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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ncoPat 是第一个将全球顶尖的发明智慧深度整合，并将数据翻译为中

文，为中国的企业决策者、研发人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提供科技创新情报

的专利信息平台。 

incoPat收录了全世界范围的海量专利信息, 集成了专利检索、专题库、

分析和监视预警等多个功能模块，能为您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创新情报，

给您便捷高效的操作体验，帮助您充分运用专利信息。  

本手册是 incoPat4.0 版本使用技巧培训的文字说明，有关 incoPat 的操

作说明请参考《incoPat 用户使用手册》，或者 incoPat 网站上的“帮助中心

->>系统说明”。 

 

 



一、数据 

  1    35   

 

一、整体情况 

1.1 数据收录及加工 

incoPat 目前收录了全球 102 个国家、组织或地区，超过一亿件的专利

文献，数据采购自官方和商业数据提供商，并且将专利著录信息、法律、运

营、同族、引证等信息进行了深度加工及整合，每周至少动态更新 3 次。 

对于法律和运营数据收录的范围如图 1-1 所示，包括： 

 中国大陆、美国、日本和台湾的诉讼数据。 

 中国大陆和美国的转让数据。 

 中国大陆的许可、质押、复审、无效和海关备案数据。 

 

图 1-1 法律和运营数据收录范围 

此外，对于中国大陆的专利，incoPat 收录了中文和英文的著录信息；

非中文专利不仅收录了英文著录信息，部分小语种的标题和摘要信息，还对

英文标题和摘要预先机器翻译成了中文，从而实现了中、英文检索和浏览全

球专利，有助于用户提高检索和阅读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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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三种语言的标题和摘要信息 

1.2 个性化首页 

首页可以让用户基于使用习惯定制显示不同的功能模块，通过访问各模

块的常用项来使用模块功能，提高操作效率。 

在首页可自定义显示的功能模块包括简单检索、常用基础库、常用专业

库、常用文件夹和我的分析项目。 

 

图 1-3 个性化首页界面 

 



  一、整体情况 
 

  3    38   

 

1.3 数据库构成 

最新上线的 incoPat4.0 版本包含原始数据库和同族数据库两个数据库，

用户可实现数据库的自由切换，切换菜单的位置如图 1-4 所示，其中： 

 原始数据库可按照专利申请的国家/地域，将每件专利文献分开进行

检索和展示。 

 同族数据库可将每个专利家族作为一项进行检索和展示。 

 

图 1-4 incoPat的数据库切换菜单 

下文将主要针原始数据库的检索、专题库&我的收藏、分析和监视功能

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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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索 

2.1 检索入口 

incoPat 原始数据库提供了 7 种检索入口，分别是：简单检索、高级检

索、批量检索、引证检索、法律检索、语义检索和扩展检索。 

2.1.1 简单检索 

简单检索是一种较模糊的检索方式，在检索框中输入任意信息即可实现

同时对多个字段的检索。 

 

图 2-1 简单检索界面 

2.1.2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入口不仅可以实现准确字段的检索，而且字段内部以及字段间

可以实现逻辑运算，从而编写复杂逻辑关系的检索式。 

如图 2-2 所示，高级检索的界面分为”选择数据范围”、”表格检索”

和”指令检索”三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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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高级检索界面 

 在“选择数据范围”区域，incoPat 不仅将专利申请国家/地区进行

了区分，而且对专利的类型和文本进行了区分。 

例如对于中国专利，“中国发明申请”数据库收录的是发明专利的申请

公开文本，“中国发明授权”数据库收录的是发明专利的授权公告文本，因

此如果希望检索结果中一件专利仅出现一种文本，在选择数据库时可以只勾

选其中之一。 

 在“表格检索”区域，选择指定的字段输入检索要素即可实现检索，

各按钮功能如图 2-3 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同一类别的字段之间可以自行设定逻辑运算关系，不同

类别的字段之间默认为“AND”的关系。 

 

图 2-3 表格检索的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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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令检索“区域，可以自行编辑逻辑关系较为复杂的检索式，各

功能按钮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指令检索的功能说明 

“原始字段代码说明”中可以查看 incoPat 提供的全部 237 个字段说明

及检索样例，包含技术、公司&人、地域、分类、日期、法律、引证、同族

等类别。 

需要注意的是，在 incoPat 中选择“标题”和“摘要”两个字段进行检

索时，会同时检索原文和翻译数据，检索结果往往多于其他检索系统，因此

如果仅希望对标题和摘要原文进行检索，可使用“TIO（原始标题）”和“ABO

（原始摘要）”字段。 

2.1.3 批量检索 

批量检索界面如图所示，可以实现一次输入 500 个号码进行检索，或者

输入 100 个号码提取 PDF 格式的专利说明书，支持的号码格式包括公开（公

告）号、申请号、优先权号。 

系统支持查看号码的匹配情况，对未查到的号码可以通过模糊匹配检索

是否有其他公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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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批量检索界面 

