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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专利信息概述

1、相关概念
专利文献：专利文献主要是指各工业产权局（包括专利局、知识产权局及相关国际或地区组织）在受理、审批、

注册专利过程中产生的官方文件及出版物的总和。

专利信息

狭义：专利信息在是指所有可以从专利机构出版的文件中获得的技术、经济、

法律等有关权利人的任何信息。也即专利信息是以专利文献为载体，以专利文

献形式再现客观事物属性的信息总和。

广义：专利信息是指一件专利从递交开始，围绕其产生的任何信息，其中包

括没有在文献中展现的应用范围、影响因素等信息的总和。



LOGO专利信息概述

2、专利信息内涵

who

which

what

when

where

专利信息

申请人、发明人

申请日、公开（公
告）日、优先权日

申请国、指定国

分类号、名称、摘要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



LOGO专利信息概述

3、专利信息外延

技术信息
专利包含的基本信息，站在巨人肩膀上
做出新的发明。

法律信息
专利包含的典型信息，做好预警，有效
规避专利侵权纠纷。

经济信息
专利包含的隐藏信息，及时了解技术、
产品、市场、人员信息，做好布局。



LOGO专利信息概述

4、专利信息特点

数量大
数量巨大，信息全面，时

效性强
信息一体

集合技术、法律、经济信
息为一体

格式统一
形式规范，具有专门的格

式体系，方便检索

电子化快
电子化发展，信息化传播

载体明确
以专利文献为主要载体



LOGO专利信息概述

5、专利信息不可替代性

专利信息包含了世界上90%-95%的技术信息

有80%以上的信息，未在其他的信息当中出现过

有效应用专利信息，可平均缩短研发时间60%，减少研发成
本40%

专利信息
不可替代

壹

贰

叁



LOGO专利信息概述

6、专利信息对企业的价值

专
利
信
息

发展战略

规划制定

技术产品

开发

专利申请

与保护

1、宏观分析：国家或地区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2、微观分析：竞争者分析及追踪

1、获取技术信息

2、获取法律信息

3、获取经济信息

1、专利申请、专利布局

2、侵权预警、侵权纠纷



LOGO专利信息在中小企业中的利用

1、中小企业的重要地位



LOGO专利信息在中小企业中的利用

1、中小企业的重要地位

《“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

2020年规模以上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小微企业占全部有

研发活动企业的比重81.1%，研发经费比2015年增长102.5%，

有效发明专利数比2015年增长233.2%。



LOGO专利信息在中小企业中的利用

1、中小企业的重要地位

《“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

 
             发展目标

创新能力和专利化水平显著提升：

      规模以上小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以上，专利申请数年均增长

10%以上，有效发明专利数年均增长15%以上。推动形成一百万家创新型中小企

业、十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LOGO专利信息在中小企业中的利用

1、中小企业的重要地位

促
进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重
点
工
程

4.提升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水平

        

        深入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支撑中小企业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支持中小企业提升知识产权 创造能力，开发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利用专利 导

航发掘目标专利、加强核心技术与关键环节的专利布 局。推动中小企业提升知识产权

运用能力。



LOGO专利信息在中小企业中的利用

2、中小企业自身特点



LOGO专利信息在中小企业中的利用

3、专利信息在中小企业应用场景

      将专利信息应用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的全链条，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LOGO专利信息在中小企业中的利用

4、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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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1）采购、引进产品或技术

      通过全面系统地查阅和分析，可以非常便

捷、 准确的比较各项技术的先进程度，与企业

相关产品和技术的关联度，提高技术引进的效

率，尽可能找到引进技术的目标，发现好项目。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1）采购、引进产品或技术

