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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手册简要介绍智慧芽专利数据库的使用流程，使您能快速了解系统的重要功能和使用方法，精准定

位到您需要的专利信息，并对专利查询结果进行辅助处理或专利分析。 

使用流程如下所示： 

 



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快速操作指南 - V1.0 

2 
 

1 专利检索 
本小节以专利技术信息检索为例，为您快速的介绍如何对已知技术领域的主题进行专利检索。 

场景描述 

研发工程师小 A想要了解一下目前有关多旋翼飞行器的专利技术，他通过查询确认了技术主题相关的

国际专利分类号为 B64（IPC分类号大类）。接着，他对技术主题关键词进行了分解扩展，如图 1-1

所示。 

图 1-1 主题分解和扩展 

 
研发工程师小 A根据相关技术分解和扩展，目前掌握的检索要素如下： 

 关键词：多旋翼（以及多轴、四轴）、飞行器（以及无人机）。 

 国际专利分类号：B64（IPC分类号大类）。 

 

操作步骤 

1. 登录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2. 选择搜索 > 高级搜索，确认检索内容及设置。 

说明： 

在进行专利检索前，您需要尽可能的确认已有的检索要素，并对已知信息进行合理的逻

辑组合，从而使噪音数据尽可能的少，并且检索结果尽可能的精准。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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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输入检索要素信息，如图 1-2所示。 

在此场景中，您需要输入已知关键词和 IPC分类号。在您进行实际的某些字段信息搜索时，

您可能会使用到运算符、通配符以及位置符来完成一定的逻辑组合，使得检索结果更加精

准。详细的各类符号含义及示例，请参考搜索帮助中的搜索语法。同时，系统支持中文、英

文、日文、法文和德文五种语言的检索信息查询。 

图 1-2 高级搜索 

 

b) 单击左上角的 按钮（按钮的显示会随当前勾选项变化），根据实际需要勾选搜

索的国家、地区或组织范围。 

c) 单击右上角 按钮，进行搜索结果相关的设置，如图 1-3所示。详细设置项次，请参考表 

1-1。 

 

说明： 

设置项次中的机器翻译需要在检索前设置完成，其余项次在检索结果页面可

以再次修改相关设置。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search_hel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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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搜索结果设置 

 
表 1-1 设置项次 

标题 示例 解释说明 

结果显示 每件申请显示

一个公开文本 

（按公开日最

新） 

选择分组后，系统将根据所选方式和显示优先级，将该分组

中的一个专利作为代表展示在结果列表中。 

所有搜索结果（不分组）：不进行同族专利的分组去重操

作。 

每件申请显示一个公开文本：同一专利如果存在多件公开文

本，按照所选公开日的最新或最旧顺序，仅显示一个文本。 

每组简单同族一个专利代表：同一专利如果存在多国申请的

简单同族，按照所选受理局排序、申请日的最新/旧、公开日

的最新/旧或内容最相关顺序，仅显示一个文本。 

每组 INPADOC 同族一个专利代表：针对同一技术点有变化

和延展相关性的 INPADOC同族，按照所选受理局排序、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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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日的最新/旧、公开日的最新/旧或内容最相关顺序，仅显

示一个文本。 

每组扩展同族一个专利代表：针对至少共同以一个专利申请

为优先权的扩展同族，按照所选受理局排序、申请日的最新/

旧、公开日的最新/旧或内容最相关顺序，仅显示一个文本。 

同族专利

标签 

CN 当您关注检索结果展示页面的每条专利是否包含某个特定国

家、地区或组织的同族专利时，选择对应的国家、地区或组

织代码即可，选择完成后，系统将在包含相关同族的专利标

题后方显示该国家、地区或组织的图标。 

当前支持的国家、地区或组织：CN（中国）、DE（德国）、

EP（欧洲）、FR（法国）、GB（英国）、JP（日本）、KR

（韩国）、RU（俄罗斯）、US（美国）、WO（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 

结果列表

显示语言 

默认语言优先 默认语言优先：检索结果页面信息显示专利文本公开的官方

语言。 

中文翻译优先：检索结果页面信息中的标题和摘要，显示对

应内容的中文翻译。 

机器翻译 搜索包含中文

机器翻译 

系统中包含各个国家、地区或组织专利标题、摘要和权利要

求的中文译文、英文译文，支持对专利标题、摘要和权利要

求的中文译文、英文译文检索，尽可能的减小您在专利检索

时遇到的语言障碍。 

当系统语言设置为日文或英文时，仅可以设置搜索包含英文

机器翻译选项。 

搜索包含英文机器翻译：勾选此项后，系统将对专利标题、

摘要和权利要求的英文译文进行检索。 

搜索包含中文机器翻译：勾选此项后，系统将对专利标题、

摘要和权利要求的中文译文进行检索。 

截词 关 开：开启截词，同时搜索以关键词词根为基础的扩展词。例

如：关键词输入 electrical，会同时搜索 electric、electrics、

electronic等扩展词汇。 

关：关闭截词，仅搜索关键词的单复数形式。 

截词功能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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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词功能仅可以应用于英语、德语和法语。 