2.1.4 引证检索 

引证关系的示例如图 2-6 所示，“引证”信息对应在先申请的相关专利，

“被引证”信息对应在后申请的相关专利。 

 

图 2-6 引证关系图 

在引证检索入口，可以通过表格检索和指令检索的方式来实现多种引证

相关信息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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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引证检索界面 

2.1.5 法律检索 

法律检索入口包含 6 个子入口，分别为“法律状态检索”、“专利诉讼检

索”、“中国专利许可检索”、“专利转让检索”、“中国专利质押检索”和“中

国复审无效检索”。 

1. 如图 2-8 所示，在“法律状态检索”入口可检索三种不同细致程度的

法律状态信息： 

 检索法律状态全文中所包含的文字信息。 

 检索专利的有效性，包含有效（获得授权且法律状态全文中未公

布失效）、失效和审中三种状态。 

 检索中国专利当前的详细法律状态。 

 

图 2-8 法律状态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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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图 2-9 所示，在“专利诉讼检索”入口可以利用表格检索中国大陆、

美国、日本和台湾的诉讼信息，也可将诉讼当事人、法律文书内容、裁决发

生地等信息与专利基本著录信息进行联合检索。 

 

图 2-9 专利诉讼检索界面 

3. 如图 2-10 所示，在“中国专利许可检索”入口可以利用表格检索在

中国知识产权局进行许可备案的数据，也可将许可人、被许可人与专利基本

著录信息进行联合检索。 

 

图 2-10 中国专利许可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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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图 2-11 所示，在“专利转让检索”入口可以利用表格检索中国和

美国专利的转让数据，也可将转让人、受让人与专利基本著录信息进行联合

检索。 

 

图 2-11 专利转让检索界面 

5. 如图 2-12 所示，在“中国专利质押检索”入口，可以利用表格检索

中国知识产权局登记的质押信息，也可将出质人、质权人等信息与专利基本

著录信息进行联合检索。 

 

图 2-12 中国专利质押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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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图 2-13 所示，在“中国复审无效检索”入口，incoPat 将复审申

请和无效宣告申请进行了区分，可以通过表格检索的方式将请求人、决定全

文等信息与专利基本著录信息进行联合检索。 

 

图 2-13 中国复审无效检索界面 

2.1.6 语义检索 

如图 2-14 所示，在语义检索界面输入专利公开号或一段文字，系统可

根据语义算法模型自动匹配出一些相关度较高的专利，无需花费较多时间选

择检索关键词及编写检索式，是查新和无效宣告检索的一种较好辅助手段。 

 

图 2-14 语义检索界面 

 



  二、检索 
 

  12    38   

 

2.1.7 扩展检索 

如图 2-15 所示，在扩展检索界面输入专利公开号或一段文字，系统会

提取出一批关键词，并列出这些关键词的扩展相关词（包含同义词、近义词、

关联概念、上下位概念等），供用户选取编写检索式。 

 

图 2-15 扩展检索界面 

如图 2-16 所示，在使用扩展检索时，用户把需要检索的词添加到选中

区，选择所需检索的字段生成逻辑检索式后，可进一步编辑逻辑检索式，或

者直接运算逻辑检索式。 

 

图 2-16 扩展检索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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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检索历史 

如图 2-17 所示，在检索历史界面（可通过主菜单“历史”中的“检索

历史”进入），用户可以对最近两周的检索历史进行逻辑运算，操作方法包

括以下两种： 

1. 在指令检索框中利用检索式的编号编写逻辑检索式后，执行检索操作。 

2. 勾选指定的检索式后，点击界面中的布尔逻辑运算符，界面上方的指

令检索框中将会生成包含检索式编号的指令检索式，执行检索操作。 

 

图 2-17 检索历史界面 

2.3 辅助查询工具 

incoPat 提供了申请人、IPC 分类、洛迦诺分类、相关词、国别代码和

省市代码等辅助查询工具，下面将对几种常用的工具进行介绍。 

2.3.1 申请人辅助查询工具 

为帮助用户查全申请人的全部专利，incoPat 对超过一万家公司的中文

和英文名称进行了梳理，并提供了申请人辅助查询工具。 

如图 2-18 所示，在申请人辅助查询工具中，用户可使用申请人名称的

中文或者英文关键词查找相关名称，然后选择指定的名称在申请人和受让人

字段中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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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申请人辅助查询工具界面 

