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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前言

众所周知，专利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
包括新的发明、新的技术手段以及新的
解决方案。在过去二十年中，专利活动
三倍的增长速度也预示了这些信息将在
市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今，企业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就必须要能够通过评估专利组合的
价值，精准发现技术的发展趋势，解析
竞争对手的专利布局，找出潜在的商业
机会。

智慧芽英策应运而生。我们将带您走进
专利信息宝库，通过可视化的图表，帮
助您找到商业问题的答案。从此告别费
时的信息筛选和冗长的制图工作，助您
在商海中扬帆远航！



基于机器学习对海量
专利数据进行分析

覆 盖 1 0 0 + 行 业 、
6,000,000+企业，
自动智能分析

Insights英策提供多
种图表分析工具，帮
助用户精准分析数据

全球化

支持中、英、日三版
不同语言分析

三大分析报告       
七种专题报告分析

从不同角度和方向满
足客户分析需求

产品导向及定位
Insights英策志在帮助用户快速分析，自定义专利、技术和商业情报



产品价值点介绍
自定义专利&财务分析

1. 自定义添加过滤项：申请年、公开年、法律状态、受理局、专利类型
、IPC、诉讼数据库

· 申请年：专利申请年份周期（近1年、5年、10年）

· 公开年：专利公开年份周期（近1年、5年、10年）

· 简单法律状态：有效、无效、审中

· 受理局：全球106个受理局

· 专利类型：发明申请、授权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 IPC：所有IPC大组

· 诉讼数据库：美国诉讼、中国（不包含台湾地区）诉讼、台湾地区诉讼
、英国诉讼、日本诉讼

2. 财务分析：年销售额、员工数量、市值、专利价值、研发支出、总资
产、无形资产、营业收入、业务收购、资本支出、净收入、总债务、国
际销售、总收入



产品价值点介绍
快速分析（秒级）&

1. 快速分析：

· 单个公司分析

· 自定义组公司分析

· 关键词分析

· 检索式分析

· 工作空间分析

2. 实时掌握专利咨询动态：

·专利追踪（24小时实时更新）：新专利、新诉讼、新许可

· 科技追踪：新专利

· 报告资讯（24小时实时更新）：专利、诉讼、许可

· 邮件推送：每周二定期邮件推送



产品功能详解

INSIGHTS



三大分析报告

公司报告

· 报告目的：快速了解公司专利详情（15个模块维度分析），及时了解竞争对手专利布局战略

· 报告详解：

1. 入口

· 单个公司：输入公司名称或部分关键字搜索公司



三大分析报告

公司搜索框右侧显示【我的自定义组】按钮，展示用户创建的所有自定义组，可以选择一个自定义组来
创建公司报告。



三大分析报告

自定义组管理：

· 点击管理自定义组按钮，进入自定义组管理页面；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创建及管理新的自定
义组 

· 有利于用户添加不同公司（包含母公司、子公司）组创建公司报告



三大分析报告

财务基本信息：

财务信息取自最新的全年数据，例如2016年1月- 2016年12月

· 财务信息主要针对美国上市公司信息，针对未上市公司企业及新三板公司企业，暂无财务信息记录

· 财务信息数据支持Excel数据导出



三大分析报告

财务基本信息：

财务信息取自最新的全年数据，例如2016年1月- 2016年12月

· 财务信息主要针对美国上市公司信息，针对未上市公司企业及新三板公司企业，暂无财务信息记录

· 财务信息数据支持Excel数据导出



三大分析报告

专利分析

专利分析包括专利概况、地理分布、技术分布、重点专利、主要发明人、专利续费趋势、许可交易、
诉讼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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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词云和专利地图。



三大分析报告

最新资讯

浏览公司最新的资讯，包括新专利、诉讼信息、专利许可等信息。



三大分析报告

专利概况模块包括整体概览、专利趋势和新兴技术三大图表：

1. 整体概览

显示了该公司专利的法律状态和专利类型的百分比。

有助于了解公司有效及无效专利的占比情况。专利类型的分布表明公司类型，他们是专注于保护发明
专利的功能还是外观。（简单的法律状态数据覆盖：AT / AU / BR / CA / CH / CN / DE / EP / ES 
/ FR / GB / HK / IT / JP / KR / NZ / RU / SE / TW / US）



三大分析报告

2. 专利趋势

专利趋势图表显示了一个组织的年度专利趋势。 专利申请趋势以绿色进行呈现，专利申请授予的专
利趋势以黄色进行呈现。有助于了解组织的专利步伐和策略。 同一专利申请产生的授权申请数量表
明申请的有效性以及组织为最终授予的专利提交申请的成功率。



