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利及专利信息检索



一、认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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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三星
专利案件

苹果三星专利案，指的是苹果公司产品与三星产
品之间存在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苹果公司因为
三星第一代Galaxy手机与iPhone的相似程度极
大，并且在向三星发出专利授权要约遭到三星拒
绝以后，将三星告上法庭。2011年4月15日苹果
在美国针对三星提起诉讼，称三星侵犯了苹果的
专利权。苹果指责三星"偷窃"了部分iPad和
iPad2的设计，向三星索赔25亿美元，并要求停
止销售其平板产品。2018年6月26日，美国加州
北部地区法庭公布的法律文书显示，两家手机制
造商已就专利诉讼达成和解。

. ....

https://baike.so.com/doc/5379102-561533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5914-64191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51323-6865142.html


1、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学生李群星，大学4年，申请专利142项，获得
授权证书的发明专利有15项，实用新型专利有90项。
2、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的大四学生郑巨帅，22岁的他已经拥有34项国家专
利，这34项专利并不都和所学专业相关。“防酒驾装置”、“自动返程高压
电线扫雪器”、“ 盲人导航装置”、“保健鼠标”等。

大学生“专利哥”



认识专利

专利是什么？

专利：国家以法律形式授予申请人或其权利继受

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其发明创造享有的专有权。

一项发明创造向国家审批机关提出专利申请，

经依法审查合格后向专利申请人授予的在规定的

时间内对该项发明创造享有的专利权。

. ....



认识专利

专利是以公开换保护：专利的技术内容是公
开的（大家可以通过专利文献自由查阅）；
专利技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必须征得专利
权人许可）。

法律形式（专利是受法律保护的）

权利继受人（专利是可以转让）

法定期限（专利的使用有时间限制的）

. ....



法律要件上：外观设计具有
独创性、实用性和富于美感；
发明和实用新型具有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仅限于产品的形状、
构成或者其组合所提出的实
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本质上：发明和实用新型属
于技术方案，外观设计则是
设计方案。专利类型



专利发明人

• 专利法所称发明人或者设

计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

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

献的人。在完成发明创造

过程中，只负责组织工作

的人、为物质技术条件的

利用提供方便的人或者从

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不

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专利申请人

• 是指对某项发明创造依法

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享有专

利申请权的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或者说，专

利申请权人就是有资格就

发明创造提出专利申请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 专利没授权前的申请人叫

专利申请人

专利权人

• 专利权人与专利申请权人

具有一致性:专利申请权是

产生专利权的基础，专利

申请权人提出的专利申请

获得批准后，该专利申请

权人就成为专利权人。



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
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
方案。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
两个类型。

特斯拉公司（Tesla Inc.）
是美国一家产销电动车的公
司，特斯拉的专利，涉及到
电动汽车综合控制，一共
380多项。

中国发明专利保护期限是二十年，未按规定缴纳专利费或者书
面声明放弃专利权的，保护期提前终止,自申请日起计算。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
术方案，专利法中对实用新型的创造性和技术水平较发明专利低，但实用
价值大，在这个意义上，实用新型有时会被人们又称小发明或小专利。
授予实用新型专利的条件:要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要求。
发明与新型专利的区别在于:
1，保护客体:发明保护产品和方法，实用新型只保护产品的形状、构造
2，审查制度:发明专利申请有实质审查程序;而实用新型没有实质审查程序，对实用新型的创造
性标准相对发明的要求略低
3，保护期限:发明二十年，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同）十年
4，费用不同，实用新型费用低。

. ....



