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科睿唯安解决方案专家 李颖博士

——利用专利(DII)数据库寻找科研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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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文献及其利用概述——你所忽视的“宝藏”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 解决专利文献利用和分析面临的挑战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在科研与情报分析中的应用

案例一、如何使用关键词和分类号检索专利信息?

案例二、怎样获得某个机构完整的专利信息? 

案例三、怎样发现某个领域中的核心技术？

案例四、怎样找到技术受让人 ？

 德温特专利和科技创新解决方案

提纲



专利文献及其利用概述
——你所忽视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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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po.int/edocs/infogdocs/en/ipfactsandfigures2018/
Source: WIPO Statistics Database, March 2019 

43.6%

19.2%

2017年中国专利申请量远超其他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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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利益 竞争情报技术情报

申请专利 阅读专利 分析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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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价值

>90% 全球发明创造首先出现在专利文献中

80%的科技仅记载在专利信息中

——W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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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价值

充分利用专利信息可以节省约60%的研发时间

可以节省近40%的研发经费

——WIPO

欧洲每年大约要浪费200亿美元用于重复项目的开发投资

——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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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提升高校创新能力，支撑高校“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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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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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的简称，指专利权人对发明创造享有的专利权，即一

个国家依照其本国专利法在一定时期内授予发明创造者或者

其权利继受者独占使用其发明创造的权利。专利权是一种专

有权，这种权利具有独占的排他性。非专利权人要想使用他

人的专利技术，必须依法征得专利权人的授权或许可。

专利文献基本概念

——世界专利知识产权组织（WIPO）1988年编写的《知识产权法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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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实质审查，20年)
实用新型 (形式审查，10年)
外观设计 (形式审查，10年)

独占性
发明人公开技术内容，换取法律(条约)

赋予的独占实施权、独占市场经营权

时间性

地域性 CN、US、JP、KR

国际申请(WO)≠世界专利

专利文献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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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及时了解最新技术研究进展，启发思路，提高科研起点

o 洞察技术发展趋势，了解潜在的市场应用

o 洞悉竞争对手、同行的研究进展

o 避免重复研究和开发

o 寻找潜在的合作对象

o 成果转化，获得收入

专利文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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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专利说明书 Description or Specification

o 权利要求书 Claims

o 说明书附图 Drawings

o 说明书摘要 Abstract

专利文献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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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专利:巨磁电阻效应

巨磁电阻（GMR）效应是指磁性材料的电阻率在有外磁场作用时较

之无外磁场作用时存在显著变化的现象, 即一个微弱的磁场变化可以

在巨磁电阻系统中产生很大的电阻变化。

巨磁电阻效应被成功地运用在硬盘等产品的生产上，具有重要的商业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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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磁电阻效应-2007诺贝尔物理学奖

“将2007年度诺贝尔物理奖授予
法国科学家艾尔伯.费尔和德国科
学家皮特.克鲁伯格，以表彰他们
发现巨磁电阻效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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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磁电阻效应的相关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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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磁电阻效应的相关SC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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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磁电阻技术基础研究生命周期——逐年发表论文数

成
果
发
现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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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影响力论文——被引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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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被引频次：法国科学家艾尔伯·费尔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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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引文献：
另一位诺奖得主德国科学家皮特·克鲁伯格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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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被引频次：
另一位诺奖得主德国科学家皮特.克鲁伯格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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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伯·费尔的论文发表的更早，但另
一位获奖者皮特·克鲁伯格敏锐地看到
了这种效应在技术应用上的重要性，
其在递交论文成果的同时申请了巨磁
阻技术的一项专利。

巨磁电阻成果转化之路：皮特·克鲁伯格教授

Grünberg, who holds a patent on GMR, originally 
submitted his paper slightly before Fert, 
although Fert's was published first. "But whereas Fert
was able to describe all the underlying physics, 
Grünberg immediately saw the technological 
importance," adds Bland.
http://physicsworld.com/cws/article/news/2007/oct/09/nobel-
prize-recognizes-gmr-pioneers





克鲁伯格教授几乎同时递交了论文稿件与专利申请

论文：1988年5月31日期刊社接收稿件

专利：1988年6月16日专利局受理申请



专利布局
除德国本土外，克鲁伯格教授向日本、欧专局、美国等多个国家与地区
递交了申请并获得相应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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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伯格教授这项关于巨磁电阻的专利后续获得三星、松下、IBM等多家企业
的关注与引用，而IBM公司的一项施引专利更是获得了高频的二次施引

专利引证图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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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将GMR技术成功应用于商业生产

“巨磁阻效应被成功地运用
在硬盘生产上。1994年，
IBM公司研制成功了巨磁电
阻效应的读出磁头，将磁盘
记录密度提高了17倍。”