三大分析报告

3. 新兴技术

新兴技术图表显示了该公司在原有核心技术领域之外的新的关注点。过去5年的专利增长情况有助于分
析IPC大类的占比情况。有助于了解该公司正在投入研发的新兴技术，借此识别是否值得探索和投资。



三大分析报告

地理分布模块包括地理分布图和年度地理分布战略两个图表。

1. 地理分布图

地理分布图显示了该公司在全球市场的战略布局。

有助于了解公司正在关注并寻求将其产品商业化的市场领域。



三大分析报告

2. 年度地理分布战略

图表显示了该公司在不同国家区域的专利公开趋势。

有助于比较该公司在不同国家区域的发展以及专利战略的变化。



三大分析报告

技术分布模块包括技术焦点和年度技术
战略两个图表。

1. 技术分布图表支持自定义“编辑IPC级别”：

· 用户可以自定义切换IPC级别（小类、大组
、简略大组、小组）

· 简略大组为Insights独家人工解读IPC大组
解释，有利于用户更好理解阅读

· 编辑切换至简略大组级别时，技术分布所
有图表显示切换支持“简略大组”和“IPC大组”



三大分析报告

1. 技术焦点

图表展现了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矩形大小对应的是专利数量。

有助于了解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及资源分配最多的技术领域。图表用颜色代表不同的IPC类别，体
现了该公司是专注于一种应用范围较广的技术还是通过多种不同的技术使其产品多样化。



三大分析报告

2. 年度技术战略

图表显示了该公司的研发方向和关注技术的时间变化趋势。圆的大小表示在特定年份中申请的专利
数量。有助于了解过去20年内重点技术的专利战略，借此分析近年来该公司的关注重点。



三大分析报告

重点专利模块包括最多引用公司、被引用最多的专利、规模最大的专利家族、专利审查的时间和
权利要求的数量五个图表。

1.最多引用公司

图表显示了引用前10项专利次数最多的十\二十家公司。

有助于了解运营范围最接近的公司，以及这些公司如何利用他们的技术。深入了解每项专利，你可以了解如何
借鉴这项技术并预测其发展方向。



三大分析报告

2. 被引用最多的专利

图表显示了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10项专利。

有助于识别哪些专利已广泛应用并且有很多人借鉴这些技术，这些专利更具影响力并代表着公司的核
心创新技术。

*图表右上方选项支持切换前10、20、50件专利分析



三大分析报告

3. 规模最大的专利家族

图表显示了属于较大专利家族的前10项专利。

有助于了解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专利家族。帮助用户识别出众多地区中最为成功的发明专利并在全
球范围内采取保护措施。

*图表右上方选项支持切换前10、20、50件专利分析



三大分析报告

4. 专利审查的时间

图表显示了审查时间最长的前10项专利。专利审查的时间是从申请日到授权日。

有助于识别出有争议的专利。这些专利表明专利局或其他组织是否对其有所争议。此外也表明由于“审
查意见书”的频率而造成专利起诉的高成本。

*图表右上方选项支持切换前10、20、50件专利分析



三大分析报告

4. 权利要求的数量

图表显示了前10项权利要求数量最多的专利。

有助于识别出技术覆盖最广且权利要求数量最多的专利。大量的权利要求项是为了保护多项技术，相
应起草交底书的工作量也会很大，这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技术（在申请时）。

*图表右上方选项支持切换前10、20、50件专利分析



三大分析报告

主要发明人模块支持“编辑发明人”分析

· 用户可以自定义勾选发明人进行分析

· 用户可以自定义合并发明人进行分析



三大分析报告

主要发明人

图表显示了该公司的主要发明人。

有助于确定为该公司专利做出贡献的主要发明人，有助于为公司挖掘人才。



三大分析报告

专利续费趋势
图表显示了在过去20年中每年续费或放弃的专利数量。（仅包括美国发明专利和中国专利数据）

有助于了解公司技术方向的变化。放弃的专利表示公司不再利用这项技术或看不到投资回报率，因此决
定停止投资。续费的专利代表此发明既可以保持潜力，也体现了值得继续投资的回报率。借此可以判断
是否值得研究相似的技术。



