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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信息利用基本知识一

1、企业研发环节的界定

Ø 以新产品研发为主，包括技术开发、增加功能、产品升级、新系列和系列补全

Ø 以新领域研发为辅。

Ø 企业研发立项环节主要解决创新决策时的专利信息运用问题。为企业在创新决策时提供基于专利信息的客观决策参考。



专利信息利用基本知识一

2、研发立项需要的内容

       研发过程的第一步，是在研发前针对具体项目进行面向市场、产品、竞争者、资金、人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预期完成成果等进行论证。

Ø 产品研发的必要性：拟研发产品和市场需求、拟投资和盈利情况

Ø 细分市场分析：全球市场、拟进入市场情况和客户群分析，用于拟定新产品策略

Ø 研发产品分析：对新产品的定位、新产品技术性能预期和市场竞争力

Ø 竞争性分析：主要以竞争对手为研究内容，分析竞争对手的组成、市场地位、掌握的技术先进性和产品特色

Ø 其他生产相关信息分析：生产线、原材料的采购、供应；市场计划，如销售计划、销售收入；客户服务；时间安排如项目进度等；风险评估、管

理；财务情况等



专利信息利用基本知识一

3、研发立项中的信息需求

其他

竞争
技术

市场

产品

现有产品（技

术）和市场信

息、财务信息

01.

市场分布信息、

客户群信息、

现有产品信息

02.
以现有产品

（技术）信息

为基础

03. 主要竞争对手

的对象、市场、

技术信息

04.

采购信息、现有产品销售信息、

研发基础、技术风险、经济风

险、知识产权风险等信息

05.



专利信息利用基本知识一

4、专利信息可提供的信息内容

Ø 现有技术和产品信息

Ø 现有市场的主要分布和动态信息

Ø 行业内竞争对手的技术实力

Ø 自身企业现有研究技术基础

Ø 本领域专利环境风险



专利信息利用基本知识一

4、专利信息可提供的信息内容

Ø 现有技术和产品信息

Ø 技术发展趋势（确定拟研发技术先进性）

     专利申请量年代趋势图

     技术生命周期图（申请量申请人年份变化图）

Ø 技术内容分析（研发方向参考和技术借鉴）

     技术发展路线分析（技术主题年份变化图）——技术手段变化

     技术功效矩阵——空白点和研发热点

     基础/重点专利确定及分析（被引证数、同族专利数、技术路线关键节点） 

     可借鉴失效专利分析



专利信息利用基本知识一

4、专利信息可提供的信息内容

Ø 现有市场的主要分布和动态信息

Ø 市场分析

      专利申请区域分布趋势分析——主要市场分析重点区域技术分布——已有技术布局

      重点区域申请量趋势分析——市场活跃度目标市场技术分布——目标市场可行性 目标市场申请量分析——目标市场活跃度



专利信息利用基本知识一

4、专利信息可提供的信息内容

Ø 行业内竞争对手的技术实力

Ø 竞争对手确定和分析

      专利申请人申请量分析——主要技术持有者

      主要申请人申请量趋势分析——市场的进出情况

      主要申请人区域分析——占领的市场

      主要申请人技术领域分析——技术布局  

      主要申请人专利族分析——基础/重点专利

Ø 发明人分析

      专利发明人申请量分析——主要技术人员

      主要发明人申请量趋势分析——技术能力演化主要发明人技术领域分析——技术倾向

      发明人合作关系分析（合作者组成、合作关系变化）



专利信息利用基本知识一

4、专利信息可提供的信息内容

Ø 自身企业现有研究技术基础

Ø 自有专利技术的现状调查

      发明人

      专利法律状态

      自有专利的转让、许可

      被许可专利的权限和保护范围

Ø 本领域环境风险

Ø 本领域基本/重点专利的法律状态、保护范围

Ø 本领域专利法律诉讼信息的收集与分析

      基础/重点专利涉诉信息获取与分析重点企业涉诉信息获取与分析



专利信息利用基本知识一

5、立项和研发过程中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要求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是结合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实践，根据法律规定进行编写。内容涵盖了企业知识产权日常管理的全部内容。

（1）立项

立项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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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通过知识产权分析及市场调研相结合，明确该产品潜在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

c）进行知识产权风险评估，并将评估结果、防范预案作为项目立项与整体预算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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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督促研究人员及时报告研究开发成果；

e）及时对研究开发成果进行评估和确认，明确保护方式和权益归属，适时形成知识产权；保留研究开发活动中形成的记录，并实施有效管理。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1、专利检索
      根据一项或数项特征，从大量的专利文献或专利数据库中挑选符合某一特定要求的文献或信息的过程。