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
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
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外观设计专利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必须是对产品的外观所作的设计;
(2)是指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的设计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
的结合的设计;
(3)必须是适于工业上的应用;
(4)必须富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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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信息检索



免费专利信息工具——中国专利检索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
http://pss-system.cnipa.gov.cn/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系统：
http://cpquery.cnipa.gov.cn/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http://reexam.cnipa.gov.cn/

•中国知识产权网：http://search.cnipr.com/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提供1985年至今的中国三类专利：

专利说明书全文文本（中文）

专利说明书全文图片

专利著录项和摘要（中英文）

收费信息、法律状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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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网站

常
规
检
索

进入途径：http://pss-system.cnipa.gov.cn/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网站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网站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网站



可查看专利具体信息

全选本页

详细浏览

详览全部

收藏

加入分析库

全部加入分析库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网站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网站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网站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网站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网站



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

电子申请注册用户查询是专为电子申请注册

用户提供的每日更新的注册用户基本信息、

费用信息、审查信息（提供图形文件的查阅、

下载）、公布公告信息、专利授权证书信息；

公众查询系统是为公众（申请人、专利权利

人、代理机构等）提供的每周更新的基本信

息、审查信息、公布公告信息。

进入途径http://cpquery.cnipa.gov.cn/



单
篇
专
利
查
询

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进入途径：http://reexam.cnipa.gov.cn/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中国知识产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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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途径： http://search.cnipr.com/

http://search.cnipr.com/


数据源 检索字段

字段内可进行and、or、not运算
可用?代替一个字符
用%代替多个字符

高
级
检
索

中国知识产权网



检
索
结
果

普通用户不能使用

中国知识产权网



中国常用资源——TIPS
国内资源 优势

国家知识产权局

数据更新快，数据源全

多功能查询器进行IPC查找、双语词典（标出领域、词条）

中国专利查询系统：

查询缴费信息、事务性公告等信息

中国知识产权网

数据源较全；

检索字段归类较丰富；

可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直观显示、简单统计和分析；

复审委员会 查找无效或复审的专利



免费专利信息工具——国外专利检索

•美国专利数据库：
http://www.uspto.gov/patents/process/search/index.jsp

•欧洲专利检索系统：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

•欧洲专利登记簿：https://register.epo.org/regviewer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http://patentscope.wipo.int/search/en/search.jsf

•日本特许厅：
https://www.j-platpat.inpit.go.jp/web/all/top/BTmTopEnglishPage



美国专利商标局
美国专利授权数据

• 发明专利、设计专利、植物专利、再公告专利、防卫性公告和依法注册的发明

• 1976- 全文文本和图片

• 1790-1975 专利图片

美国专利申请数据

• 2001年3月15日以来公布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布文献

• 全文文本

专利申请信息检索系统

专利转让数据

• 1980-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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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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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 http://www.uspto.gov/patents/process/search/index.jsp
美国专利种类

发明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植物专利

美国专利授权数据库 (PatFT)

美国专利申请公布数据库(AppFT) 

专利转让数据库

http://www.uspto.gov/patents/process/search/index.jsp


美国专利授权数据库（PatFT）

数据范围：
•1790年——最近一周授权
•每周更新

数据格式：
•1790——1975年的专利全文图像（full-page 

images）显示，只支持专利号/分类号/授权日
期检索
•1976年起的专利全文文本（Full-text）显示，
基本著录项/全文检索等30+字段检索1976- 基
本著录项/全文检索等30+字段检索
检索界面：
快速检索、高级检索、专利号检索

http://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heading-1



美国专利授权数据库（Pat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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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号码检索

http://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heading-1



美国专利申请数据库(AppFT)
http://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heading-2

数据范围：

2001年3月15日起的第一件专利公布文献至最
近一周公布的全部美国专利文献（包括发明专利
和植物专利）

数据格式：

数据内容包括：基本著录项目数据、摘要、专利
全文文本（full-text）数据、全部专利全文图像

US 20120159576 A1
输入申请公开号检索，不需要US



http://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heading-11

供用户检索美国专利的权利转移情况
时间范围：1980.8起

美国专利转让数据库



让与人

受让人

美国专利转让数据库



1972年，INPADOC国际专利文献中心成立

• PFS数据库

Inpadoc收录每个国家的数据范围不同，数据类型也不同。

• 数据类型包括：题录数据、文摘、文本式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扫描图像存贮的专利

说明书的首页、附图、权利要求及全文。

• 专利数据覆盖98个国家、地区和组织

• 法律状态数据覆盖57个国家、地区和组织

• 1836年至今的8千万专利文献

欧洲专利局



欧洲专利检索

https://register.epo.org/regviewer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