2.3.2 IPC、洛迦诺分类辅助查询工具 

IPC 分类（国际专利分类）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分类，洛迦诺分

类是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分类。 

如图 2-19 所示，在 IPC、洛迦诺分类辅助查询工具中，可通过分类号

查找到相应的中文说明，通过中文关键词查找到相应的分类号。 

 

图 2-19 IPC辅助查询工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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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相关词辅助查询工具 

为帮助用户编写检索式时进行词汇扩展，incoPat 对专利中的词汇进行

了抽取及语义关联，提供了相关词辅助查询工具。 

如图 2-20 所示，在相关词辅助查询工具中，可以输入关键词查找其相

关的词汇（包含同义词、近义词、上下位概念或者相关概念等），用于选取

编写检索式。 

 

图 2-20 相关词辅助查询工具界面 

2.4 检索规则 

2.4.1 逻辑运算符 

如果需要检索条件满足特定的逻辑关系，可以使用逻辑运算符来实现。

incoPat 支持三种逻辑运算符，分别是： 

 逻辑与——AND，检索结果需同时满足“AND”连接的两个条件。 

 逻辑或——OR，检索结果只需满足“OR”连接的两个条件之一。 

 逻辑非——NOT，检索结果需满足“NOT”连接的前一个条件，而

不满足后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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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逻辑运算符 

三种逻辑运算符的优先级为 NOT>AND>OR，可以使用括号区分优先

级。优先级运算的区别示例如图 2-22 所示。 

 逻辑检索式“TI=（A OR B AND C）”，首先会运算“B AND C”的

结果，然后再与 A 进行 OR 的运算。 

 逻辑检索式“TI= ((A OR B) AND C)”，首先会运算“A OR B”的结

果，然后再与 C 进行 AND 的运算。 

图 2-22 逻辑运算符优先级示例 

2.4.2 位置符 

如果需要一个字段中同时包含两个关键词，并且两者的距离不是很远的

话，可以使用位置符来实现。 

incoPat 目前支持 2 种位置符，分别为有序位置符——“w”和无序位

置符——“n”。 

有序和无序位置符的写法示例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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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位置符的写法示例 

类型 符号 介入字/单词数 示例 

有序 w 1-9 

手机(w)电池，“手机”需位于“电池”之前，并且相

隔 0-1 个字。 

car(5w)engine，“car”需位于“engine”之前，并

且相隔 0-5 个单词。 

无序 n 1-9 

手机(9n)电池，“手机”与“电池”的位置无前后要

求，可相隔 0-9 个字。 

car(5n)engine，“car”与“engine”的位置无前后

要求，可相隔 0-9 个单词。 

 

位置符的其他使用及解析规则为： 

 位置符可以与逻辑符嵌套使用，例如“(A or B)(w)(C or D)”，系统

会解析为“A(w)C or A(w)D or B(w)C or B(w)D”。 

 位置符可以连用，例如“A(2n)B(3n)C”，系统会解析为“A(2n)B and 

B(3n)C”。 

2.4.3 截词符 

由于英文单词可能存在不同拼写方法或变形形式（如单复数、不同时态

等），编写英文检索式时为了保证查全率需要全部列出，但是可能会花费较

多时间。为了快速编写检索式，可以使用截词符来进行单词或者数字的模糊

检索。 

incoPat 提供了三种截词符，分别为“$“、”？“和”*“，使用方法及

示例如下： 

 “$”代表 0-1 个字符，如“car$””表示字母“r”的后方可存在 0

个或者 1 个字母，可检索出“car”、“cars”和“card”等单词；“12$”可

检索出“12”、“120”、“121”等数字。 

 “?”代表 1 个字符，如“car?”表示字母”r”的后方存在一个字母，

可检索出“cars”和“card”等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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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0-n 个字符，如“car*”表示字母”r”的后方可存在任意

