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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为什么要进行专利检索？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四、专利检索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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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检索的定义 
       

          专利检索是根据一项数据特征，从大量的专利文献或专利数据库中

挑选出符合某一特定要求的文献或信息的过程。 

 
 

  

    一、为什么要进行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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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文献的价值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道： 

           专利说明书中包含世界上90%以上的研究成果，其中80%以
上的研究成果并未在其他期刊杂志中刊登。 

       

     善用专利信息，可缩短研发时间60% 

     善用专利信息，可节省研发经费40% 
 

  

    一、为什么要进行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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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中涉及的部分专利检索条款 
 6.4信息资源 

   a) 建立信息收集渠道，及时获取所属领域、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信息； 

 

 7.1获取 

   b) 在获取知识产权前进行必要的检索和分析； 

 

 8.1立项 

   立项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包括： 

    a) 分析该项目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信息，包括各关键技术的专利数量、
地域分布和专利权人信息等； 

 
       

           

  

    一、为什么要进行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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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中涉及的部分专利检索条款 
 8.2研究开发 

研究开发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包括： 

a) 对该领域的知识产权信息、相关文献及其他公开信息进行检索，对项目的技术
发展状况、知识产权状况和竞争对手状况等进行分析； 

b) 在检索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知识产权规划； 

c) 跟踪与监控研究开发活动中的知识产权，适时调整研究开发策略和内容，避免
或降低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8.5销售和售后 

销售和售后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包括： 

a) 产品销售前，对产品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全面审查和分析，制定知识产
权保护和风险规避方案； 

 
       

           

  

    一、为什么要进行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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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新专利，分析现有技术（查新检索） 

开发新产品，寻找技术方案 

产品上市之前，防侵权检索  

摸清行业动向，洞察发展趋势 

避免技术诈骗，确保企业利益 

帮助寻找证据，处理专利纠纷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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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新专利，分析现有技术（查新检索） 
  

        通过专利检索，将准备申请的发明创造与已有的专利进行比较分
析，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申请或无效申请；另一方面可以从中确定新
申请专利的保护范围。因为在专利申请中，最佳保护权项，对于确保
专利有效性及专利侵权诉讼中的胜诉，使自己的发明创造得到最大限
度的保护，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A：新申请 

 

B：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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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一：木地板专利申请 
 

    申请一件关于木地板的发明专利，木地板具有如下层
状结构：耐磨层、装饰层、胶合实木层、平衡层。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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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一：木地板专利申请 
 

      经过查新检索，中国专利ZL00259364.5 的图2揭
示了一种强化实木复合地板，包括耐磨层1、装饰层2、
强化层3、实木层4、平衡层5。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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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一：木地板专利申请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VS 
 

      经过对比分析，中国专利ZL00259364.5 已经完全揭示了该申请技术
方案的全部内容，不具备专利性。从成本因素出发，放弃申请。 
 

耐磨层 

装饰层 

强化层 

实木层 

平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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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新产品，寻找技术方案 
 

          开发新产品，投入新项目之前，通过相关专利的检索分析，不仅可以

避免重复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吸取他人专利中的精华，确定新的技术方案
，有效提高新产品的技术含量。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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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T型隔板 
 

      生产一种三色墨盒，市场上的三色墨盒一般采用“T”型隔板对储
墨腔进行分隔。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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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T型隔板 
 

    经检索，美国专利US 6,243,116保护了此类具有“T”型隔板的墨
盒。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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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T型隔板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侵权诉讼，需要对专利进行规避设计。 

 

  

 

思考： 

能否在保证容纳三种颜色墨水的情况下，将“T”型隔板这一要素进行改变？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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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T型隔板 

针对专利的规避设计。 

显然，右边的这个结构有效的避开了“T”型隔板这一保护要点！ 

 

 

 

 

 

 

 

 

小结: 

      中小企业在追求高利润的同时，不能盲目迎合市场，必须做到未雨绸缪，
事先进行避专利设计。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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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产品上市之前，防侵权检索  
 

     在一种新产品研发、上市之前要进行防止侵权检索。我国的很多企业
是出口型的企业，由于专利保护具有地域性，因此主体企业可能在不同的
国家就不同的技术方案进行专利申请，并获得保护。因此在进入一个新的
市场前，必须要进行防侵权检索。 



值得信赖的知识产权合作伙伴 18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摸清行业动向，洞察发展趋势 
 

     及时获取本行业竞争对手现有专利技术动态及发展趋势，对企业制订

研究开发方向，确定市场竞争对策和保护获得预期的经济利益十分重要，
其使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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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案例三（墨水检测方式） 

 

针对喷墨打印机所使用的墨盒，现有的墨水余量检测采 

用以下两种方案： 

1、计量喷墨次数  （对墨水消耗进行累加计算） 

2、电极检测液面  （将电极安装在墨盒中，检测液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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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案例三：墨水检测方式 

