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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登入?
請透過這個連結進入Derwent Innovation的產品登入頁面

https://clarivate.com/products/derwent-innovation/

點選產品登入

附註說明

Derwent Innovation是在雲端運作

的專利資料庫。完全不需安裝。使

用者可將產品登入頁面加入瀏覽器

中的「我的最愛」。

或透過搜尋引擎搜關鍵字

Derwent Innovation

即可找到產品登入頁面

https://clarivate.com/products/derwent-innovation/
https://clarivate.com/products/derwent-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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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登入?

輸入您的使用者信箱(帳號)與密碼並點選登入

附註說明

Derwent Innovation的設計是一個

帳號對應一個使用者。啟用前便會

跟使用者確認登入信箱並要求初次

使用的使用者重設新密碼(Forget 

your password)。

使用者在任何裝置都能隨時登入

Derwent Innovation。惟，後面的

登入會將前面的登入給踢出。



認識初始畫面: 快速搜尋欄

左上角的Derwent Innovation是「首頁鍵」
在任何頁面點選都可以跳回初始畫面

附註說明

Smart Search 智慧檢索，使用者
可以直接輸入關鍵字或貼上一段技
術描述，快速獲得檢索結果。

點選下拉選單可調整為

Publication number ，使用者可
以輸入一或多個專利號，但必須加
入國家代碼 (Country code: US EP 
JP CN…)

快速搜尋欄

有關於Smart Search的詳細說明請
參考下方連結: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
innovation/support/help/index.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hel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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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搜尋欄: Smart Search智慧檢索

直接輸入關鍵字或貼上一段技術描述

AI輔助檢索，快速獲得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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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搜尋欄: Publication number 專利號檢索

直接輸入/貼上專利公開
號，必須加上國家代碼

快速獲得對應這些專利號的專利



認識初始畫面: 完整檢索功能

附註說明

快速檢索強調速度快、方便、直覺，

但支援的欄位條件只有智慧檢索及

公開號檢索。若要執行更精細的檢

索作業，以支持您輸入更多的檢索

條件，可點選檢索方塊進入完整檢

索功能。

Derwent Innovation預設的檢索方

塊為專利檢索及檢索歷史。另外，

使用者還可以進一步選配科學文獻

與日文檢索模組。

點選下方的橘色方塊，進入完整的檢
索功能模式:

– 專利檢索(Patent)
– 科學文獻檢索(Literature)
– 專利加文獻同步檢索(All Content)
– 檢索歷史儲存(Search History)
– 日文檢索(Native Japanese)



認識初始畫面: 完整檢索功能

點選下方的綠色方塊，您在Derwent 
Innovation上的各項操作都會自動保存

– 工作儲存區 (SAVE WORK)
– 下載中心 (Download Center)
– 應用資訊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附註說明

Derwent Innovation是雲端平台，

所有的儲存都會自動保存在使用者

的帳號內，使用者可在SAVE

WORK中找到儲存的資料夾、圖表、

檢索式…隨時可以檢視。如有需要

也可再輸出或下載至使用者的本機

端。



認識初始畫面: 完整檢索功能

附註說明

做為一個專業資料庫，幫助文件

(HELP)的完整度關係到使用者是否

能查到相關的操作資訊。Derwent 

Innovation的HELP就做得非常的

完整。除了各項功能定義，甚至加

入了「如何上手?」「使用技巧」

「線上操作影音(Youtube)」等資

源。使用者除了可以在Support找

到HELP，在操作過程中看到任何

的問號符式都可以點選以獲得該功

能更多說明。

點選下方的藍色方塊，您可將喜歡的工作
環境設成預設，或管理帳戶

– 我的帳號設定 (My Account)
– 系統支援區 (Support)
– 組織帳號管理者區 (Administration)

有關HELP更多資訊請參考連結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

innovation/support/help/index.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hel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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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完整檢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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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檢索功能: 專利欄位檢索

Collection 選擇資料範圍(ALL)

第三步驟: 檢視檢索結果 (顯示如下)