三大分析报告

重点诉讼案件模块包括诉讼专利概念图、诉讼结果、诉讼时间线、最多被告公司、主要原
告和最多诉讼专利六个图表。

1. 诉讼专利概念图

图表显示了从诉讼涉及的专利中提取的语义关键词。关键词的大小代表该词关联的案件数量。(使用最新
的10000条专利) 。有助于通过专利中出现的高频词汇了解技术领域。这突出了在该技术领域内持有专
利的诉讼风险。



三大分析报告

2. 诉讼结果

图表显示了已结案的诉讼结果。(仅包括US/GB数据)。有助于了解已结案的诉讼与专利类型、相关技
术、涉案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借此了解该技术是否容易受到诉讼，应避免相关的风险。深入了解
诉讼中关于解决方案的更多细节，如案件的具体流程和法官判案的经历。



三大分析报告

2. 诉讼时间线

图表展现了该公司诉讼数量按年的趋势变化。蓝色表示该公司为原告的诉讼，红色表示公司为被告的
诉讼。（仅包含US / CN / TW / JP数据）有助于了解公司的案件数量、诉讼频率，借此判断作为诉
讼原告应如何维护公司权益。



三大分析报告

3. 最多被告公司

图表显示了因专利侵权而被该公司起诉的当事人。（仅包含US / CN / TW / GB / JP数据）

有助于了解可能侵犯这项技术的公司，监控他们以确保这些公司不会侵权。



三大分析报告

4. 主要原告

图表显示了因专利侵权而起诉该公司的当事人。（仅包含US / CN / TW / GB / JP数据）

有助于了解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内有专利诉讼风险的公司，这也体现了容易涉及诉讼的专利类型。



三大分析报告

5. 最多诉讼专利

图表显示了已在法庭宣告并涉及诉讼次数最多的专利。（仅包含US / CN / TW / GB / JP数据）

有助于识别该公司涉及诉讼最多的专利以及在特定技术领域中具有诉讼风险的专利。

*图表右上方选项支持切换前10、20、50件专利分析



三大分析报告

6. 许可交易

图表显示了该公司的专利许可趋势。（仅包含US/CN数据）

有助于了解该公司的许可战略，他们对合作的开放程度，以及获得许可的专利特征。



三大分析报告

专利市场价值模块包括专利价值分布、行业基准比对和市场价值最高的专利三个图表。

专利价值计算方法：

1. 概述

价值，通常可以基于某些指标进行评估。比如评估一处房产，会基于一些如地理位置、占地面积、使用年限、房间数、设备性能等等指标，进行权
重计算来评估其市场价值。当然，这个评估的价值和最终的成交价可能有所不同，且典型的情况下卖方都比买方期望一个更高的成交价，所以交易
价格本身也存在着一个协商过程。

专利价值也是基于指标的计算，它整合了专利价值相关的25个不同的维度（包括：引用、被引用、专利家族规模、家族覆盖区域、专利年龄、法
律状态等等），同时基于历史上的专利成交案例等进行调整。我们提供的专利价值，类似于房产价值评估，最终提供一种预计的市场价值。

2. 案例

US6618593B1(Location dependent user matching system) 在2008年以2,800,000 美元被交易。我们2010年计算出的该专利价值为：1,835,000 
- 3,263,000 美元。

EP1531832B1 (Therapeutic compositions for use in prophylaxis or treatment of diarrheas) 在2011年以650,000 欧元被交易。 我们2011年计算
出的该专利价值为：531,000 – 944,000 欧元

US6681252B1 (System and method for interconnecting portable information devices through a network based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 
在2008年以275,000 欧元被交易。 我们2010年计算出的该专利价值为： 223,000-397,000 欧元

3. 可靠性

这里的专利价值的计算方法具有完整的体系模型，在使用中也是非常有效，体现出了极高的命中率。对比的几种传统的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其错误
比率通常在几十倍。而我们的专利价值计算方法的错误比率平均只有几个百分点。而实际上100%（比如计算的价值是100,000美元而卖出的价格
为200,000美元）在专利价值计算中也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这里的算法调整为是相对保守的计算方案，即会趋向于取较小的评估价值。

这里的专利价值计算模型基于目前最高的质量标准——FMEA（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遵循QS9000）。我们在数据层面、指标层面和价值计算层
面，也采用了多种方法来降低计算错误风险。同时算法基于机器学习会不断提高计算精度。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这套专利价值计算模型成为目前最
为可靠和准确的专利价值方法。

