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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 
您可以针对检索结果或者工作空间的专利结合，通过系统中各类型维度的分析功能，从而得到您想要
的数据结果。 

智慧芽专利数据库支持在检索结果页面或者工作空间中进行多元化的专利分析，包括高级分析、3D

专利地图分析、英策分析、以及矩阵分析。其中，矩阵分析仅支持在工作空间中进行专利分析。 

 

1.1 高级分析 
高级分析支持自动生成多维度可视化分析图表，简单快捷，方便您从多维度查看专利分布情况、技术
发展趋势等内容。 

您可以在工作空间单击 图标，或者在检索结果页面单击 ，进入高级分析页面。如图 1-1

所示。本小节以在工作空间中建立高级分析为例进行介绍。 

图 1-1 高级分析主页面 

 
概览为您推荐展示了 6张常用图表，您可以通过设置 > 分析概览选择您所需维度的图表，概览页面

中系统最多支持展示 6张图表。

说明： 

针对不同类型分析方式，有其对应的数据量限制。其中，高级分析和 3D专利地图分析使

用不同权限账号，数据量限制有所不同，以您的账号显示为准；矩阵分析单次分析最多支

持 20000条专利；英策则没有数据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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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 

系统的高级分析为您提供了多个常用的分析维度，具体可划分为 7个大维度、50个子维度来进行专

利分析。 

选择申请人 > 当前申请（专利权）人，进入当前申请（专利权）人分析页面，如图 1-2所示。本小

节以当前申请（专利权）人排名的图表为例进行介绍。 

图 1-2 当前申请（专利权）人排名 

 
系统分析维度详细内容介绍，请参考表 1-1。 

表 1-1 设置项次 

标题 示例 解释说明 

申请人 当前申请（专

利权）人排名 

申请人维度从当前申请（专利权）人、[标]当前申请（专利权）人

不同的子维度根据您的专利集合进行分析，形成 11个可视化图

表。 

对于当前申请（专利权）人、[标]当前申请（专利权）人系统展示

当前分析专利中申请数量在前 100名的申请（专利权）人，对于当

前申请（专利权）人、[标]当前申请（专利权）人您可以进行编辑

合并、拆分。 

发明人 发明人排名 发明人维度主要是从发明人、以及发明人结合分类号，根据您的专

利集合进行分析，形成 6个子维度的可视化图表。 

对于发明人系统展示当前分析专利中申请数量在前 100名的发明

说明： 

鼠标悬停在每个图表的空白处可以跳转到具体分析维度下，每个图形数据都是一个检索入

口，您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了解各类分析的详细专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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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于发明人您可以进行编辑合并、拆分。 

时间分析 申请趋势 时间分析主要是从申请趋势、公开趋势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形成 2

个子维度的可视化图表。您可以通过专利的申请/公开趋势了解该

技术的发展情况。 

分类分析 IPC分类排名 分类分析主要是分别从五个分类号（IPC、UPC、LOC、CPC、

GBC），以及当前申请（专利权）人、[标]当前申请（专利权）

人、发明人结合分类号，根据您的专利集合进行分析，形成 14个

子维度的可视化图表。 

国家/地区 省排名（中

国） 

国家/地区主要是从当前申请（专利权）人、受理局、专利类型、

省排名等不同的子维度根据您的专利集合进行分析，形成 7个子维

度的可视化图表。 

代理机构 代理机构排名 代理机构主要是从代理机构、代理人，以及代理机构、代理人结合

申请趋势、专利类型和 IPC分类号不同的子维度，根据您的专利集

合进行分析，形成 8个子维度的可视化的图表。 

法律状态 简单法律状态 法律状态主要是从简单法律状态、专利类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形

成 2个子维度的可视化图表。您可以通过专利的法律状态和专利类

型了解该技术的分布、发展的情况。 

 

自定义分析 

当系统分析功能不满足您的需求时，您可以通过自定义分析功能，建立属于您所需维度的自定义分

析。 

单击自定义分析，进入自定义分析页面，分别选择您所需维度的水平轴标签和图例系列，并单击分

析，如图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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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自定义分析 

