，也给企业增加

了翻译的费用。

●   文字难读难懂：专利文献属于技术与法律结合的文件，导致其撰写时通常会使用晦涩难懂的

法律用语或非本领域词汇描述技术特征，来扩大保护范围。

●   信息复杂：即使具备相关专业技术背景，来读懂和提炼出一项专利的技术创新点、先进性和

用途，也将费时耗力。做一个竞争情报分析会涉及公司名称不同拼写和子公司专利的合并，

专利家族的合并（同一项发明在多国申请专利形成专利家族），若不做好这些工作，得出的

分析可能误导决策。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DWPISM)

为什么要使用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

YEARS
SOURCES
MILLION RECORDS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目前全球40家专利局的审查员都在使用DWPI数据



人工编辑的英语标题和摘要

汤森路透技术专家在仔细阅读专利原文后，用英语改写的描述性专利标题和文摘。

●   编辑团队由具有相应技术背景的技术专家组成，并经过汤森路透严格的培训。

●   覆盖涉及近50个国家/地区的、各种语言公布的专利（如德、法、日、西班牙、葡萄牙等非英语国家专利），经过阅读后统一

用英语编辑改写成DWPI专利数据。

●   用简单的语言或本领域的技术词汇替换宽泛抽象的用词和绕口的法律造句，致力于方便普通技术人员的阅读理解。

●   结构型的摘要提炼出专利的新颖性、用途和优势等要点，方便检索、阅读和分析。

●   从专利附图中选择最具说明性的附图作为德温特摘要附图，并提供英文的附图说明。

Original title DWPI Tile

Multi-functional hand-held 
device

Hand-held electronic device e.g. mobile phone, has processing unit 
receiving set of concurrent touch inputs from user via input surface 
and discriminating user requested action from multi- touch inputs

Disclosed herein is a multi-
functional hand-held device 
capable of configuring 
user inputs based on how 
the device is to be used. 
Preferably, the multi-
functional hand-held device 
has at most only a few 
physical buttons, keys, or 
switches so that its display 
size can be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The multi-
functional hand-held device 
also incorporates a variety 
of input mechanisms, 
including touch sensitive 
screens, touch sensitive 
housings, display actuators, 
audio input, etc. The device 
also incorporates a user-
configurable GUI for each 
of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the devices. 

新颖性  
The device (100) has a processing unit operatively connected to 
a multi- touch input surface. The processing unit receives a set 
of concurrent touch inputs from a user via the input surface and 
discriminates a user requested action from the touch inputs, where 
the input surface serves as the primary input unit. A display device is 
operatively coupled to the processing unit and configured to present 
a user interface.
 
详细描述  
An INDEPENDENT CLAIM is also included for a method performed 
in a computing device with a display and a touch screen positioned 
over a display.
 
用途  
Hand-held electronic device e.g. mobile phone, PDA, media player, 
camera, game player, handtop, Internet terminal, GPS receiver, and 
remote controller.
 
优势  
The processing unit receives the set of concurrent touch inputs from 
the user via the input surface and discriminates the user requested 
action from the multi- touch inputs, thus limiting the number of 
mechanical buttons, physical buttons and switches at the surface 
of the device to maximize the size of the display, and hence greatly 
improving the functionality and appearance of the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附图说明  
The drawing shows a simplified representation of a multi-functional 
hand-held device. 
100 - Multi-functional hand-held device. 
104 - Hardware components. 
106 - Software components. 
110 - Switch.

附  图

US20060197753A1是一篇采用多

触点技术(Multi-Touch)的手机专

利。我们利用Multi-touch作为关键

词检索专利，在DWPI中很快可以

找到这篇专利，而专利原文的标

题和文摘并没有提到Multi-touch。

左表是专利原文的标题和文摘的

对比。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DWPI经过改写的标题和文摘包含

了更多的信息量，包括这项发明的

新颖性、详细描述、用途和优势。

由于该手机的操作是通过多触点技

术来实现的。因此通过DWPI，用

户不但可以进行准确的检索，而且

无需阅读整篇专利，即可很快的了

解到这篇专利的技术内容，大大节

省了阅读的时间。



德温特专利分类法，面向信息检索分析，侧重专利的用途
             

德温特专利同族的标引和归并

T03-A06N [2013]
Energy-assisted magnetic recording

T03-A06N1 [2013]
Thermo-assisted magnetic recording

T03-A06N1C [2013]
Heat source for thermo-assisted magnetic recording

T03-A06N1E [2013]
Optical system for thermo-assisted magnetic recording

T03-A06N3 [2013]
Microwave-assisted magnetic recording

T03-A06N3A [2013]
Microwave-assisted magnetic recording methods

T03-A06N9 [2013]
Other energy-assisted magnetic recording

示例说明

2013年修订版中修订了下一代数据存储技术能量辅助

磁记录技术的分类位置，该位置包括目前热辅助、微

波辅助磁记录技术的分类位置，这些分类位置也反映

出该领域技术的发展方向。德温特手工代码的修订原

则之一就是反映技术的新的发展方向，2012-2013年

修订的手工代码中就清晰的反映出不同领域的新技术

发展方向：如， L04-E11 Memristor （忆电阻）T01-

N01D3A  Network Only Systems（虚拟网络系统例如

云计算、虚拟系统等）X21-B01E Battery Exchange/

Leasing (电池更换/租赁)