4. 哪些专利可以被评估？

各国的发明申请、发明授权、实用新型等能被评估，而外观设计并不在我们专利评估范围内。



三大分析报告

1. 专利价值分布

价值分布图基于专利的价值对专利进行评级。有助于通过不同级别的分析，更好地评估专利强弱的分布。



三大分析报告

2. 行业基准比对

行业基准比对图将所选专利组合比对相关行业的平均专利价值水平。有助于评估该公司比对相关行业在核
心技术领域的创新力。



三大分析报告

3. 最多诉讼专利

图表显示了已在法庭宣告并涉及诉讼次数最多的专利。（仅包含US / CN / TW / GB / JP数据）

有助于识别该公司涉及诉讼最多的专利以及在特定技术领域中具有诉讼风险的专利。

*图表右上方选项支持切换前10、20、50件专利分析



三大分析报告

专利转入转出模块包括专利转入及来源和专利转出及来源两个图表。

1. 专利转入及来源

图表显示了该公司转入最多专利的卖家（来源公司）。（仅包含US/CN数据）

有助于了解该公司的收购历史和潜在的专利购买计划，以及内部员工的专利所有权。



三大分析报告

2. 专利转出及来源

专利转出图显示了该公司转出专利的买家（去向公司）。（仅包含US/CN数据）

有助于了解该公司的转出历史和潜在的专利转出计划。



三大分析报告

创新战略

创新战略的计算方法：

1. 数量增长（代理数量增长）

这是该机构专利股的年均增长率。该指标的计算使用复合年增长率（CAGR）公式。

投资成本 =（2016年底专利数量/ 2011年底专利数量）1/5 - 1

2. 质量提升（代理质量改进）

基于高度引用专利的概念，衡量专利的影响或影响。 如果该专利在其队列的前10％中被应用则被确定为高度引用的专利。每个队列
会由专利年份和专利的主要技术类别定义。主要技术类别在IPC子类级别进行定义。技术影响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将组织在最高10％的
高度引用的专利中所占份额归功于其在专利总数中的份额。高于1的数值表明技术对专利产出的影响很大。

 *技术影响指数 = 在每个IPC子类别中，世界上最多被引用的5％的专利中 / 该机构在世界上的总专利总数

3. 市场推动（反映此指标代表市场驱动型研发）

指示组织将尖端技术转化为知识产权的速度。定义为引用为现有技术的美国专利的中位数年龄（向后引用）。利用较新技术的专利将
具有更新近的现有技术，因此缩短了循环时间。对于组织所拥有的每项专利，计算中位数回溯年龄。该组织的技术周期时间（TCT）
是其专利组合总数中位数的平均值。更短的周期时间表明响应最近的技术趋势更敏捷。为了报告的一致性（指标的较高值与策略的较
高优先级相关联），则计算TCT的反向值。

*获得机构的技术周期时间：

· 对于投资组合中的每个专利，计算后向引用的专利的中位数年龄作为现有技术。

· 为了达到该机构的技术周期时间计量，（a）中度量的中位数是在组合中发明的所有专利中计算的然后计算机构技术周期时间的倒
数。反向TCT的较高值表明对市场驱动需求的反应更大。



三大分析报告

4. 学术驱动（代理科学研发）

表示组织的专利比例超过50％的参考书目引用率。 BCR> 50％的专利被视为科学专利。

科学专利的份额 = 机构专利数量超过50％ / 机构投资组合中的专利总数

5. 专业化 - 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代理技术专长）

量化专利组合专业或集中在少量技术领域的程度，而不是在一系列技术类别上均匀分布。 Herfindahl指数使用在IPC子类级别定义的IPC
部门中的专利比例来计算。指数的较高值表示较高的关注度。

其中pi = IPC部门在该机构的专利组合中的份额

6. 多样化（代理技术多元化）

衡量专利组合中技术复杂程度的程度。 “复杂专利”是分为多个技术领域的专利。在IPC子类级别定义了一个技术领域。如果拥有跨越至少
两个IPC子类的技术类，专利被归类为复杂的。复合专利的份额表示组织专利股中包含复杂专利的比例。复杂专利的较高份额表明，产生
跨部门经济活动的更多机会，例如。交叉许可或跨部门技术交易。

复杂专利的份额 = 具有至少两个IPC子类别的技术分类的机构专利数量 / 机构投资组合中的专利总数

7. 国际化（代理国际化）

国际共同发明量化了本机构在本国经济之外与发明人合作研发的程度。

国际共同发明 = 至少有一位与海外地址的共同发明人的机构专利数量 / 机构投资组合中的专利总数

“海外”是指在机构总部所在地以外的经济体系。

8. 合作性（代理联合研发）

共同授权量化了该机构从事外部合作的程度，从而共同创建和拥有知识产权。

共同授权范围 = 拥有多名指定受让人的机构专利数量 / 机构投资组合中的专利总数



三大分析报告

3. 创新战略雷达图

从知识产权的指标中可以得到关于研发专业化、协作和创新的见解

研发策略雷达图的算法是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研发，从8个不同的维度对比各个公司研发策略。