有明确的引进产品、项目或技术

真实性：确定专利权是否存在；稳定性：保

护期限，是否存在侵权风险；先进性：引进

项目在本领域内是否具备先进性；关联性：

与原有产品或技术的关联性，确定核心知识

产权，是否有其他替代产品或技术

无明确的引进企业、项目或技术

 01调研产业技术发展现状，建议技术引进方

向；

02分析产业主要研发企业，建议引进目标；

03 梳理引进目标知识产权现状，建议引进的

核心技术或产品。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2）商务谈判或合作

利用专利信息判断相关专利

当前的法律状态，查出哪些

是无效专利、过期专利、未

获得专利申请（撤销、驳回）

和非中国专利

通过专利信息了解技术先进

性，技术关联度，权利稳定

性等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3）项目立项

对专利情报的分析研究可以部分预测市场，可获得很多有意义

的开发课题，对专利文献进行比较，可 以弄清某一产品的技术状况，

分析国内外技术水平和 发展趋势以及专利保护状况，判断开发热点

和技术空 白点，从而选择有价值、有前途的项目作为开发课题，也

可避免专利侵权。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3）项目立项

ü 产业发展现状调查——产业格局、产业链组成、市场规模和前景

ü 专利检索和分析——专利布局情况布局、主要申请人、技术热点和空白点、技术发展路线、关键技（核心

技术）的专利保护现状等

ü 研发人员背景调查——判断现有人员和拟引进人员的侵权风险

ü 侵权风险评估——技术侵权风险、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4）技术研发遇到瓶颈或难题

1、通过专利信息，借鉴前经验，提高发明起点，启发思维，站在别

人的肩膀上进行新的发明创造， 开拓新技术时就更容易获得成功。

2、查询专利文献，沟通，对比相关专利的技术特征，找出可以解决

技术问题的文献。

3、检索目标文献的法律状态， 解决如何使用的问题。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4）避免侵权

ü 企业在生产销售某一种新产品、使用某一项新技术或者出口某一种产品之前，查阅专利文献可以判断是否

会构成专利侵权。

目标国家或地区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

相关产品或技术的
专利保护现状

竞争对手的专利布
局情况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5）企业上市

ü 企业在上市之前，利用专利信息， 有助于管理部门把好企业上市审查关，帮助企业避免因知识产权问题而

使上市受阻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6）了解竞争对手动态                                               （7）人才筛选

通过专利信息对某企业

一定时期内所申请的专利进行

追踪和分析，就比较容易了解

该企业的技术实力、研制项目、

产品技术路线、今后研发方向，

从侧面确定主要竞争对手，对

竞争对手进行了解和监视。

通过专利信息，能够帮

助企业准确把握创新需求，

实现人才定向引进，对人才

的真实能力和价值进行客观

评价，有助于企业在人才引

进中 “找准人，找对人”。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8）制定企业战略

产业、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目标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情况

技术、产品的热点和空白点

专利布局的策略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9）专利信息利用贯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1、专利信息应用场景、案例

（10）青海省重点产业专利信息利用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强化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推进低碳农牧业发展，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推进低碳服务业发展，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以专利信息，引导产业绿色、科学、健康、快速发展。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2、专利信息利用的方式、途径

（1）专利信息利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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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信息利用的方式、途径

（1）专利信息利用的方式

u 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Patent Information Retrieval）是指根据使用需

求，借助于一定的检索工具，从专利信息集合中找出有关专利信

息的过程和技术。狭义地说，是以专利文献（包括题录、文摘和

全文）为检索对象的信息检索 。

u 类型

Ø 新颖性检索

Ø 技术信息检索

Ø 法律状态检索

Ø 同族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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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信息利用的方式、途径

（1）专利信息利用的方式

u 专利检索一般思路

       



LOGO专利信息在企业研发、经营中应用

2、专利信息利用的方式、途径

（2）专利分析

       

       从专利文献中采集专利信息， 

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专利信息进

行加工、整理和分析，最 终形

成专利情报和谋略的一 类科学

劳动的集合。  

       专利分析是由专利信息

获得专利情报的理论和方法  

       专利分析是指以某一技

术领域的专利文献为分析样

本，结合非专利文献信息，

进行分析以获取技术情报、

法律情报、商业情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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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信息利用的方式、途径

（2）专利分析

u 专利分析项目的主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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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信息利用的方式、途径

（2）专利分析

u 专利分析的一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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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利信息利用的途径—1+1＞2

ü 全面丰富的数据资源

ü 更专业的检索方法和分析策略

ü 精准把握企业实际需求解决实际问题

ü 节约成本

ü 人员能力的提升



LOGO经验与启示

1
强化管理
•通过专利信息利用，弥补中小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缺失的问题

通过专利信息利用，助推企业
专利高质量发展

2

3
利用专利信息助力企业产学研
深度结合

4
拓展专利信息在企业战略体系
中的广度和深度

助推发展

产学研 拓宽深度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