“目前，巨磁阻技术已经成
为几乎所有计算机、数码相
机和MP3播放器等的标准技
术。”
http://www.research.ibm.com/researc
h/gmr.html

wikipedia.org

http://www.research.ibm.com/research/gm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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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分析：
虽然论文初期增长迅速，但专利后期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论文数

论文成果
(基础研究)

高峰

专利成果
(应用研究)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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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成果：巨磁电阻效应

论文：呈现成果

专利：保护成果

两篇诺奖得主的论文开
创了GMR研究的先河，
至今总计被引用8000
余次，并促进了后续
GBR技术的研究热潮

“专利的授权许可，为
尤利西研究中心带来了
数千万欧元的收益”

巨磁电阻成果转化之路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解决专利文献利用和分析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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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跨平台语言障碍

o 专利数据体量大、质量不一

o 专利文本晦涩难懂与人为规避

o 同一个发明在多个国家重复出版

o 专利权人复杂的并购历史和组织架构

o 缺乏标引一致、反映专利应用特点的技术分类体系

o 缺乏分析角度

专利检索与利用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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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的内容及特点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52家专利机构的数据，覆盖全球96%的专利

1963年

至今 资源深度：

 数据每周更新

深加工数据！
(人工改写+标引)

Derwent World Patent Index®

(简称DWPI,“世界专利索引”）
Patent Citation Index®

(专利引文索引）

 引用信息
（来自于发明人、审查员）

“

被
引
专
利
检
索”

• 被引专利号
• 被引专利号+专利家族
• 被引专利权人
• 被引专利人名称
• 被引专利权人代码
• 被引发明人
• 被引的Derwent主入藏号

56年

专利增值
数据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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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一：跨平台语言障碍

Catalyst
催化剂 katalysator

катализатор

catalisador
触媒

촉매

34

DWPI: 用英语统一人工重新改写专利的题名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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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二：专利数据体量大、质量不一

请重视专利的地基
—数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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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 — SAMSUNG

专利原文 — SAMSUGN

SAMAUNG , SAMSUN, SAMSUG ……

原始专利数据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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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PI 纠正原始专利中专利权人的错误信息

TOYATA

VOLKSWAGON

TELSA

原始专利数据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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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三：晦涩难懂的文字撰写与人为规避

38

这是什么？
人话版本：工业机器人\机械手。。。

专利版本：“一种由多个伺服传动装置
构成的多关节或多自由度的机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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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三：专利文本晦涩难懂与人为规避

39

DWPI 标题
Method for operating contra-rotating propeller engine(对
转螺旋桨发动机) involves climbing or approaching at 
greater tip speed than cruise tip speed,   during take-off

原文标题只有一个
单词

DWPI标题比原始文献提供更多的
技术特征和关键词，并尽量改写成

通俗的语言，使检索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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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涩难懂的文字撰写与人为规避

40

DWPI 摘要
新颖性: The method involves operating the gas turbine 
engine (10) during at least a take-off,   climb,   cruise 
phase and an approach phase. The engine operates 
with a generally constant propeller tip speed,   during 
the cruise phase. The tip speed of at least one of the 
propellers is operated,   during at least one of take-off,   
climb or approach at a greater tip speed than cruise tip 
speed.
用途: Method for operating a contra-rotating propeller 
engine (claimed).
优势: Enables the reduction of the noise generated by 
the engine for a given power rating. Enables the 
reduction of the weight of the engine without reducing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reduction in the power of the engine.

原文简短摘要

DWPI摘要是基于专利全文的精炼，
并段落化专利的不同方面，极大提高

了专利研读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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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通过同族归并，大大减少阅读量，同时克服语言障碍
减少重复阅读

多份专利文本——1个DWPI同族，1条记录

挑战四：同一个发明在多个国家重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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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五：专利权人复杂的并购历史和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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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众所周知公司名称非常复杂（简称、缩写、省略等）

o 在1400万个发明中有超过100万的不同专利权人

o 需要标准方法来规范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拼写错误等

IBM, 经常用来代表“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但是，在专利中该名称对 “International” 的拼写包括:

IINTERNATIONAL - INTERANTIONAL

INERNATIONAL - INTERNAIONAL

INFORMATION- INTERNAL

INTENATIONAL - INTERNATIAONAL

INTERANATIONAL - INTERNATINAL

DWPI Assignee code——专利权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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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WPI 利用 4 位字符代表申请专利较多的机构, 该4位字符
基于公司的名称而来.
 IBM 公司的代码是IBMC
 包括IBM公司的所有分支和IBM的不同表达

