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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内容提纲 

 基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 利用DII检索专利 

– 利用DII分析专利 

 进阶：利用TDA进行专利情报分析 

– 了解某机构的优势/劣势 

– 发现竞争对手/领域领导者 

– 了解竞争对手的重点研究领域 

– 分析竞争机构的技术研发活跃程度 

– 了解竞争机构研发人员技术研发能力 

– 了解竞争对手间的合作情况 

– 了解竞争对手独有的研究领域 



专利的检索与分析方法 

 例：专利原文与DII专利文献比较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原专利标题 

原专利摘要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例：专利原文与DII专利文献比较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Derwent修改的
专利标题 

Derwent

专利摘要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例：专利原文与DII专利文献比较 

Derwent分类代
码和手工代码 

专利引用信息 

专利家族信息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 Derwent高价值标引 
 
•Descriptive Titles ——描述性的标题 
 
•Descriptive Abstract ——描述性的摘要 
 
•Patent Family Records——专利家族全记录 
 
•Patent Assignee Codes ——专利权属机构代码 
 
•Patent Citation——专利引文 
 
•Derwent Classification——德温特分类号 
 
•Manual Codes ——德温特手工代码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Search 快速检索 

 Cited Patent Search 被引专利检索 

 Compound Search 化学信息检索 

 Advanced Search 高级检索 

 

 

• 检索种类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 普通检索可供检索的字段 

专利权人 

国际专利分类号 

Derwent手工代码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专利权人检索例：检索IBM公司的专利 

选择检索范围
为：专利权人 

点击进入专利权人
辅助检索页面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专利权人检索例：检索IBM公司的专利 

在查找字段中
输入ibm 

也可按专利权人
名称首字母浏览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专利权人检索例：检索IBM公司的专利 

点击“添加”按钮将专
利权人添加到检索框中 

机构代码，可
直接用于检索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专利权人检索例：检索IBM公司的专利 

检索结果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输入国际分类号：H04L-

012/00，检索关于数据
交换网络的专利 

 检索国际专利分类号例：数据交换网络（H04L-012/00）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检索国际专利分类号例：数据交换网络（H04L-012/00）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检索结果 

 检索国际专利分类号例：数据交换网络（H04L-012/00）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检索Derwent手工代码例：3G(第三代移动通信) 

选择检索范围为：徳
温特手工代码 

点击进入辅助
检索页面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检索Derwent手工代码例：3G(第三代移动通信)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输入要检索的内
容：3g 

 检索Derwent手工代码例：3G(第三代移动通信)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点击“添加”，将徳温特手
工代码添加到检索框中 

 检索Derwent手工代码例：3G(第三代移动通信)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已选择的徳温
特手工代码 

 检索Derwent手工代码例：3G(第三代移动通信)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检索结果 

 检索Derwent手工代码例：3G(第三代移动通信)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 被引专利检索可供检索的字段 

 Cited Patent Number 被引专利号 

 Cited Assignee 被引专利受让人 

 Cited Inventor 被引专利发明人 

 Cited Derwent Primary Accession Number  

    被引专利德温特入藏号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输入被检专
利号 

勾选包括专利家族中
的所有专利号 

 被引专利检索例：US5723945-A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有22篇专利引用了

US5723945-A 

 被引专利检索例：US5723945-A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 高级检索 

 利用DII字段标识，结合布尔逻辑算符，编写高级检索式，

完成专利检索 

    例：Intel公司与IBM公司合作申请的专利 

           AN为专利权人字段标识，用“and（与）”算符 

          最终检索式为 AN=intel and AN=ibm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高级检索例：intel公司与IBM公司合作专利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AN=intel AND AN=ibm 

输入构建好
的检索式 

布尔逻辑算符
和字段标识表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高级检索例：intel公司与IBM公司合作专利 

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检索结果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 可供分析的字段 