三大分析报告

合资企业与共同申请人模块包括联合
申请公司关系、联合申请时间线、联
合申请专利地域趋势和联合申请专利
科技领域趋势四个图表。



三大分析报告

1. 联合申请公司关系

图表显示了主要联合申请公司专利总量的整体对比。

有助于了解该公司以前是否有过合作经历、对于公开合作的开放程度，借此可以提供其历史合作过的公
司类型的竞争情报。



三大分析报告

2. 联合申请时间线

图表显示了该公司的主要联合申请公司的专利申请的年趋势变化。

有助于 提供该公司历史合作情况的竞争情报，如：建立合作关系的频次、合作关系周期，合作关系积
极性等。



三大分析报告

3. 联合申请专利地域趋势

图表显示了主要联合申请公司在全球市场各自的侧重。

有助于了解该公司所关注的地域市场和联合申请专利的战略方向



三大分析报告

4. 联合申请专利科技领域趋势

图表显示了该公司的主要联合申请公司在不同技术侧重点上的差异。

有助于了解该公司的合作对象及其倾向于发展的技术领域。

*该图表支持显示切换“简略大组”和“IPC大组”



三大分析报告

支持用户自定义“编辑公司”选项分析：

· 用户可以自定义勾选公司进行分析

· 用户可以自定义合并公司进行分析

竞争对手与相似专利组合模块包括相似专利
组合、专利价值、专利年趋势和专利地域趋
势四个图表。
相似专利组合是通过两方面的分析计算得到的，它
既分析了申请人的所有专利，同时也根据他们的专
利文本分析和过去5年内专利申请的IPC小组分布
来计算他们最近的技术路线。这表明哪些组织具有
最相似的技术焦点，并基于过去5年所有的专利申
请来识别相似专利组合。



三大分析报告

1. 相似专利组合

图表显示了和该公司拥有相似专利组合的主要公司专利总量的整体对比。

有助于评估该公司在相似技术领域内的专利组合规模。



三大分析报告

2. 专利价值

相似专利组合的专利价值图显示了每个组织持有最相似投资组合的专利总价值。

有助于评估该公司在相似技术领域内的专利价值。



三大分析报告

3. 专利年趋势

图表显示了持有相似专利组合的公司的年度专利公开趋势。

有助于比对一个组织和其他有相似专利组合的组织的专利活动。



三大分析报告

4. 专利地域趋势

图表显示了拥有相似专利组合的公司专利地域趋势（申请和授权）。

有助于比对一个组织和其他有相似专利组合的组织的专利申请地域分布。



三大分析报告

创新词云

标签云显示了该公司最近10,000条专利中最常见的关键字。

有助于：快速了解该公司的的研发重点。



三大分析报告

圆形图

圆形图从最近10,000条专利中提取语义关键词，外层的关键词是内层关键词的进一步分解。

有助于：了解该公司更详细的技术焦点。



三大分析报告

专利地图(支持点击“前往3D
专利地图”)

专利地图是技术空间中专利
的3D呈现。分析的因素是
语言相似性和IPC共同性。
专利地图使该公司的科技布
局可视化，高峰代表了技术
聚焦的领域，低谷则意味着
技术盲点(潜在的机会或者
待开拓的领域)。



三大分析报告

财务分析包括专利续费趋势、专利市场价值和专利转入转出。

图表内容同专利分析中相对应的模块分析，财务分析模块将专利分析中涉及到财务信息概念的图表整合到
一起，方便用户快速浏览财务信息分析。



科技报告

科技报告
· 报告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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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告详解：

1. 关键词入口

关键词在专利的标题和摘要中精确搜索。支持AND、OR、NOT连接关键词，如 "手机 AND (屏幕 OR 电池)”



科技报告

2. 检索式入口

检索式默认在专利的全文中搜索。支持智慧芽检索式，如"IPC: H04Q AND PBD:[19990101 TO 20151231]"