 

 
单击图表中的任一图例，跳转其检索式收录专利的页面（图形数据对应的专利列表），此页面方便您

查看所有专利并做二次分析。 

1.2 3D 专利地图分析 
系统基于您的检索结果或者工作空间的专利集合进行 3D 专利地图分析，从宏观层面为您展示技术全
貌，避开专利雷区，方便您了解某领域的专利分布情况。 

智慧芽 3D专利地图基于机器学习、利用文本聚类方法形成的，快速洞悉行业先机。本小节以在工作

空间中建立 3D专利地图分析为例进行介绍。 

在工作空间页面中，选择分析功能中的 3D 专利地图分析，进入地图分析页面，如图 1-4所示。 

说明： 

对于水平轴标签和图例系列需要统一设置为系统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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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3D专利地图分析 

 
您可以从 3D专利地图分析获得以下信息： 

 3D专利地图呈现行业的竞争态势。专利数量占比较多的位置显示为山峰，专利数量占比较少的

位置显示为山谷。 

 不同颜色标记不同竞争对手的专利，一眼看出与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劣势。同时，您还可以设置邮

件提醒，竞争对手最新动态尽在掌握。 

 输入您的研发想法，倒三角显示在行业内所处的位置，避开存在侵权风险的技术热点。 

本小节将从地图左侧工具栏功能为您介绍如何使用 3D专利地图。 

我的专利地图 

单击 图标，您将进入我的专利地图页面。同时，您还可以单击数据库系统页面右上角 按钮，

选择专利地图，进入我的专利地图页面，如图 1-5所示。 

图 1-5 我的专利地图 

 
针对当前已保存的地图鼠标悬停在地图上方，可进行便捷操作，各个按钮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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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您可以将已保存的专利地图分享给您的团队成员，协同办公；分享给他人的地图上会显

示类似 的图标，数字 2表示该地图已分享给 2个用户。 

复制：您不想编辑您已保存的地图、但又需沿用以前分析设置时，您可以通过复制功能，复制

一个新地图，并在新地图上进行编辑操作。 

删除：您可以删除已保存的专利地图。 

数据源 

单击 图标，您将进入数据源设置页面，如图 1-6所示。 

图 1-6 数据源 

 

检索式 

通过检索式作为数据源时，您可以进行添加检索条件、剔除过期专利、或者设置专利分析条数等操

作。 

单击检索式，输入关键词并添加条件，如图 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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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数据源-检索式 

 

工作空间 

通过工作空间作为数据源时，单击工作空间，选择需要分析的工作空间和文件夹，如图 1-8所示。 

图 1-8 数据源-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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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策 

通过英策作为数据源时，单击英策，选择您需要分析的检索式，如图 1-9所示。

 
图 1-9 数据源-英策 

 

图表 

单击 图标，您将进入图表设置页面，您可以进行下述操作，如图 1-10所示。 

说明： 

此处您选择的检索式是您在英策中创建报告时所用的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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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图表设置 

 

文本匹配 

文本匹配可以帮助您快速验证您的研发想法，倒三角显示在行业内所处的位置，避开存在侵权风险的

技术热点。 

单击 图标，您将进入文本匹配设置页面，您可以进行下述操作，如图 1-11所示。文本匹配是在当

前地图范围内对应专利的标题和摘要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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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文本匹配（1） 

 
文本匹配的详细步骤如图 1-12所示。 

图 1-12 文本匹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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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专利 

针对已分析出来的地图，搜索专利可以在当前地图专利范围内，进行二次搜索。 

单击 图标，您将进入搜索专利页面，您通过输入关键词入口，输入关键词，筛选出有过滤字段的

专利；您也可以通过字段搜索入口，选择并输入二次过滤的过滤字段及检索设置，如图 1-13所示。 

图 1-13 搜索专利（1） 

 
搜索专利的详细步骤如图 1-14所示。 

说明： 

 文本匹配支持批量添加文件，您可以将 TXT格式的文本文件拖动到批量添加窗口中。

系统一次最多提交 10个 TXT文件，且文本总大小不超过 1MB。 

 如果有匹配结果会在地图中以倒三角的方式呈现出来。 

说明： 

此处搜索框的检索逻辑同高级搜索中的主要字段是一致的，系统根据您输入的关键词进行

多字段的匹配，包括标题、摘要、权利要求、说明书、公开号、申请号、申请人、发明人

和 IPC/UPC/LOC分类号进行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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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搜索专利（2） 