Ø 检索类型：法律状态检索、查新检索、侵权检索、同族检索、单一检索、综合检索

Ø 专业检索：专利技术信息检索、新颖性检索、专利性检索、侵权检索、专利法律状态检索、同族专利检索和技术引进检索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2、分类号检索
      IPC分类号：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专利分类号是采用ipc国际专利分类表对进行标识。同一专利可能具有若干个分类号时，其中第一个称

为主分类号。

Ø 国际通用

Ø 科学明确

G01N29/04   固体分析

G—部

G01——大类

G01N——大类

G01N29/00——大组

G01N29/04——小组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2、分类号检索
Ø 分类号检索应用

      查找有关“家用搅拌器”的中国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文献

      第一步：通过关键词进行初步检索标题=家用and 搅拌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2、分类号检索
Ø 分类号检索应用

      查找有关“家用搅拌器”的中国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文献

      第二步：确定相关分类号:IPC分类检索、查看网上资源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2、分类号检索
Ø 分类号检索应用

      查找有关“家用搅拌器”的中国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文献

      第三步：构造检索式：（分类号=A47J43/04 or A47J43/06 or A47J43/07 or A47J43/08 or A47J43/09）and（名称=搅拌）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3、关键词检索
Ø 关键词的全和准

    形式上准确和完整：汉语中的错别字、异体字等

    意义上准确和完整：充分考虑关键词的各种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上位概念、下位概念、等同特征等

    检索要素“衣服” ：衣服、衣物、服装、运动服、夹克、西装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专利信息分析流程

(1)前期准备阶段

(2)数据采集阶段

(3)专利分析阶段

(4)完成报告阶段

(5)成果利用阶段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立项

     （1）企业自有技术实力分析-现有知识产权状况：检索企业所有专利、专利申请等相关知识产权是否有效及剩余有效期的情况；企业具有的专利

是否已经实施，是否有许可他人，他人专利是否有许可给企业，以及许可方式、企业专利是否与已立项目相关，企业自有专利的技术先进度判段等。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
人

 发明
人

 法律
状态

小核酸技
术相关性

国内外技
术相关性

相关专
利

 

        

 CN101921744专利技术与在先技术对比分析
CN102 
337263

抑制肠道病毒71型基
因表达的siRNA及组合
物和应用

 苏州瑞
博

 梁子
才

 公开  完全相
关

 不相同  WO030 
70744

 基因的干扰靶位点序列和小干扰核酸及组合物和应用

CN101 
921744

 P基因的干扰靶位点序
列和小干扰核酸及组
合物和应用

 苏州博
瑞

 梁子
才

  实审  完全相
关

 完全相
同

 WO200 
511620
4

 

专利与siRNA项目关系判定本
发明小核酸化学合成方法，
属于小核酸合成技术领域，
与小核酸技术完全相关。

： 专利与国内外其他专利关系判定：因
此推定属于完成相同的关系。结论：完全
相同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立项

     （2）项目现有技术分

找出重点、热点及空白点技术，这对企业规避专利壁垒、进行自主专利布局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锂电领域专利技术功效图为例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立项

     （2）项目现有技术分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立项

     （3）重点竞争对手分析研发团队分析

注意：各种锂化合物包括：芳基锂、烷基锂、碘化锂、硼酸锂、硫化锂、氢氧化锂等。锂金属：金属锂粉的制备、锂金属粉末的应用。电解质：各

种导电锂盐。锂回收：锂离子和各种有价金属离子的回收。正极材料包括：磷酸铁锂、磷酸钒锂、三元、锰酸锂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立项

     （3）重点竞争对手分析研发团队分析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立项

     （4）项目潜在知识产权风险分析

     主要参与方以及他们之间的
诉讼关系，一方面可以获知该产
业的知识产权诉讼活跃度，进而
从侧面了解研发领域中产业知识
产权风险等级的高低（例如在通
讯领域，知识产权诉讼高发，风
险等级相对较高），以更好的了
解整个研发领域中产业的知识产
权概况，另一方面，通过诉讼状
态可以看到业内主要竞争者之间
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助于深度了
解研发项目的竞争状况，便于在
设计研发路线时选择更少竞争对
手、风险最小为主要选择点和突
破口。