数量的字母，可检索出“car”、“cars”、“cards”等单词。 

此外，使用截词符时需要注意： 

 截词符仅限于单个英文单词内部和数字中使用。 

 目前尚不支持在引号中使用截词符，如不支持检索“TI=(“electronic 

vehicle$”)”。 

 目前尚不支持截词符和位置符联合使用，如不支持检索

“TI=(electronic(2w)vehicle$)”。 

2.4.4 范围检索 

如果需要检索时间段或者数字范围，可以使用范围检索。 

范围检索用“to”连接日期或数字的起始点（“to”前后日期、数字格

式建议一致），外层需写出中括号“[ ]”，检索式示例如表 2-2 所示。 

表 2-2 范围检索式示例 

2.4.5 其他规则 

1. 检索式不区分大小写和中英文输入法，长度建议不要超过 1 万字符。 

2. 少数号码格式与其他系统不同，如号码检索出现问题，可以参考“帮

助中心->>号码格式说明”进行号码格式修改，或咨询客服人员。 

3. 英文词组需要用双引号引起，否则系统会把空格默认为“AND”逻

辑。 

例如，如果希望在标题中检索词组 electronic vehicle，应写成

“TI=(“electronic vehicle”)”；如写成“TI=(electronic vehicle)”的话，

会被解析为“TI=(electronic and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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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括号需要成对使用，并且注意使用位置。 

例如，如果希望标题中包关键词 electronic 和 vehicle，检索式应写成

“TI=(electronic and vehicle)”或“TI=(electronic vehicle)”；如写成

“TI=electronic vehicle”的话，可能会被解析成“TI=electronic AND 

ALL=vehicle”，扩大了检索范围。 

5. “.”、“/”、“-”、“&”、“%”等符号的处理规则为： 

 当“.”位于数字与数字之间，或字母与字母之间时，系统不会对

该符号进行特殊处理，例如检索式“AP=(amazon.com)”中的

“amazon.com“会被解析成一个单词，因此与“AP=(amazon com)”

的结果不同。 

 当“.”位于数字与字母之间时，以及“/”、“-”、“&”、“%”

等其他符号位于数字或字母间时，系统会将这些符号处理为空格，并

且相当于是起了类似于双引号的连词功能，例如检索式”TI=(“USB 

KEY”)“、”TI=(USB-KEY)“、”TI=(USB%KEY)“、”TI=(USB&KEY)

“的结果一致。 

 当检索条件中包含汉字时，系统会将这些符号处理为空格，由于

中文检索会自动忽略空格，因此检索式“IN=(R.保罗)”、“IN=(R 保

罗)”、“IN=(R-保罗)”或“IN=(“R 保罗”)“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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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检索结果的显示与输出 

2.5.1 检索结果的显示 

在检索结果显示界面，用户可自行设置检索结果排序方式、显示方式、

显示字段和关键词高亮。各功能按钮的位置如图 2-23 所示。 

 

图 2-23 检索结果显示界面 

1. 用户可使用八种方式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除相关度、公开（公告日）、

申请日排序外，还可以按照被引证次数、同族数量和合享价值度排序，一定

程度上帮助用户从众多的检索结果中快速找出重要程度较高的专利。 

其中，合享价值度是合享新创公司制作的专利价值度评估体系，选取了

业内常见的专利价值评估指标，从技术稳定性、技术先进性和保护范围三个

维度综合衡量专利的价值度。合享价值度评估结果示例如图 2-24 所示。 

 

图 2-24 合享价值度评估结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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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图 2-25 所示，在语义检索结果显示界面，专利标题前方会列出

参考的语义相关度。 

 

图 2-25 语义检索结果显示界面 

2. 用户可以选择五种显示方式，分别为列表显示、图文显示、首图浏览、

深度浏览和多图浏览。其中在“图文显示”方式下，用户还可以自行设定所

需显示的字段。 

 

图 2-26 自定义显示字段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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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可以自定义设置所需高亮的关键词及高亮的颜色。 

 

图 2-27 关键词高亮设置界面 

2.5.2 二次检索和筛选 

在“列表显示”、“图文显示”和“多图浏览”这三种显示方式下，用户

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统计筛选和筛选关键词。 

其中统计筛选目前支持 73 个字段；筛选关键词是基于语义算法，从当

前界面的专利中提取关键词，供用户选择后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和过滤。 

 

图 2-28 二次检索和筛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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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在线收藏与下载 

在检索结果显示界面的右侧有一系列工具栏，可以对检索结果执行保存

（打印、发送邮件、下载著录项目）、下载说明书 PDF 原始文件、引证分析

和导入文件夹等操作。 

 

图 2-29 在线收藏与下载的相关工具栏 

当下载的文件数量较大时，系统后台打包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可能无

法在当前界面弹出下载框，此时可进入“历史->>本周下载历史”界面查看

数据打包状态及进行下载。 

 