一项发明在不同国家申请的专利可以被认为是专利同族，但由于认定规则的不同可能导致专利同族不同：

●   德温特专利的创始人Monty先生在德温特数据加工过程中发现了专利同族的存在，并首次对专利同族信息进行加

工，因此，他被认为是“专利同族之父”。

●   汤森路透在加工过程中始终把“同一发明内容”作为判断的最终标准，这使德温特同族区别于其它仅依据优先权

号作为评判标准的其它专利数据库。阅读和基于德温特专利同族进行分析能有效减少阅读中的重复和避免检索分

析中的重复计算，但也可以有效避免其它数据库中专利同族过大过宽导致的信息丢失。

●   每条德温特记录提供各专利家族成员的专利号及相应的号，便于了解该专利在各国的保护情况，按不同国家的专

利分类法扩展检索，找出中文或英文的专利全文来阅读。

●   汤森路透加工和追溯非常规等同专利，即使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特定专利没有使用或能够享受优先权，汤森路透也

会按照同族的方式进行标引和加工。

例如：下一代数据存储技术能量辅助磁记录   

    （包括HAMR、微波辅助）技术的分类位置

●   德温特分类和德温特手工代码分类是面向信息的检索分析和利用来设计的分类法。

●   由汤森路透统一的分类标引流程完成分类标引，保证分类法使用的一致性。

●   侧重按专利的用途分类，有效补充侧重按专利技术内容分类的IPC分类法。

●   德温特的数据加工团队积极追踪新技术发展并及时更新分类表以反映技术的更迭。

●   德温特手工代码中的化学专利索引（Chemical Patent Index，CPI），特别是深度标引（Deep Index）对化学结构作深入的标引。



规范化的公司名称代码，正确分析和精准跟踪竞争对手

公司名称的拼写变化，完全不同名称的子公司的存在，都对监测竞争对手专利带来困难。

●    汤森路透对21,000家专利数量超过1000件的公司建立了标准公司名称代码，用四位代码来

标示该公司的全部专利。

●    用户在专利权人检索时的好处，可以由此查全和有效跟踪竞争对手的专利申请情况。

●    用户在专利权人分析时，可以正确判断市场领域的竞争态势。

示例说明

一些大公司有很多不同名称的子公司，这给监控竞争对手专

利造成很大的困难，很有可能会导致漏检。Derwent为此推出

规范化的公司名称代码，用四位代码来表示一个公司及其分

支机构。例如用UNIL来表示Unilever公司所有的专利，如图所

示：4P EMBALLAGES FRANCE SNC，INDOPCO INC DBA 

QUEST INT FLAVORS & FOOD等公司均属于Unilever，但用

户用UNIL检索时，无需输入Unilever公式众多不同的名称，即

可将这些名称中未出现Unilever的公司也能检索到，从而提高

了检索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示例
UNIL 4P EMBALLAGES FRANCE SNC
UNIL 4P EMBALLAGES FRANCE
UNIL 4P FOLIE FORCHHEIM GMBH FA
UNIL 4P FOLIE FORCHHEIM GMBH
UNIL 4P FOLIE FORCHHEIM ZWEIGNIEDERLASSUNG HU
UNIL 4P KEMPTEN GMBH NICOLAUS
UNIL 4P RUBE GOETTINGEN GMBH
UNIL 4P VERPACKUNG GMBH
UNIL 4P VERPACKUNGEN RONSBERG GMBH
UNIL CONOPCO INC DBA UNILEVER
UNIL CONOPCO INC
UNIL DEUT UNILEVER GMBH
UNIL HINDUSTAN LEVEL LTD
UNIL HINDUSTAN LEVER LTD
UNIL HINDUSTAN LEVER
UNIL HINDUSTAN UNILEVER LTD
UNIL HINDUSTAN UNILEVER NV
UNIL HINDUSTAN UNILEVER PLC
UNIL INDOPCO INC DBA QUEST INT FLAVORS & FOOD
UNIL LEVER BROS CO DIV CONOPCO CO
UNIL LEVER BROS CO DIV CONOPCO INC
UNIL LEVER BROS CO DIV CONOPCO
UNIL LEVER BROS CO INC
UNIL LEVER BROS CO
UNIL LEVER BROS DIV CONOPCO INC
UNIL LEVER BROS LTD
UNIL LEVER IND CO DIV INDOPCO INC
UNIL LEVER IND CO

全面的收录，完善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来自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2360万条基本发明专利，覆盖5180万条专利，每年增加200多万篇专利。DWPI覆盖了