（专利检索系统） （欧洲专利登记簿）

数据库范围

欧洲专利局数据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

世界专利数据库

数据库范围
所有公布的欧洲专利及指定欧洲的

PCT申请信息

欧洲专利局审查过程各阶段的详细信

息、法律状态、引证文献、来自于申

请人的文件和自欧专局发出的文件的

扫描文本，以及专利族信息。

欧
专
局
专
利
检
索



智能检索
高级检索
分类检索

支持标题、摘要、公开号、
申请号、优先权号、公开
日期、申请人、发明人、
IPC分类号、CPC分类号检索

超过100个国家的专利

专利检索系统：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

欧洲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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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项内容
说明书

权利要求
原始文件
引用信息
被引信息

INPADOC法律状态
INPADOC同族专利

简单同族

欧洲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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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状态

专利家族

引用文献

欧洲专利检索



智能检索 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支持检索方式

公开号
申请号

优先权号
申请日期

IPC
标题关键词

公开日期
优先权日

申请人
发明人
异议人
案件号
代理人

欧洲专利登记簿：https://register.epo.org/regviewer

欧洲专利检索



例如：1986年12月3日授权的欧洲专利EP0126999

·

数据总览
法律状态
事件历史
引用信息
专利家族
所有文件

欧洲专利检索



PCT专利申请

 PCT =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专利合作条约 (PCT)是专利领域的一项国际合作条约，方便专利
申请人获得国际专利保护

 申请人只要根据该条约提交一份国际专利申请
 同时在该条约所有成员国中要求对其发明进行保护。



•PCT体系是专利“申请”体系而非专利“授予”体系，不存在“PCT
专利”“国际专利”，只有PCT国际申请；

•PCT体系包括国际阶段和国家阶段；

•国际阶段包括国际申请的提出、国际检索、国际公布和国际初步审查；

•授予专利的决定仍由国家或地区专利局在国家阶段作出；

•只有发明或实用新型才可以通过PCT申请专利、实用新型或类似权利
得到保护；

•外观设计和商标不能通过PCT得到保护。

PCT体系的一般说明



进入途径：http://patentscope.wipo.int/search/en/search.jsf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至今成员国已达191个国家

收录各成员国PCT申请专利信息，包括申请公告、申请状况报告和申请相关

文件。

PCT申请专利数据范围：1978-至今

数据库每周公开日(周四)及时更新著录项、摘要等内容，扫描图形是公开14

天后放入数据库。

PCT专利申请

http://patentscope.wipo.int/search/en/search.jsf


PCT专利申请

语
言
选
择

检索
方式
选择



Field Comination（字段组合）

PCT专利申请



PCT专利申请

单
篇
专
利
分
析



单
篇
专
利
分
析

PCT专利申请



PCT专利申请

单
篇
专
利
分
析

国际初步
检索报告



1885年以来公布的日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专利

• 提供日文版、英文版。说明书用文本方式显示，附图用PDF方式显示。

日本专利英文翻译数据

• 日本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文献（1976年～）

• 著录项目与摘要的英文译文

• 说明书全文的英文译文（1993年～）

• 法律状态信息（1990年～，每两周更新一次）

日本特许厅



日本特许厅

进入途径：https://www.j-platpat.inpit.go.jp/web/all/top/BTmTopEnglishPage

收录
日本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文献（1976年～至今）

提供

著录项目与摘要的英文译文

说明书全文的英文译文（1993年～）

法律状态信息（1990年～，每两周更新一次）

数据库月更新



日本专利检索

号码检索

分类号检索

关键词检索

发明/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商标



其他专利局检索网站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外主要知识产权网站：
http://www.cnipa.gov.cn/gzjxglj/xgljgwzyzscq

wz/

• 英国专利局：http://www.patent.gov.uk

• 韩国：http://www.kipris.or.kr/enghome/main.jsp

• 新加坡：http://www.epatents.gov.sg

• 澳大利亚：http://www.ipaustralia.gov.au/

• 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https://www.ige.ch/

• 印度：http://www.ipindia.nic.in/

• 香港地区：http://ipsearch.ipd.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