图 2-30 本周下载历史界面 

2.5.4 专利详览 

在检索结果的显示界面，点击专利相关信息可进入单件专利详览界面

（列表显示、图文显示和多图浏览为点击专利标题，首图浏览方式下点击图

片，深度浏览方式下点击公开/公告号），可以进入专利信息详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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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31 所示，在专利详览界面不仅可以点击不同的标签来查看单件

专利著录项目、法律信息（法律状态、转让、诉讼、复审无效等）、附图、

说明书 PDF 原始文件、同族专利等信息，还可以进行单双页显示方式的切换，

以及设置关键词高亮。 

 

图 2-31 专利详览界面 

2.5.5 个性设置 

如果需要对检索界面、检索结果显示界面和文件保存格式的默认设置进

行调整，可以通过用户名下拉列表中的“个性设置”来实现，个性设置界面

及进入途径如图 2-32 所示。 

 

图 2-32 个性设置界面及进入途径  



  三、专题库&我的收藏 
 

  25    38   

 

三、专题库&我的收藏 

如果将检索式或者专利数据进行在线保存的话，不仅检索式命中和专利

数据状态与 incoPat 的最新数据同步，而且还可以实现数据共享和标引功能。 

总体而言，“专题库”和“我的收藏”区别在于： 

 “专题库”（包含“基础库”和“专业库”）中的内容可以在“我的基

础库/专业库”与“分享基础库/专业库”之间进行选择，后者可以在一个机

构中的多个账号间共享； 

 “我的收藏”（包含“保存的检索式”和“文件夹”）中的内容仅为账

号私有，不支持共享。 

系统还支持专题库和文件夹的“回收站”功能，删除的数据可保留两周，

为用户误删除库或节点后恢复数据提供帮助。 

3.1 专题库 

3.1.1 基础库 

用户可以根据需求建立基础库的树形菜单结构（如从技术类别、竞争对

手等不同角度来建立），为结构中的节点编辑一个检索式，从而每次点击节

点时可看到最新的检索结果。 

基础库的界面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基础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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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专业库 

与基础库类似，用户可以根据需求建立专业库的树形菜单结构，结构中

的节点可导入指定的专利数据，从而每次点击节点时看到的均为数据最新状

态（法律、同族、引证等状态信息）。 

此外专业库还拥有标引（根据需求对专利数据标记类别及相应的标签）

和评论功能，对标引的结果不仅支持统一编辑，而且还支持统计分析。 

专业库的界面如图 3-2 所示。 

 

图 3-2 专业库界面 

3.2 我的收藏 

3.2.1 保存的检索式 

用户可以按照检索项目将检索式保存在“保存的检索式”中，界面及进

入途径如图 3-3 所示。 

 

图 3-3 保存的检索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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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文件夹 

文件夹功能的操作与专利库类似，用户可以根据需求建立文件夹的树形

菜单结构，结构中的节点可导入指定的专利数据，从而每次点击节点时能看

到数据的最新状态（法律、同族、引证等状态信息）。 

同样，文件夹也拥有标引（根据需求对专利数据标记类别及相应的标签）

和评论功能。 

文件夹的界面如图 3-4 所示。 

 

图 3-4 文件夹界面 

  



  四、分析 
 

  28    38   

 

四、分析 

incoPat 可对批量数据进行统计和聚类分析，对单件专利进行引证分析。

其中，引证分析的功能按钮位于专利详览页面，统计和聚类分析的功能按钮

位于检索结果显示界面，位置如图 4-1 所示。 

 

图 4-1 统计和聚类分析的功能按钮 

4.1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是对专利常用著录信息进行量化统计，并将分析结果以图表形

式展示。 

在专利统计分析界面，用户不仅可以点击左侧的常用分析模板进行结果

的快速查看，也可以自定义分析维度、字段及数据范围。此外，还可以将统

计分析的原始数据添加到分析项目。 

统计分析的界面如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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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统计分析界面 

4.2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基于语义算法，提取专利标题、摘要和权利要求中的关键词，

根据语义相关度聚出不同类别的主题，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技术类别分析。 

聚类分析的结果有地图、分子图、矩阵图和饼图这四种呈现方式，其中： 

1. 聚类地图的颜色深浅代表专利密集程度，既可以使用“刷子”和“铅

笔”工具选择指定区域进行专利统计（界面如图 4-3 所示），也可以

按照不同统计类别在专利地图上呈现相应专利数据点（界面如图 4-4

所示）。 

 