针对上述两种墨水余量的检测方式，有如下缺陷： 

1、计量喷墨次数的缺陷：误差较大，客户投诉很多。 

2、电极检测液面的缺陷：电极必须浸在墨水中，易腐蚀；  

    工序复杂，成本高。 

 

对于中小型的耗材企业而言，控制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是至
关重要的！ 

思考：如何在短时间内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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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案例三：墨水检测方式 

通过检索专利数据库，可以得知：各大OEM厂商已经开始
采用压电元件对墨水剩余量进行检测！ 

压电方式：利用振动现象，对墨盒内的液体状态进行检测。 

压电方式的优点：测量的精度高，工序简单，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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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案例三：墨水检测方式 

 

小结：专利信息是获得技术新动向的捷径！中小企业在有限的研发条件
下，可以借鉴大型跨国企业的技术研发成果。 

 

注意：完全照搬专利技术是不可取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要进行适当的避专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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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避免技术诈骗，确保企业利益 
 

          在技术引进、技术合作和技术贸易中，如能通过专利检索，了解其
技术内容及法律状态，不仅能在谈判中争取主动，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
还可以识别失效专利、假冒专利的欺诈行为，确保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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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案例四：H公司针对P公司的专利许可 

 

背景： 

2005年6月，P公司收到H公司的警告函，H公司声称自   

己拥有四件密封条的美国专利（US 5223068等），要求P公司
支付专利使用费。 

 

经过检索分析，我们了解到：这四篇专利虽然在内容上提及密封
条，然而其权利要求均未对密封条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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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帮助寻找证据，处理专利纠纷  
 

   由于中国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只作形式审查，不进行实质审查，
必然产生与国外专利甚至与国内专利相互重复不具有新颖性的情况。专
利检索往往可为当事人否定竞争对手的专利提供证据；同时也为反诉他
人专利无效与之抗衡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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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案例五：针对X公司和D公司的3D打印机专利无效 

背景： 

  侵权诉讼案件始末 

  2014.7.10 X公司及其关联公司D分别诉T公司3D打印机侵犯
其实用新型（ ZL201320463657.2 ）和外观设计专利权（
CN201330341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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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案例六：针对X公司和D公司的3D打印机专利无效 

 

    T公司的知识产权团队立刻对这两件专利进行了检索分析，
并找到了无效这两件专利的对比文件。 

    2014年7月24日 T公司向专利复审委提交了对这两件专利
的无效宣告请求书， 

 

   2015年1月14日，复审委宣告第201320463657.2号实
用新型专利权全部无效。 

  2015年2月26日，复审委宣告宣告201330341637.3号
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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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案例六：针对X公司和D公司的3D打印机专利无效 

 

   2015.4.20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123号民事裁定书，因外观专利无效，撤销一审判决，驳回
D公司的起诉。 

 

   2015.5.6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124号民事裁定书，因实用新型专利无效，撤销一审判决，
驳回X公司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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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检索在企业中的运用 

案例六：针对X公司的3D打印机专利无效 

 

   小结：专利检索是查找专利无效证据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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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专利文献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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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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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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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1、专利检索入口 

 

 申请号     

 文献号(公开号/公告号)  

 发明名称 

 申请日    

 发明人/设计人         

 摘要 

 优先权     

 专利权人/申请人            

 权利要求 

 分类号      

 代理人/代理机构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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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2、为什么需要分类系统 

 

      全球专利数量庞大，涉及了所有的技术领域，为了便于技术的分类和查找，
有必要设计一种管理专利文献的办法，将相同技术主题的专利文献归档，给予统
一的标识，在需要的时候，通过这一标识找出这些专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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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2.1、主要的分类体系 

  

         欧洲专利分类体系(ECIA) 

         美国专利分类体系（CCL） 

         日本专利分类体系（ F1/F-term ） 

          国际专利分类体系（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 

                              

       比较通用的是IPC分类，IPC分类确定了，检索范围将会大大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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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2.2、国际专利分类号（IPC） 

国际专利分类表涵盖的技术范围 

A部－人类生活必需（农、轻、医） 

B部－作业、运输 

C部－化学、冶金 

D部－纺织、造纸 

E部－固定建筑物（建筑、采矿） 

F部－机械工程 

G部－物理 

H部－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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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2.2、国际专利分类号（IPC） 

      分类表采用等级结构，把整个技术领域按照降序分为五个 

      不同的等级：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 

   eg： 

      • A 人类社会必需(部) 

      • A47 家具;家庭用的物品或设备；咖啡磨；香料磨；一般吸尘器(大类) 

      • A47L 家庭的洗涤或清扫(小类) 

      • A47L 1/00 窗的清扫(大组) 

      • A47L 1/06 · 手动器具(一点组) 

      • A47L 1/12 · · 同时擦两边的(二点组) 

      • A47L 1/13 · · · 有供应液体的装置的，如清洁剂(三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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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2.2、国际专利分类号（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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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3、洛迦诺分类法—国际外观分类法 