欄位間以布林邏輯(AND OR NOT)串連

點選加號或減號新增(
或移除)更多欄位

第二步驟: 點選檢索

第一步驟 輸入您的檢索條件:
幾個常用欄位

檢索專利權人可選擇 Assignee/Applicant

檢索技術關鍵字可選擇 Title/Abstract/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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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欄位檢索: 選擇資料庫範圍

附註說明

無論您的檢索式下的再好，

Collection未勾選的國家/地區資料

庫，檢索結果都不會顯示該國家/地

區的專利。為確保您的檢索式可以

找到最廣的結果，Collection建議

保持全選All。

台灣、香港、新加坡…收錄於Other Authorities選項中

查詢各資料庫的收錄範圍 Collection description

及資料庫的更新時程Collection Schedule

有關於Collection的完整收錄範圍
請參考下方連結: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
innovation/support/help/index.htm#introd
uction.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help/index.htm#introduc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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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欄位檢索: 基本常用欄位
附註說明

「欄位 Field」是資料庫的重要概

念，文件中不同的欄位記載著不同

特性的內容。例如: 申請人欄位記

載著申請人的資訊、請求項欄位記

載著所主張技術的描述、引用/被引

用欄位記載著與該專利相關聯的前、

後案…

使用者應瞭解各欄位的特性，並善

用其特性做更精準的檢索。可在選

好欄位後點選右側的 “ ? ”得到該

欄位的定義。

Text Fields: 檢索專利上全部的內容有符合檢索條件的目標

Title/Abstract/Claims: 檢索專利文件的標題/摘要/請求項任一欄位的內容有符合檢索條件的目標

Assignee/Applicant: 檢索專利權人(企業名稱/組織單位名稱/學校名稱/自然人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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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欄位檢索:基本常用欄位

附註說明

國家代碼可於下列網址查詢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

innovation/support/help/reference_docs/patent_co

untry_codes.htm

Country Code: 檢索來自於指定國家/地區的專利，常用於搭配其他檢索條件限縮

Priority Year(s): 檢索來自於該優先權年區間的專利

Derwent Innovation上的欄位部分

會有Earliest的字樣，例如: Priority 

Year-Earliest。當使用者選取有該

字樣的欄位，則系統檢索標的為專

利文件上(若有)多個優先權號，比

對其中最早的一個是否符合檢索條

件，顯示該結果。

CPC- Any: 檢索歷年各版本CPC分類號，使用者可進一步在右側Browse查詢分類號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help/reference_docs/patent_country_cod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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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檢索功能:專利公開號檢索

貼上您要檢索的專利公開號

針對這些專利號的「特殊檢索需求」

預設是None；您也可設定檢索與所輸入專利號相

關的其他資訊

Family Look-up
找出與這些專利號相關的專利家族成員

Patent Citations
找出相關引用(Backward)/被引用(Forward)

自欄位檢索切換成專利公開號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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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檢索結果

查看檢索結果總專利數量、專利家族數量

點選專利號後查看內容，或勾選專利，以進行其他處

理(批次下載、批次輸出、追蹤該專利…)

功能列(由左至右):

列印、追蹤特定專利(需勾選)、追蹤當前的檢索式(

未來有更新會通知)、分析當前的檢索結果、自定義

欄位、下載專利文件、將專利內容輸出(Excel, pdf, 

txt…)、儲存本次檢索、將檢索結果加到雲端資料夾

附註說明

「單次顯示最高上限是100萬筆」，

但檢索結果上顯示的專利總數不受

顯示上限限制。若使用者的檢索結

果真的超過100萬件，且希望能顯

示超過100萬筆的結果，則需要透

過例如: 分切時間或加入其他限縮

條件，將每次顯示的結果切割成

100萬件以下來達成。

點選PDF開啟專利

說明書原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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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檢索結果

完整的檢索結果數 檢索結果的專利家族數量

勾選或展開所有專利(含每個家族成員)

附註說明

雖然Derwent Innovation單次顯示

最高上限是100萬筆，但檢索結果

上方的結果總數並不受顯示上限限

制，顯示的即為檢索條件能找到的

完整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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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檢索結果: 篩選器 & 檢索結果顯示調整

由左至右

篩選器:
可統計「檢索結果」的各項統計 (申請人、國家、年份、引用….)