 
针对于您创建标记集时，可以设置标记集的名称和小圆点的颜色，如图 1-15所示。 

图 1-15 创建标记集 

 
针对已创建的标记集，您可以通过标记集管理进行编辑、删除、交集拆分以及合并所选。单击标记集

管理，系统弹出标记集设置页面，如图 1-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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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标记集管理 

 

动画 

针对已分析出来的地图，动画可以帮助您了解近年来新生技术或专利量快速增长的情况，对大方向中

各个分析有一个形象立体化的展示。 

单击 图标，您将进入动画设置页面，您可以进行下述操作，如所图 1-17示。 

图 1-17 动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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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在设置页面，您可以设置主题、标签、聚类、以及显卡设置。单击 图标，您将进入设置页面，您

可以进行下述操作，如图 1-18所示。 

图 1-18 地图设置页面 

 

说明： 

生成出的动画支持录制和下载，您可以将下载的动画放入 PPT或WORD中进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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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矩阵分析 
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基于您选择的某个空间文件夹的专利集合，根据您选择的自定义标引字段进行分
析，形成可视化的图形，帮助您了解某一技术领域中专利密集区和专利空白区的分布情况，有助于分
析竞争对手和制定技术发展战略。 

矩阵分析仅支持在工作空间中进行专利分析，详情介绍请参考 x.x 工作空间【待合并修改】。 

1.4 英策分析 
智慧芽英策是智慧芽旗下独立的一款产品，您可以结合当前检索结果或者某个空间文件夹的专利集
合，直接利用该产品完成快速的专利技术分析、商业情报分析报告等操作，为您的商业决策和研发战
略出谋划策。 

智慧芽英策支持英文、中文和日文三种系统语言。同时，支持创建三类分析报告和六种专题报告，支

持创建公司追踪和科技追踪。其中，三类分析报告包括：科技报告、公司报告以及竞争报告；六种专

题报告包括：价值评估、诉讼威胁、诉讼历史、模拟合并、专利维护以及许可受让方。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如图 1-19所示。 

您也可以直接输入网址：https://insights.zhihuiya.com/login，并输入账号和密码，进入智慧芽英策主

页面。 

说明： 

设置中的过滤(关键词标签 根据您输入的内容在当前地图范围内专利的标题进行匹

配。 

说明： 

 本文档仅作为使用指导，文档中描述的智慧芽英策可能不在您的购买或使用范围

之内，您购买的产品、服务或功能等应以实际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本文档是以全功能为例进行介绍，由于您使用的账号权限不同，故而功能不一定

相同，系统支持的功能请以账号登录后的实际页面展示为准。 

https://patsnap-my.sharepoint.com/personal/zhangxuan_patsnap_com/Documents/02%20%E5%B7%A5%E4%BD%9C%E7%9B%B8%E5%85%B3/06%20Documentation/analytics/%E7%A4%BA%E4%BE%8B%EF%BC%8C%E5%90%8E%E7%BB%AD%E9%93%BE%E6%8E%A5%E5%88%B0%E9%AB%98%E7%BA%A7%E6%90%9C%E7%B4%A2%E7%AB%A0%E8%8A%82%E3%80%82
https://insights.zhihuiya.co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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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智慧芽英策主页 

 

您可以单击英策页面右上角 的图标，进行报告管理、自定义组管理或者设置账户信息等操作，如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1-20 管理与设置 

 

管理报告 

智慧芽英策的管理报告支持对报告进行编辑、删除和分享，也支持邮件推送符合报告检索式的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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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您的邮箱。单击管理报告，进入报告管理页面，详细操作如图 1-21所示。 