外观设计采用洛加诺分类，洛迦诺分类表的编排： 

采用两级结构，即由大类和小类组成。 

大类号和小类号均采用两位阿拉伯数字；大类号和小类号之间用破折号分开。 

 

Eg：10类 钟、表以及测量仪器（大类号：10 类 大类类名：钟、表以及测量
仪器） 

10-03 表和手表（小类号： 10-03 小类类名：表和手表） 

大类号和小类号前加“LOC(n) Cl.”n为所使用的洛迦诺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
的版本号 

如LOC(8) Cl.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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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4、中、美、欧检索连接符归总 

 

4.1、中国检索连接符 

     通配符：? 表示：一个字母字符或汉字   作者=张?庆  

                % 表示：0到多个字母字符或汉字    作者=张% 

 

4.2、美国检索连接符 

       截词符：$ 表示无限截词。 

 

4.3、欧洲检索连接符 

      截词符：* 代表任意多个字符，？ 取代0至1个字符，# 仅取代一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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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4、中、美、欧检索连接符归总 

 

4.4、逻辑组配 

      逻辑组配检索功能，也可称做布尔逻辑检索技术，是指检索软件设置了利
用“或、与、非”等逻辑运算符将同一个字段内两个以上被检索词进行逻辑组
配，组成逻辑检索提问式的检索功能。 

 

  ——逻辑“与”/and /* ：增强检索专指性，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检准率。 

  ——逻辑“或” /or / + ：扩大检索范围，提高查全率。 

  ——逻辑“非” /not/ - ：缩小检索范围，增强检索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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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4、中、美、欧检索连接符归总 

4.4、逻辑组配 

 

   逻辑“与”/and /* ： 

    属于集合A且属于集合B的元素组成的集合。 

    eg： 光催化and 空气 

 

   逻辑“或” /or / + ： 

    属于集合A或者属于集合B的元素组成的集合。 

    eg：空气or 气体 

 

   逻辑“非” /not/ - ： 

    属于集合A而不属于集合B的元素组成的集合。 

    eg：复合材料not 纤维材料 

 

A*B 

A and B 

A+B 

A or B 

A – B 

A no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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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5、检索关键词的确定 

检索要素： 

 

      关键词：技术构成、同义词、释义词、近义词、缩略语；主题词、叙词表、行   

                 业用词、外语翻译、同类外文文献、关键词索引、技术期刊 

 

      分类号：国际专利分类、欧洲专利分类、美国专利分类、日本专利分类、CHC、 

                 国际专利分类表、国际专利分类关键词索引、统计分类 

  

      相关人：发明人、权利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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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前必须掌握的信息/技能 

6、检索的基本思路 

 

利用主题词 

初步找出几
篇文献  

确定相关的
国际专利分
类号IPC  

确定同义词
、近义词  

确定完整的
检索提问式
并检索  

根据检索结
果，进行筛

选  

修改检索提
问式，扩大

检索  检索条件：技
术主题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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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中国知识产权网 

    http://www.cnipr.com 

    http://search.cnipr.com/pages!advSearch.action 

美国专利商标局网 

    http://www.uspto.gov 

欧洲专利局 

    http://ep.espacenet.com 

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http://www.guangdongip.gov.c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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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1、中国知识产权网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检索 

外观专利检索 

 

 

中国知识产权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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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1、中国知识产权网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检索 

外观专利检索 

 

 

 

中国发明申请：包含
了申请的信息和授权
的信息 

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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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1、中国知识产权网 

法律状态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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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1、中国知识产权网 

专利运营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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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1、中国知识产权网 

专利运营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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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1、中国知识产权网 

专利运营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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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1、中国知识产权网 

失效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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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2、美国商标专利局 

 

 

 

 

美国专利商标局首页 

 



值得信赖的知识产权合作伙伴 54 

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2、美国商标专利局 

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专利号检索 

授权专利 

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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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2、美国商标专利局 

高级检索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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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2、美国商标专利局 

检索入口中最多使用的是： 

 

TTL:标题； 

ABST:摘要； 

ACLM:权利要求； 

SPEC:说明书； 

CCL:美国分类号； 

ICL:国际分类号； 

APT:专利种类； 

IN:发明人； 

AN:权利人；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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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https://worldwide.espacenet.com/?locale=en_EP 

3、欧洲专利局 

 

 

 

 

欧洲专利局检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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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各国检索系统介绍 
3、欧洲专利局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检索 

审查历史和法律状态检索 

同族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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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利检索实例 

中国知识产权网http://www.cnipr.com 

   学会如何检索中国专利（含外观），查看法律状态 

  美国专利商标局网http://www.uspto.gov 

   学会如何检索美国专利（含外观），查看法律状态，审查历史 

欧洲专利局 http://ep.espacenet.com 

   学会如何检索欧洲专利，查看法律状态，查看审查历史，同族专利 

http://www.cnipr.com/
http://www.uspto.gov/
http://ep.espace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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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钟意华（EVA ZHONG） 

 

      珠海智专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