行业诉讼风险

     技术特征落入目标专利专利
权保护范围。

立项技术风险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过程

       以对异戊橡胶特定技术专利信息分析，发现异戊二烯顺式定向聚合催化体系主要有钛系、锂系和稀土催化体系，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顺式异戊

橡胶的主流发展方向。

立项术风险
现有技术参考

失效专利利用 技术方案分析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过程

      专利预警

       显示该技术领域内诸多新技术从一项基础专利开始发展的脉络， 显示出技术扩展的进步历程，为企业在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技术发展跟踪提供很

好的线索，也可以更好的了解当前技术发展的现状，从而避免进行研发一些已经进入技术衰退期的技术，需求技术研发的热点、重点和空白点，更

好的确定研发方向，提升研发的过程和进度，也为研发的专利布局提供了一定依据。

技术发展跟踪

立项术风险
手势遥控技术领域技术发展跟踪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过程

      竞争对手跟踪:挖掘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和竞争对手，也可以分析出自身与竞争对手的优势与差距等，同时可以有效的监控技术发展状况，以求

在研发过程去发现其相关的技术发展脉络， 这为研发过程中的专利预警提供一定的方向， 同时根据竞争对手中的专利布局情况，有效的进行技术研

发，进而构建专利网战略，从而限定竞争对手的发展。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过程

      目标市场侵权分析

       分析国家或地区主要专利申请者，找出企业，了解其某一特定专利技术世界范围的垄断程度，从而准确定位自身公司的竞争对手特征，制定合

理竞争策略，为研发布局相关目标市场提供有效的专利信息。

      通过专利信息利用，为研发过程中的目标市场中侵权的相关分析，进行有效的专利规避。

      

北京 上海 吉林 江苏 山西 陕西 山东 广东 河北 台湾

申请 50 33 16 15 13 11 9 8 6 6

有效 21 14 9 6 6 4 8 3 1 3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4、专利分析
Ø 应用实例-研发成果保护

      专利布局:通过各国市场份额、技术领域有效专利数量、知识产权支付费用、各国法律保护力度来进行海外专利布局。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5、青海省重点产业专利分析案例
       以青海省锂产业导航为例：分析企业发展现状、环境和定位，诊断企业需求，选定重点产品，开展核心技术、竞争对手和侵权风险分析。辅助

企业运用专利分析成果，进行战略、产品、技术规划和实施。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5、青海省重点产业专利分析案例
       以青海省锂产业导航为例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5、青海省重点产业专利分析案例
       以青海省锂产业导航为例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5、青海省重点产业专利分析案例
       以青海省锂产业导航为例

       盐湖研究所专利技术分析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5、青海省重点产业专利分析案例
       以青海省锂产业导航为例

       盐湖研究所专利技术分析

      



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工作二

5、青海省重点产业专利分析案例
       以青海省锂产业导航为例

Ø 锂产业专利态势分析

Ø 青海省锂产业资源

Ø 青海省锂产业重点技术专利分析

Ø 专利质量对比

Ø 核心竞争对手

Ø 对标企业分析

Ø 合作对象

Ø 结论

       （1）青海省对于盐湖提锂技术的专利相较于其他省市相对较多，青海的各个企业的提锂专利比较少，主要运用的是离子选择性分离装置，沉淀

法，煅烧加沉淀，碳化法和萃取法。青海盐湖研究所在盐湖提锂方面的专利申请较多，占了青海省盐湖提锂技术专利的一半以上，青海盐湖研究所

的提锂技术主要集中在吸附法、萃取法、纳滤法、煅烧法、沉淀法、蒸发结晶法、盐田工艺与膜系统结合、选择性离子交换膜进行提锂。

       （2）青海省锂离子正极材料的专利申请量很少，还不足十件，且主要集中在三元正极材料的制备上，其他锂离子正极材料的申请几乎没有，企

业主要采用的制备方法是高温固相法，并通过掺杂和碳包覆对锂离子正极材料的性能进行改进。青海盐湖研究所在锂离子正极材料方面有少许专利

的申请，锂离子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涉及多种，如高温固相法、喷雾干燥法、溶胶凝胶法等，并通过掺杂和碳包等手段对锂离子正极材料进行改进。

       （3）青海省申请中目前还没有涉及锂离子回收技术的专利申请。



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三

2、设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要求



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三

3、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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