 当截词设置为开时，不支持通配符*?的使用。如果要使

用通配符进行模糊搜索，请关闭截词功能。 

 所有涉及人名的字段（如：申请人、发明人等）只做精

确匹配，截词功能在此类字段下是无效的。 

 

3. 检索相关输入及设置完毕后，预览检索结果总数，并单击搜索，如图 1-4所示。 

 
图 1-4 预览并完成检索 

 

说明： 

 检索要素完全设置完毕后，系统会自动为您生成检索式，并展示在下方灰色

方框中。 

 由于专利更新频率较高，实际检索结果数量以产品页面实时显示为准。 

 检索结果数量预览支持的检索式最大字符数为 1500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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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处理 
本小节将为您介绍如何针对您的需求，对检索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完成初步的专利搜索后，您将进入检索结果页面，如图 2-1所示。 

您可以对初步的检索结果进行二次筛选、检索结果展示设置、检索式处理、专利导出、保存到工作空

间、邮件及微信提醒设置以及各类分析等操作。 

图 2-1 检索结果 

 
如果检索结果中的某一项专利发生过专利诉讼或专利许可事件，在该专利公开（公告）号下方会显示

对应的提示图标，如图 2-2所示。其中， 表示专利诉讼， 表示专利许可。 

 
图 2-2 诉讼及许可提示 

 

说明： 

 序号前的蓝点以及公开（公告）号下方的专利诉讼、专利许可、标准必要专利图标，

仅在表格视图和图文视图中直接体现。 

 缩略视图下，专利诉讼、专利许可、标准必要专利图标将在鼠标滑动至专利缩略图上

方时，展示在浮动窗口内显示的公开（公告）号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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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索结果中的某一项专利为标准必要专利（SEP），在该专利公开（公告）号下方会显示 图标

进行提示，如图 2-3所示。 

图 2-3 标准必要专利提示 

 

2.1 二次筛选 
您可以对检索结果中的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再次筛选。需要注意的是，增加检索要素会直接改变检索
式预览框中的内容，而筛选现有字段则不会在检索式预览框中体现。 

2.1.1 增加检索要素 
如果您需要针对本次检索结果增加检索要素时，请参考如下步骤： 

1. 确认新增检索要素的逻辑组合方式，在左上角单击逻辑运算符进行切换。 

：逻辑与，即当前已有检索要素的逻辑组合基础上，同时包含本次过滤关键词的筛选结

果。 

：逻辑非，即当前已有检索要素的逻辑组合基础上，同时不包含本次过滤关键词的筛选结

果。 

2. 在左上角的过滤关键词方框中输入相应检索要素，如图 2-4所示。 

图 2-4 过滤关键词 

 

3. 单击后方 按钮进行二次筛选。 

增加检索要素会直接改变检索式预览框中的内容，如图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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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检索式预览框的变化 

 

2.1.2 筛选现有字段 
检索结果页面左侧区域将为您展示可供您进行二次筛选的字段，并且提供每一个字段在检索结果中数

量排名前五十的项次，您可以对字段项次进行勾选，然后单击筛选，根据对应字段勾选项进行二次筛

选。 

2.2 结果展示设置 
在您浏览检索结果内容时，您可以根据需要对检索结果的排序方式、每页显示专利条数、视图方式以
及显示字段等细节设置进行修改，方便您快速的判别列表中的专利信息。 

在检索结果展示区域的右上方可以进行检索结果展示内容的设置，如图 2-6所示。功能的详细内容介

绍，如表 2-1所示。 

图 2-6 结果展示设置 

 
表 2-1 设置详情 

类型 示例 解释说明 

排序方式 最相关 

您可以按照相关程度、申请日、公开日、优先权日、被引用次

数、INPADOC同族专利数、专利价值的维度进行显示顺序优先

级的排布。 

每页显示专利条数 20 可选择每页显示 20、50或 100条专利。 

视图方式 表格视图 

可选择表格视图、图文视图、快速浏览、缩略视图、全文附图。 

如您的账号同时开通了智慧芽化学数据库，还可以选择视图方式

为化学视图。 

字段及搜索设置 无 
字段设置：表格视图和图文视图可设置检索结果的视图显示字

段。检索结果最多可支持同时显示 12个字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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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可对结果显示、同族专利标签、结果列表显示语言，

以及截词进行设置，参数解释请参考专利检索 > 操作步骤中的表 

1-1。如需进行机器翻译相关设置，需要在输入检索要素时完成。 

2.3 检索式处理 
对于会多次使用的检索内容，可以对检索式进行复制或者保存，方便您后续再次检索对应的专利内
容。 

2.3.1 复制检索式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检索式的复制，如图 2-7所示。 

图 2-7 复制检索式 

 