图 4-3 聚类地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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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聚类地图上呈现专利数据点的操作界面 

2. 聚类分子图的圆圈大小代表不同聚类主题的专利数量多少，一个圆

点代表一件专利，与地图方式类似，可以根据不同类别进行统计并

在图中呈现，界面如图 4-5 所示。 

 

图 4-5 聚类分子图界面 

 

 

 

 



  四、分析 
 

  31    38   

 

3. 聚类矩阵图是以矩阵的形式展示各聚类技术主题的不同著录信息统

计结果，界面如图 4-6 所示。 

 

图 4-6聚类矩阵图界面 

4. 聚类饼图是以圆环的形式展示各聚类技术主题专利数量分布情况。

饼图内侧的圆环代表一级聚类主题的数量分布情况，外侧圆环代表

二级聚类主题的数量分布情况，界面如图 4-7 所示。 

 

图 4-7 聚类饼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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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引证分析 

引证分析是基于专利的前后引用情况生成通过引证关系图，通过引证分

析可以达到查看技术相关专利，了解技术发展脉络等目的。 

在单件专利详览页面点击“引证专利”菜单后，可对该专利的前、后多

级引证情况进行图形化的展示，引证分析的结果示例如图 4-8 所示。 

 

图 4-8 引证分析结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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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视 

为方便用户定期监视竞争对手或者重点技术的最新专利公开情况和专

利状态变化情况，incoPat 提供了监视功能，可以对指定检索式周期性地监

控最新检索结果命中，或者对指定专利数据周期性监控状态变化，并根据用

户设置的监视周期、发送内容和文件格式，定期向用户指定邮箱发送专利监

视结果。 

如需创建一个新的监视策略，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创建新监视”界面：可通过界面上方的主菜单进入，也可以

通过检索结果显示界面、检索历史界面、专题库、文件夹和保存的

检索式界面中的“监视”链接进入。 

2. 设定监视对象：“监视最新检索命中”是监视检索式最新命中了哪些

专利，界面如图 5-1 所示；“监视专利状态变化”是监视保存在专业

库或文件夹里的专利的法律状态、同族专利、引证信息和专利权人

等状态变化情况，界面如图 5-2 所示。 

 

图 5-1监视最新检索命中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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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监视专利状态变化界面 

3. 设定监视的周期、发送内容、文件格式和发送的邮箱地址，界面如

图 5-3 所示。对于“无监视结果”的情况，用户可以选择发送邮件

或者不发送邮件两种方式。 

 

图 5-3 监视邮件发送设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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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希望控制监视策略的运行，或者修改已设定好的监视策略，

可在“监视列表”界面批量管理监视策略的删除、暂停和继续操作，也可对

单条监视策略进行编辑、删除及手动点击执行数据发送操作。界面如图 5-4

所示。 

 

图 5-4 监视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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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族数据库 

incoPat 同族数据库是按照扩展同族将专利家族中的基本信息合并，可

将每个专利家族作为一个文件进行检索和展示。目前提供“检索”和“历史”

两大功能，界面及操作方法与原始数据库基本类似。 

6.1 检索入口 

如图 6-1 所示，检索”功能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批量检索”

和“引证检索”四个入口，共提供 122 个检索字段。 

 

图 6-1 同族数据库的检索方式切换 

在同族数据库进行检索时，会将检索条件与专利家族中的多件专利进行

匹配，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检索结果的查全率。例如一个专利家族包含十

件专利，在专利标题中检索“LTE”，系统会检索这十件专利的标题中是否包

含“LTE”，只要有一件专利标题中包含，这个专利家族便会被命中。 

另外在选择数据范围时，如果地域选择“中国（CN）”，系统会在包含

有中国同族的所有专利家族中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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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检索结果的显示 

如图 6-2 所示，在进行检索结果的显示时，专利标题和摘要信息优先展

示的是母语为中文和英文的同族成员，例如优先选取专利家族中的中国专利

标题作为中文标题显示，美国专利的标题作为英文标题显示。 

 

图 6-2 同族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显示界面 

在专利详情界面不仅能查看专利家族合并后的主要著录信息，还可以按

照申请时间的先后分别查看所有家族成员的主要著录信息，如图 6-3 所示。 

 

图 6-3 同族数据库的专利详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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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您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欢迎通过客服电话、客服 QQ 或

者客服邮箱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客服电话：400-0123-045 

客服 QQ：4000123045 （点击 incoPat 网页右上角“在线咨询”） 

客服邮箱： service@incopat.com 

 

mailto:service@incop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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