 专利权人名称 

 专利权人代码 

 发明人 

 国际专利分类号 

 德温特分类代码 

 德温特手工代码  

利用DII分析专利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点击标题查
看全记录 

按不同方式精简
检索结果 

按不同方式排序
检索结果 

分析结果 

 查看检索结果列表 

利用DII分析专利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选择分析
的字段 

选择显示
的集合数 

标记感兴趣
的集合 

浏览感兴趣的集合或
将不需要的记录去除 

分析结果可
以保存起来
在其它软件
中使用 

 分析检索结果 

利用DII分析专利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导出检索结果 

导出检索结果，利用其他分
析工具进行进一步分析。如

TDA、Aureka等 

利用DII分析专利 



专利的检索与情报分析方法 

内容提纲 

 基础：利用DII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 

– 利用DII检索专利 

– 利用DII分析专利 

 进阶：利用TDA进行专利情报分析 

– 了解某机构的优势/劣势 

– 发现竞争对手/领域领导者 

– 了解竞争对手的重点研究领域 

– 分析竞争机构的技术研发活跃程度 

– 了解竞争机构研发人员技术研发能力 

– 了解竞争对手间的合作情况 

– 了解竞争对手独有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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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简介 

Thomson Data Analyzer（TDA）是汤森路透集团的
专利分析工具。通过该软件可以对专利数据进行深度
挖掘并展开可视化分析，为洞察技术发展趋势、掌握
竞争对手的专利发展情况、找出多产的专利发明人及
其供职的公司、发现行业近年新出现的技术、确定研
究战略和发展方向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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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 

Report 

生成报告 
Import 

数据导入 

Clean 

数据清洗 

Analysis 

数据分析 

自左向右为TDA分析数据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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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导入 

导入模板，支持多种数据导入（17种） 

 

非标准的数据可利用 “Import 
Engine Editor”导入数据 

Aureka 

delphion 

inspec 

WOS 

patentweb 

DWPI&CPI 

MS Excel/Access 

D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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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导入 
（一）采用导入模板进行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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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导入 
（一）采用导入模板进行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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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导入 
（一）采用导入模板进行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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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导入 
（一）采用导入模板进行数据导入 

默认导入的字段。
需要导入更多字
段，可选择
fields—import 

more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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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清洗 

三种清洗方式 

List Cleanup 

Thesauri 

Record classification 

 

数据清洗可以解决以下问题： 
 

标引的不一致 

输入的错误 

发明人的不同写法 

专利授权人的不同表达方式 

…… 

 

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完成以下操
作： 

 
合并同义词近义词 

对代码加文字注释 

自定义内部分类系统 

拆分数据 

将国家合并为洲或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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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清洗 
（一）List Cleanup清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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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清洗 
（一）List Cleanup清洗数据 

选择要
清洗的
字段 

软件自带词表，
用于进行list 

cleanup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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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清洗 
（一）List Cleanup清洗数据 

可用鼠标拖拽、
删除等方式调整
规范词表 

可以保存成叙词，
供下次使用 



2011-9-22 

TDA主要功能——数据清洗 
（二）利用Thesaurus清洗（可用于清洗任何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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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清洗 
（二）利用Thesaurus清洗（可用于清洗任何字段） 

选择清洗
的字段 

打开数据
字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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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清洗 
（二）利用Thesaurus清洗（可用于清洗任何字段） 

编辑完成后进行保存，
可供后续使用 

利用新建/拖拽等方

式建立叙词表。可用
于自定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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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主要功能——数据清洗 
（三）其他清洗方法 

数据拆分 数据分组 领域合并 数据融合与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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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某机构的优势/劣势 

选择某机构 

查看机构具体信息 

分析优势和劣势 

TDA主要功能——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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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竞争对手/领域领导者 

选择手工代码 

查看机构信息 

 

TDA主要功能——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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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竞争对手的重点研究领域   

共现矩阵 

专利权人VS.手工代码 

发现各个机构的竞争优势 

TDA主要功能——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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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竞争机构的技术研发活跃程度 

选择某一机构 

技术VS.时间 

专利家族国家VS.时间 

发明人数VS.时间 

了解机构技术研究活跃程度 

TDA主要功能——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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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竞争机构研发人员技术研发能力 

机构人员投入 重点研发人员的研发能力 

基本专利年VS.专利数量 

手工代码变化等 

TDA主要功能——数据分析 



2011-9-22 

了解竞争对手间的合作情况   

共现矩阵 

专利权人VS.专利权人 

TDA主要功能——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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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竞争对手独有的研究领域   

Company comparison 

Unique Technologies 

TDA主要功能——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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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潜在竞争对手   

手动代码VS.专利权人 

查看做同类研究的机构，发
现潜在竞争对手 

TDA主要功能——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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