2.3.2 保存检索式 

单击检索结果右上方 按钮，在弹出窗口中输入保存检索式的名称，并单击提交，如图 2-8所示。

保存成功后，页面上方提示搜索语句保存成功，请在已保存语句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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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保存检索式 

 
如果您需要对已保存语句进行操作，单击 图标，选择已保存语句，如图 2-9所示。 

 
图 2-9 已保存语句 

 
您还可以勾选多条语句进行批量删除或合并，以合并语句为例，操作方法如图 2-10所示。 

说明： 

图标上实际显示的英文大写字母将以您的账号首字符显示。示例账号以字母 e开头，故图

标显示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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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合并语句 

 

2.4 专利导出 
如果您需要对专利进行线下的操作，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专利内容进行导出操作。 

2.4.1 顺序导出 
如果您要按照检索结果排序进行导出，直接单击检索结果右上方 按钮，进行导出设置，如图 2-11

所示。 

 

说明： 

由于您使用的账号权限的不同，导出数据的相关数据量说明，以账号登录后的实际页面展

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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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顺序导出设置 

 

2.4.2 勾选导出 
如果您对检索结果中排序不连贯的部分专利想要做导出的操作，可以勾选想要导出的专利，在右下角

选择 选项或单击检索结果右上方 按钮，进行导出设置，如图 2-12所示。 

 

说明： 

 由于您使用的账号权限的不同，导出数据的相关数据量说明，以账号登录后的实际页

面展示为准。 

 勾选导出支持跨页勾选，您在翻页后仍然可以继续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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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勾选导出设置 

 

2.5 保存到工作空间 
智慧芽专利数据库为您提供特色的工作空间模块，您可以将您感兴趣的专利保存到工作空间。 

您可以通过保存到工作空间的操作，建立属于您或您的团队专属的专利数据库，对相关专利进行归

类、标记、分析等操作。合理的利用工作空间，将极大的提高您的工作效率，以及您的团队相互协作

的流畅度。 

2.5.1 保存所有专利 
如果您要将检索结果中包含的所有专利全部保存到工作空间，请参考如下步骤： 

 

1. 单击检索结果右上方 按钮。 

2. 添加新的工作空间或文件夹，或选择已有工作空间中的文件夹，如图 2-13所示。 

说明： 

 所有专利是指当前检索条件下，不进行分组去重操作的检索结果集合。 

 仅在保存所有专利时，您可以使用自动收录功能，对当前检索条件的结果进行实时跟

踪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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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保存所有专利 

 
3. 单击保存到工作空间。 

2.5.2 保存分组专利 
如果您要将检索结果中已进行分组去重的专利保存到工作空间，请参考如下步骤： 

1. 单击检索结果右上方 按钮。 

2. 单击高级选项，添加新的工作空间或文件夹，或选择已有工作空间中的文件夹，如图 2-14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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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保存分组专利 

 
3. 单击保存到工作空间。 

2.5.3 保存所选专利 
如果您对检索结果中排序不连贯的部分专利想要做保存到工作空间的操作，请参考如下步骤： 

1. 勾选对应的专利。 

2. 在右上方单击 按钮或在右下方选择 选项。 

3. 选择或新建工作空间及文件夹位置，单击保存到工作空间。 

如果您想要进行单条专利的保存操作，请参考如下步骤： 

1. 您可以将鼠标箭头放至对应的专利上方，根据您选择的视图模式不同，您可以直接单击 图标

或 图标。 

2. 选择或新建工作空间及文件夹位置，单击保存到工作空间。 

2.6 提醒设置 
当您关注某个领域或方向专利的最新信息时，您可以对相应的检索结果设置周期性邮件提醒和微信提
醒，系统中一旦有相关内容的更新，将第一时间发送消息至您的邮箱和微信。 

在检索结果页面右上角单击 按钮，为当前检索条件的专利创建相关提醒，如

图 2-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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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提醒设置 

 

2.7 检索结果分析 
您可以针对当前检索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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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检索结果页面和您的工作空间中进行专利分析，本小节将以检索结果页面的分析为例进行简

要的入口讲解。 

在检索结果展示区域的左上方检索结果分析处，可以进行专利分析模块的选择，类型如下： 

 分析：基础分析，您可以针对当前检索结果，通过基础分析快速得出申请人、发明人、技术领

域、申请/公开趋势等图表内容，如图 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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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基础分析 

 
 3D 专利地图分析：系统根据您选择的专利集合进行特征聚类并投射到不同区域中，根据每个聚

类的专利数量形成可视化的山峰山谷，如图 2-17所示。 

图 2-17 3D专利地图分析 

 
 英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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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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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https://insights.zhihuiya.co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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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所示。 

图 2-18 智慧芽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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