图 1-21 管理报告 

 

管理自定义组 

智慧芽英策的管理自定义组支持创建、编辑和删除自定义组。单击管理自定义组，进入自定义组管理

页面，详细操作如图 1-22所示。 

图 1-22 管理自定义组 

 

用户设置 

智慧芽英策的用户设置支持修改账号密码和设置时区。单击用户设置，进入用户设置页面，详细操作

如图 1-23所示。 



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快速操作指南 - 分析 

 

V2.0 (20190715) © 智慧芽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19 18 

图 1-23 用户设置 

 

1.4.1 分析报告 
智慧芽英策支持的分析报告类型包括：科技报告、公司报告以及竞争报告。本小节将为您介绍如何创
建三类分析报告，以及相关细节设置。 

公司报告 

公司报告帮助您快速了解公司专利详情，及时了解竞争对手专利布局战略。公司报告主要是从专利分

析、财务分析和专题报告三大维度进行分析。 

 公司报告的专利分析从专利概况、地理分布、技术分析、重点专利、主要发明人、专利续费趋

势、诉讼案件、许可交易、专利市场价值、专利转入转出、创新战略、合资企业与共同申请人、

竞争对手与相似专利组合、创新词云，以及专利地图共 15个维度进行专利分析。 

 公司报告的财务分析从专利续费趋势、专利市场价值、以及专利转入转出 3个维度进行公司的财

务分析。 

 公司报告的专题报告从价值评估和诉讼历史 2个维度进行输出。 

公司报告输入一个公司名称即可创建。创建公司报告的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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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 

3. 在创建报告的列表中，选择公司页签。 

4. 创建公司报告，如图 1-24所示。 

图 1-24 创建公司报告 

 

 
5.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查看图示的图表信息，如图 1-25所示。 

说明： 

若您需要检索的公司包含多个子公司时，您可以先创建自定义分组，再通过自定义分

组创建公司报告。创建自定义分组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见申请人分组（合入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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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公司报告结果页 

 
在公司报告展示区域的右上方有针对当前报告进行便捷操作的按钮，各个按钮功能如下： 

全部导出：通过全部导出功能您可以设置自定义导出样式，再导出公司报告中不

同维度的分析图表（报告格式支持 PDF、PPT、Excel以及Word），也可以导出公司报告的全部

图表。 

前往智慧芽查看：系统根据您的关键词跳转到智慧芽专利数据库的检索结果页，您可以在

检索结果页进行筛选、设置。 

对比公司：通过此功能您可以添加对比公司，创建竞争报告，最多支持添加 5家公司做竞

争报告。 

分享报告：通过此功能您可以将报告分享给您的团队的其它智慧芽用户，方便查阅。分享

输入框中每次仅支持输入一个分享用户。若有多个用户需要输入，您需要分别输入并添加。 

删除：通过此功能您可以删除不需要的公司报告。 

报告设置：通过此功能您可以设置报告名称，设置限制检索科技领域、选择分析规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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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截词功能以及设置结果列表显示语言。 

竞争报告 

竞争报告可以快速对比分析不同公司专利布局，了解相关公司不同技术热点分析，分析科技领域行业

竞争态势。竞争报告主要是从专利分析和财务分析两大维度进行分析。 

 竞争报告的专利分析从专利概况、地理分布、重点专利、专利续费趋势、诉讼案件、专利市场价

值、技术分布、创新战略，以及专利地图共 9个维度进行专利分析。 

 竞争报告的财务分析从专利续费趋势和专利市场价值 2个维度进行公司的财务分析。 

竞争报告输入两个公司及以上即可创建，竞争报告支持最多输入 5家公司。创建竞争报告的操作步骤

如下： 

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 

3. 在创建报告的列表中，选择公司页签。 

4. 创建竞争报告，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1-26 创建竞争报告 

 
5.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查看图示的图表信息，如图 1-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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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竞争报告结果页 