科技报告

2. 工作空间入口

工作空间功能从智慧芽数据库读取用户的工作空间列表，基于选中工作空间的全部专利生成分析报



科技报告

1. 财务信息模块
显示当前科技领域中拥有专利数量最多的前十家公司的专利及财务信息

专利分析

（下划线模块同公司报告专利分析）专利分析包括专利概况、地理分布、技术分布、重点专利、主要发明人、专
利续费趋势、许可交易、诉讼案件、专利市场价值 、主要公司、竞争对手与相似专利组合、创新词云和专利地
图。



科技报告

*财务信息数据支持Excel导出



科技报告

主要公司
图表显示了该技术领域内主要公司专利总量的整体对比。

有助于：了解该技术领域内的主要公司和竞争威胁。



科技报告

专利年趋势
图表显示了过去20年主
要公司的专利公开的年
趋势变化。

有助于：判断出该领域
内的传统主导公司和新
进入公司



科技报告

专利地域趋势
图表显示了在该技术领域
内的主要公司在全球重要
市场范围内拥有的专利数
量。

有助于：确定该技术领域
内的主要公司正在关注哪
些市场并寻求将其产品商
业化，同时标示着全球市
场范围内已经成熟并渗透
的科技领域。



科技报告

专利科技领域趋势
图表显示了该科技领域内
在不同技术点上主要公司
所拥有的专利数量。

有助于：了解相关技术领
域内的主要公司及不同技
术侧重点上的差异。



科技报告

领域地图
领域地图显示了该技术领
域内主要公司的专利关键
词。格子数量表示每家公
司的专利覆盖率，每个格
子代表相同数量的专利。
（使用最新的10000条专
利）

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该
技术领域内主要公司相关
的技术概念，借此区分不
同公司的技术焦点。



竞争报告

竞争报告
· 报告目的：快速对比分析
不同公司专利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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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告详解：

1. 单个公司入口：至多选择
分析5个公司

2. 自定义组入口



竞争报告

*财务信息数据支持Excel导出

主页
专利分析

（下划线模块同公司报告专利分析）专利分
析包括专利概况、地理分布、技术分布、重
点专利 、专利续费趋势、 诉讼案件、专利
市场价值 、创新词云和专利地图。



专题报告 - 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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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在管理专利组合的时候，区别维护
不同价值的专利，有利于优化专利相关
资源。这份报告将为您解决”专利组合
的总价值如何？“”其中哪些是最有价值
的专利？“等相关问题。

创建入口支持公司、关键词、检索式



专题报告 - 诉讼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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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帮您解答“谁是领域内最多诉
讼的公司？”“哪些专利主题侵权风险很高？”等相关问题。 仅包括US / CN / TW / GB / JP诉讼信息。



专题报告 - 诉讼威胁

创建入口支持公司、关键词、
检索式、工作空间



专题报告 - 诉讼历史

诉讼历史
这份报告将帮助您找出一家公司的
全部诉讼历史和诉讼成功率，解答
关于“该公司面临怎样的诉讼风险
？”“哪些专利侵权风险很高？”“对
于专利诉讼，案件当事人的处理方
式？”等问题

*创建入口支持公司



专题报告 - 3D专利地图

· 创建入口支持搜索公司（检索式）并限制
科技领域、工作空间

· o 主页（3D专利地图快速创建，创建完
至专利地图页面）

3D专利地图会围绕您公司投资组合的知识产权
活动提供战略互动地图。这将对现有竞争对手
，新进入者和不可预见的创新领域的活动进行
战略性的概述。



专题报告 - 模拟合并

创建入口支持搜索两个公司

模拟合并
在合并或收购中，对被考虑的公司进行早期知
识产权尽职调查至关重要。与税务和文化注意
程度一样，知识产权需要报告两个组合之间的
协同作用和不一致之处，并了解并购如何影响
其专利组合。这个专题报告有助于回答“如何获
得这个投资组合会影响我的投资组合的技术重
点”这个问题，“将与这家公司合并，从而拓宽
投资组合的地理覆盖面”。



专题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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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通常这可能是一个耗时且劳动密集
的过程。

定义的细化过程，续费费用预测可以帮
助回答诸如“哪些专利值得保留和更新
或放弃”等整体问题，并有助于专利维
护决策。





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 - 许可受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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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通常这可能是一个耗时且劳动密集
的过程。

定义的细化过程，续费费用预测可以帮
助回答诸如“哪些专利值得保留和更新
或放弃”等整体问题，并有助于专利维
护决策。



检索逻辑说明

1. 公司搜索逻辑：
Insights只支持搜索为当前标准申请人公司，即为当前申请人标准化之后的公司名

2. 报告默认折叠方式
三大报告（公司、科技、竞争）默认分析偏好为：每件申请取一个公开文本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