DWPI Assignee code——专利权人代码

标准专利权人代码 - DWPI（C）
非标准专利权人代码 - DWPI (N)
个人专利权人代码 - DWPI (I)
俄国专利权人代码 - DWP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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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六：
缺乏标引一致、反映专利应用特点的技术分类体系

IPC分类表



46药物治疗活性的细分-DWPI Manual Code

阴性革兰氏菌

博代氏杆菌属

包柔氏螺旋体

埃希氏杆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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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WPI手工代码目前包含22000多个分类

o 和IPC分类相比，标引规则有更好的一致性

o 从应用的角度编制，可以得到独特的高相关度

的检索结果

o 按检索范围的需要，可以做任何层级上的检索

o 可以使用通配符来做完整的检索

DWPI 手工代码与IPC的比较

例如：W01-C01G6A代表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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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PI独有的分类系统框架
（DWPI分类代码）

所有专利

化学
Chemical

CPI

工程
Engineering

GMPI

电子电气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PI

Sections A-M Sections P-Q Sections S-X

138 Classes 103 Classes 50 Classes

详见：
https://images.webofknowledge.com//WOKRS532MR5C7/help/zh_CN/DII/hp_database.html#dsy3748-TRS_chemical

https://images.webofknowledge.com/WOKRS532MR5C7/help/zh_CN/DII/hp_database.html#dsy3748-TRS_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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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覆盖所有技术领域

o 分层级的，基于字母和数字的标引体系

o 由技术专家人工标引，严格的质控，保证标引的一

致性

o DWPI 独有的分类体系

DWPI 分类——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标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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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可以和其他检索字段组合使用，包括
关键词，IPC分类，手工代码

o 在线的使用:
• 快速的大范围(检索T04检索全部
计算机周边产品)

• 减少多义的关键词检索存在的问
题(鼠标mouse and T04)

• 用于统计分析

DWPI分类的典型使用方式

为应用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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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七：分析效率不高

多种字段，提供不同分析角度
▪ 专利权人名称 ▪ IPC分类代码
▪ 专利权人代码 ▪德温特分类代码
▪ 发明人 ▪德温特手工代码

▪学科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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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名称”：主要技术持有方(top10)



数据库介绍页面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Web of Science平台

www.webofsci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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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介绍页面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在科研与情报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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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如何使用关键词和分类号检索专利信息?

案例二、怎样获得某个机构完整的专利信息? 

案例三、怎样发现某个领域中的核心技术？

案例四、怎样找到技术受让人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在科研与情报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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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策略：

1.关键词-考虑同义词和不同国家用词习惯

2.利用IPC\DWPI分类代码\DWPI手工代码等分类体系找到对

应分类号

思路一：关键词-分类代码分析-解读确认后添加进检索式

思路二：根据树形列表检索扩展添加

思路三：树形列表中检索关键词后添加

3.综合关键词、分类号确定最终检索式

如何使用关键词和分类号检索专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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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关键词——无人机相关

((UAV or UAVs or ((unman* or unpilot* or 
autonomous*) and (aerial vehicle* or aerial robot* or 
aircraft or airplane or plane))) not HIV)

主题检索-考虑同义词和不同国家用词习惯



A and BA or B A not B

A BA BA B

可以在WOS平台上检索时使用的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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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一：关键词-分类代码分析-解读确认后添加进检索式

利用IPC\DWPI分类代码\DWPI手工代码找到对应分类号

为了找到相关分类号，检索词设定可以宽泛一些
检索式案例：aqua* or seafood* or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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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一：
关键词-分类代码分析-解读确认后添加进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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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一：
关键词-分类代码分析-解读确认后添加进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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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二：根据树形索引表扩展添加

•德温特分类代码、国际专利分类(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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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二：根据树形索引表扩展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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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DII中的国际专利分类外，也可参考http://epub.sipo.gov.cn/ipc.jsp
（sipo资源，中文比较方便），确认代码属于检索范围后添加至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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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三：树形索引表中检索关键词后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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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键词-考虑同义词和不同国家用词习惯

2 利用IPC\DWPI分类代码\DWPI手工代码找到对应分类号

思路一：关键词-分类代码分析-解读确认后添加进检索式

思路二：根据树形列表检索扩展添加

思路三：树形列表中检索关键词后添加

*除了参考DII中字段外，IPC可参http://epub.sipo.gov.cn/ipc.jsp

3 关键词+分类号确定最终检索式

检索策略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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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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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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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ing Co(波音公司）在多个国家与地区申请的一份专利

下载详细的原始专利PDF

施引专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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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无人机

快速分析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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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WOS平台，快速获取该领域趋势与动态

分析检索结果（7个分析入口）
▪ 专利权人名称 ▪ IPC分类代码
▪ 专利权人代码 ▪德温特分类代码
▪ 发明人 ▪德温特手工代码

▪学科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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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分类代码——主要申请技术分布

国际专利分类（IPC)、
德温特分类、德温特
手工代码三种体系

以特殊用途为特点的飞行器

有两个或多个旋翼的飞机
三维的位置或航道的同时控制（G05D1/12优先

用于与飞机配合或装到飞机上的照相机的布置
陆地、水上、空中或太空中的运载工具的位置
航道、高度或姿态的控制，例如自动驾驶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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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类别——主要研究领域

工程学
仪器&仪表
通信
计算机科学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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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如何使用关键词和分类号检索专利信息?