 
在竞争报告展示区域的右上方有针对当前报告进行便捷操作的按钮，各个按钮功能如下： 

全部导出：通过全部导出功能您可以设置自定义导出样式，再导出竞争报告中不

同维度的分析图表（报告格式支持 PDF、PPT、Excel以及Word），也可以导出竞争报告的全部

图表。 

对比公司：通过此功能您可以添加对比公司，创建竞争报告，最多支持添加 5家公司做竞

争报告。 

分享报告：通过此功能您可以将报告分享给您的团队的其它智慧芽用户，方便查阅。分享

输入框中每次仅支持输入一个分享用户。若有多个用户需要输入，您需要分别输入并添加。 

删除：通过此功能您可以删除不需要的竞争报告。 

报告设置：通过此功能您可以设置报告名称，设置限制检索科技领域、选择分析规则、设

置截词功能以及设置结果列表显示语言。 

科技报告 

科技报告帮助您快速了解当前科技领域专利分析，了解相关技术热点分析，分析科技领域行业态势。 

科技报告主要是从专利分析、财务分析和专题报告三大维度进行分析。 

 科技报告的专利分析从专利概况、地理分布、技术分析、重点专利、主要发明人、专利续费趋

势、诉讼案件、许可交易、专利市场价值、主要公司、创新词云以及专利地图共 12个维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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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分析。 

 科技报告的财务分析从专利续费趋势和专利市场价值 2个维度进行公司的财务分析。 

 科技报告的专题报告从价值评估和诉讼威胁 2个维度进行输出。 

科技报告可以通过关键词、检索式以及工作空间的专利数据来创建，本小节以通过关键词检索为例进

行介绍。 

创建科技报告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 

3. 在创建报告的列表中，选择科技页签。 

4. 创建科技报告，如图 1-28所示。 

图 1-28 创建科技报告 

 
5.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查看图示的图表信息，如图 1-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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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科技报告详情页 

 
在科技报告展示区域的右上方有针对当前报告进行便捷操作的按钮，各个按钮功能如下： 

全部导出：通过全部导出功能您可以设置自定义导出样式，再导出科技报告中不

同维度的分析图表（报告格式支持 PDF、PPT、Excel以及Word），也可以导出科技报告的全部

图表。 

前往智慧芽查看：系统根据您的关键词跳转到智慧芽专利数据库的检索结果页，您可以在

检索结果页进行筛选、设置等操作。 

分享报告：通过此功能您可以将报告分享给您的团队的其它智慧芽用户，方便查阅。分享

输入框中每次仅支持输入一个分享用户。若有多个用户需要输入，您需要分别输入并添加。 

删除：通过此功能您可以删除不需要的科技报告。 

报告设置：通过此功能您可以设置报告名称，设置限制检索科技领域、选择分析规则、设

置截词功能以及设置结果列表显示语言。 

1.4.2 专题报告 
若您需要制作某一行业或者技术领域的专题类报告（例如：价值评估、许可受让方、专利维护等）
时，您可以借助智慧芽英策专题报告功能进行专题报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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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芽英策支持的专题报告类型如图 1-30所示，本小节将为您介绍如何创建 6种专题报告，以及相

关细节。 

图 1-30 专利报告类型 

 

价值评估 

在专利买卖、专利许可、企业并购中，专利价值的准确评估是非常重要的。您可以借助于价值评估报

告快速识别专利组合中最有价值的专利。 

价值评估报告可以通过搜索公司、关键词、检索式以及工作空间的专利数据来创建。本小节以通过检

索式检索为例进行介绍，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 

3. 在右侧的专题报告列表中，单击价值评估，进入价值评估页面。 

4. 创建评估专利组合价值报告，如图 1-31所示。 

图 1-31 创建价值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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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执行图释的操作，如图 1-32所示。 

图 1-32 报告详情 

 

诉讼威胁 

在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之前，了解该领域的侵权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诉讼威胁专题报告可以帮助您了

解行业或领域内最多诉讼的信息、侵权风险很高的专利等相关问题。 

诉讼威胁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检索式以及工作空间的专利数据来创建。本小节以通过关键词检索为