各个领域的专利：1. 药物 (1963年至今)；2. 农业和兽药 (1965年至今）；3. 聚合物 (1966年至今）；4. 化工 (1970年至

今）；5. 其他所有技术领域 (1974年至今）。 

在超过50年深加工数据过程中，汤森路透已经总结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数据编辑流程和编辑规则。目前DWPI数据的编辑

规则超过5000条，每一条数据产品需要经过五名编辑专家阅读并给出相应的增值信息。这些严格的编辑规则和编辑流程帮

助并确保DWPI®数据始终保持极高的编辑质量因而深受使用者的欢迎。

DWPI数据加工的流程：



集成的德温特专利引文索引 (Derwent Patents Citation Index, DPCI)

Derwent专利引证索引数据（DPCI）是汤森路透公司1995年开始的一项针对专利文献的引证信息数据

进行加工的增值数据，该数据作为DWPI的补充，提供了基于DWPI同族的专利引证信息。该引证信息

包括：

●     发明人在专利背景技术介绍时提供参考文献

●     专利审查员在审查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过程中检索得到的，被认为与该专利类似的参考文献

●     第三方意见证据（欧专局）

●     异议程序中提供的异议证据（欧专局）

●     引证文献包括专利文献和非专利文献（如科技论文）

专利文献分析和检索过程中，专利的引证信息的检索和分析也非常的重要，通过引证信息能帮助使用者快速获取该

专利技术的发展脉络和发展方向，获取无效专利的有力证据或找到专利转化可能的对象以及发现可能的侵权者。

DPCI国家目前已经覆盖近20个国家/地区专利授权机构，包括重要的发达国家和快速发展中的新兴

国家。DPCI覆盖国家包括WO（国际专利申请）、US（美国）、EP（欧洲专利局）、GB(英国)、

DE（德国）、FR（法国）、CA（加拿大）等和主要亚太国家JP（日本）、CN（中国）、KR（韩

国）、RU（俄罗斯）、AU（澳大利亚）等。

说明：如左图的案例中，一项发明中包括如下

同族、EP1065020B1，同族之间被引证的文

献明显不同，US6387149、DE60019682、

JP2001226723、CA2312607、EP1065020A1

美 国 同 族 的 引 证 文 献 数 达 到 1 6 篇 , 而 同 族

DE60019682和CA2312607引证文献的数量为

0，这样在利用引证文献检索时，会出现因同族

选择不同，得到的信息量会差别较大。

而在DPCI数据中，同族被合并（无论是本专利

还是引证专利），该专利同族总共引用的专利

数量达到32篇。这些经过整合的信息将提供给

检索着更为完整的引证信息，避免检索者出现

重大遗漏。



汤森路透

北京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融科资讯中心C座北楼610单元

邮编：100190
电话：+86-10 57601200
传真：+86-10 82862088
邮箱：ts.info.china@thomsonreuters.com
网站：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汤森路透以智能信息加速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领跑者

在中国，汤森路透致力于将全球科技信息资源和专家经验服务于中国的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战略，为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提

供专业的信息和服务解决方案。

作为智能信息行业领跑者，汤森路透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战略推进工程的支持单位，和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共建

ISTIC-Thomson Reuters文献计量学联合实验室，并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筹建新兴技术未来分析联合研究中心。

我们的综合解决方案是企业转型和创新的智能信息引擎：

●    助力企业的产品技术部门利用全球技术资源，制订技术路线和推进技术学习和创新；

●    协助企业的情报、战略和投资部门掌握产业竞争态势，把握新技术革命中的投资和并购机会；

●    帮助企业知识产权部门加快创建知识产权布局，提供专利反侵权检索和无效检索服务，为产品的海外市场拓展保驾护航。

智讯效应， 源于智　精于讯　创非凡势！

关于汤森路透

汤森路透是全球最领先的智能信息服务提供商，服务于全球商务及专业精英。汤森路透结合专业知识与创新技术，为关键决

策者提供涉及金融与风险、法律、税务与财会、知识产权与科技和媒体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同时，公司拥有全球最受信任的

新闻机构—路透社。公司总部位于纽约，主要分支机构设于英国伦敦、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伊根等地。公司共有6万多名员工，

遍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与地区。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 

汤森路透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长期以来致力于为全球学术界与企业界的研发和创新提供强大的智能信息解决方案。我

们的智能研究平台和服务将权威、准确与及时的信息和强大的分析工具相结合：帮助科研人员迅速发现相关的学术文献，跟

踪最新的科学成果；加速医药企业发现新的药物并更快地推向市场；助力企业迅速获取研发所需的关键信息，跟踪行业与竞

争对手的动态，发展和优化企业的知识资产。欢迎访问：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汤森路透的数据库包括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DWPI) 专利信息数据库，全球最大的商标数据库SAEGIS® ，Web of 

Science®（含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和原名为ISTP的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M 会议文集引文数据库）等，智能信息平台包括 Thomson Innovation® 企业技术创新协同平台，Web of 

KnowledgeSM 科研信息平台，Thomson Reuters CortellisTM 生命科学信息平台等，并提供针对研发情报的检索、分析和培训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