案例二、怎样获得某个机构完整的专利信息? 

案例三、怎样发现某个领域中的核心技术？

案例四、怎样找到技术受让人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在科研与情报分析中的应用



怎样获得某个机构完整的专利信息? 



如要检索中山大学四位代码，输
入univ zhongshan，即可找到
UYSY-C为中山大学四位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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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PI改写的“专利权人代码”
是指分配给所收录公司的唯一 4 位
字母识别码，涵盖了全球约 2.2万 家
公司。检索这些代码可获取指定公司
的子公司及相关控股信息。

 标准专利权人代码 - DWPI（允许但不
是必须使用 C 后缀）

 非标准专利权人代码 - DWPI (N)
 个人专利权人代码 - DWPI (I)
 俄国专利权人代码 - DWPI (R)

DWPI改写后：IBMC-C
CIE IBM FRAMCE

CIE IBM FRANCE

IBM BUSINESS CONSULTING SERVICES KK

IBM CANADA LTD

IBM CHINA CO LTD

IBM ISRAEL LTD
。。。

比如：VAUDRIN D C (VAUD-I) 
OSTMA MASCH (OSTM-N)

利用4位代码，专利权检索一步到位



怎样跟踪特定机构/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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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如何使用关键词和分类号检索专利信息?

案例二、怎样获得某个机构完整的专利信息? 

案例三、怎样发现某个领域中的核心技术？

案例四、怎样找到技术受让人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在科研与情报分析中的应用



核心专利的判断：
专利引证次数
权利要求与技术内容
同族专利数量
相关诉讼
产业链分析
专利付费与维持
专家意见

同族专利数量可查看单
篇专利全记录页面，其
中附有DWPI家族专利

查看专利全文

怎样发现某领域中的核心专利、技术？



同族专利归并为一条DWPI记录，
点击可直接连接到专利PDF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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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如何使用关键词和分类号检索专利信息?

案例二、怎样获得某个机构完整的专利信息? 

案例三、怎样发现某个领域中的核心技术？

案例四、怎样找到技术受让人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在科研与情报分析中的应用



被引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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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角度——专利引用

UYSY-C为中山大学四位代码，
寻找谁引用中山大学的专利



可参考角度——谁引用我们的专利？

中兴通讯

华为

国家电网

长虹

京东方

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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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专利号-扩展以包括专利家族

• 应用场景：无效检索 / 核心专利分析 / 技术发展技术脉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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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PI-全面深度加工的增值专利数据！

非英语专利英文翻译

改写的DWPI标题

段落化的DWPI摘要

增加的DWPI标题词

DWPI摘要

DWPI标题

DWPI专利权人

DWPI分类与手工代码

DWPI 同族专利归并

DPCI 专利引用信息

用一个简单且结构化的记录来描述专利说明书中所有重要的信息



89 更多帮助



90

350人的专家团队遍布全球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知识产权专家多

数是或曾是专利代理人、专利律师或专利审查员

知识产权专家大多具有在各工程技术领域的超过15年的工作经验；均具有工程和科学领域

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科睿唯安知识产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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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技术检索

- 可专利性检索

- 防侵权检索

- 无效检索

- 专利监控

- 技术全景分析

- 竞争对手分析

- 专利组合评估

- 诉讼调查

- 产品专利对应分析

- 专利许可转让支持

- 标准必要专利分析

- 侵权产品检测

- 市场调查

- 专利撰写

- 专利申请

- 专利翻译

- 权利要求优化

专利检索 专利分析 专利运营 专利管理

知识产权服务

科睿唯安知识产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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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微信公众号 —— 一站式科研信息解决方案

下拉菜单——在线学院，
电脑或手机均无障碍登录
既有干货满满的在线大讲堂
又有随时随地几分钟学到小技巧的微课
堂！

PC端请访问：
http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



李颖
科睿唯安解决方案部
Ying.Li@clarivate.com

技术支持Email: 
ts.support.china@clarivate.com
技术支持热线: 4008 822 031 

谢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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