例进行介绍，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 

3. 在右侧的专题报告列表中，单击诉讼威胁，进入诉讼威胁页面。 

4. 创建诉讼威胁评估报告，如图 1-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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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创建诉讼威胁报告 

 
5.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执行图释的操作，如图 1-34所示。 



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快速操作指南 - 分析 

 

V2.0 (20190715) © 智慧芽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19 28 

图 1-34 报告详情 

 

诉讼历史 

若您需要了解一家公司的专利全部诉讼历史或者诉讼成功率时，诉讼历史专题报告可以帮助您了解该

类问题，同时解答您关于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该专利侵权风险等问题。 

诉讼历史专题报告可以通过搜索公司名称来创建，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 

3. 在右侧的专题报告列表中，单击诉讼历史，进入诉讼历史页面。 

4. 创建查看诉讼历史报告，如图 1-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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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创建诉讼历史报告 

 
5.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执行图释的操作，如图 1-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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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报告详情 

 

模拟合并 

在合并或收购中，对被考虑的公司进行早期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分析组合专利的变化。模拟合并专题

可以帮助您了解该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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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合并专题报告可以通过搜索公司名称来创建，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 

3. 在右侧的专题报告列表中，单击专利维护，进入专利维护页面。 

4. 创建评估专利维护专题报告，如图 1-37所示。 

图 1-37 创建模拟合并报告 

 
5.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执行图释的操作，如图 1-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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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 报告详情 

 

专利维护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利申请，年度续费费用将会增加。组织需要管理这些费用，这通常是一个耗时且劳

动密集的过程。智慧芽英策专利维护报告中的续费费用预测可以帮助您了解此类问题，并有助于专利

维护决策。 

专利维护可以通过搜索公司、工作空间专利数据来创建。本小节以通过搜索公司名称为例进行介绍，

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 

3. 在右侧的专题报告列表中，单击专利维护，进入专利维护页面。 

4. 创建评估专利维护专题报告，如图 1-39所示。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


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快速操作指南 - 分析 

 

V2.0 (20190715) © 智慧芽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19 33 

图 1-39 创建专利维护报告 

 
5.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执行图释的操作，如图 1-40所示。 

图 1-40 报告详情 

 

许可受让方 

许可受让方可以自动化授权合作伙伴的识别过程，拓展潜在候选人的领域。许可受让方专题报告基于

客观的维度，包括技术相似性，历史许可策略和许可文化。公司许可优势和文化的细分使用户能够识

别出最佳合作伙伴来授权技术。 

许可受让方专题报告可以通过搜索公开（公告）号、文本、工作空间的专利数据来创建。本小节以通

过搜索公司名称为例进行介绍，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


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快速操作指南 - 分析 

 

V2.0 (20190715) © 智慧芽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19 34 

3. 在右侧的专题报告列表中，单击许可受让方，进入许可受让方页面。 

4. 创建许可受让方报告，如图 1-41所示。 

图 1-41 创建许可受让方报告 

 
5.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执行图释的操作，如图 1-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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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报告详情 

 

1.4.3 追踪报告 
对于您需要经常关注的公司或者科技领域，您可以通过公司追踪和科技追踪两功能，创建对应追踪信
息，查看其简要更新状态。 

公司追踪最多追踪 5家公司，科技追踪最多追踪 5个科技领域，每个公司追踪或者科技追踪对应一个

公司报告或者科技报告，公司追踪和科技追踪创建方式类似。 

本小节以创建公司追踪为例进行介绍，创建公司追踪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单击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左上角 图标，选择英策，进入智慧芽英策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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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页面右侧的公司追踪中，单击 ，进入公司追踪页面。 

4. 创建公司追踪页面，如图 1-43所示。 

图 1-43 创建公司追踪 

 
最新年、最新月、最新周：表示页面中展示的是最新年/月/周涉及的新专利、新诉讼以及新许可

的专利数量，鼠标悬停对应公司新专利、新诉讼以及新许可图示颜色上方，系统显示涉及新专

利、新诉讼或者新许可的专利数量，如图 1-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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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公司追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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