圖表篩選器:
以圖表方式呈現檢索結果的各項統計

檢索結果選項:
取得目前檢索結果的所有家族成員或優化申請人的相關專利

顯示選項:
調整檢索結果呈現方式 (圖式大小、顯示欄位、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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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器:
可統計「檢索結果」的各項統計 (申請人、國家、年份、引用….)

專利擁有者(AI輔助) 市場在哪?專利生死狀態(AI輔助) 時間趨勢

查看檢索結果: 篩選器

再檢索: 基於目前的檢索結果找出符合條件的限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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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檢索結果: 圖表篩選器
圖表篩選器: 
以圖表方式呈現檢索結果的各項統計

點選右上角放大鏡或選單
可以細看內容或調整圖表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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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機: 儲存圖片

查看檢索結果: 圖表篩選器
附註說明

若要合併圖表上的統計數據，只要

用滑鼠「拖曳」欲合併的數據，即

可。圖表上數據的標籤也可點選，

並依使用者需求修改。

可多重點選不同圖表上的
數據並限縮相關結果(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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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說明

為何需要Retrieve Family ?
檢索條件輸入後得到的專利是「符

合檢索條件」的結果。然而，可能

發生專利的部分家族成員因不符合

檢索條件而沒在檢索結果中顯示。

則使用者可利用Derwent 

Innovation上的Retrieve Family來

「補齊」遺失的相關專利。

使用者輸入檢索條件並得到檢索結

果後，可於右上角的檢索結果選項

找到該項功能。當然，並非「必

要」，若只想顯示符合檢索條件的

專利，可忽略此步驟。

查看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選項

檢索結果選項

Retrieve DWPI Family (Derwent Innovation特有的專利家族歸類)
Retrieve INPADOC Family (國際通用的專利家族歸類)
讓系統將目前檢索結果的相關專利家族成員給「找出來」

Retrieve Optimized Assignees
讓系統將目前檢索結果的可能專利權人的所有專利「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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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檢索結果: 顯示選項

顯示選項

Display & Sort Options 檢索結果顯示內容調整

檢索結果要顯示哪些欄位。圖式大小、排序方式、是否
以專利家族歸併…

Highlight 關鍵字標亮的選項

如果內容有符合檢索條件的關鍵字請標亮；或有特定感
興趣的關鍵字，也可以設定無論有沒有在使用者輸入的
檢索條件中，只要內容有出現一律標亮。

附註說明

檢索結果顯示內容調整首先會讓使

用者選擇要在檢索結果畫面中顯示

的欄位，例如: 圖式(DWPI

drawing)、標題(DWPI title)、生

死狀態(Dead/Alive)…由於瀏覽器

視窗空間有限，ㄧ次最多只能選8

個欄位。

左下角可將目前設定做為預設，則

下一次就不用再做調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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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說明

依使用者習慣可設定顯示方式，決

定顯示欄位與排序方式。由於瀏覽

器解析度限制，使用者在選取欄位

時最多可選擇8個項目。

單頁顯示結果數與圖片大小，以上

兩種選項會影響檢索結果生成的速

度，建議調整每頁顯示不超過20件、

圖片大小為300，執行速度較佳。

顯示選項: 調整顯示欄位

設定檢索結果顯示欄位

(最多選擇8個項目)

選擇每頁顯示數量及

圖片大小

使用者可依專利家族來摺疊收疊檢索結果

排在最外層的專利以哪一件為

主。Basic Patent為預設，使用者也可依感

興趣的國家/地區作為排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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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專利內容: Quick View

Novelty: 與以前的技術差在哪裡?

Advantage: 具體改進了哪個部分?

Use: 可以應用在哪?

先用一句話描述整件專利的技術範疇

First Claim: 本篇專利主張的權利範圍?

是誰申請的?

研發人員有哪些?

申請資訊、優先權資訊、IPC…
所有圖式

按一下鍵盤左右鍵便能跳轉至下一個記錄

德溫特摘要 DWPI Abstract

附註說明

點選專利查看其內容，預設初始畫

面為Quick View，是由超過900位

DWPI專家，就該專利進行閱讀、

分析後，改寫成重點精華摘要

DWPI Abstract，在閱讀專利(原)

全文前，使用者皆能先閱讀DWPI

摘要，便能更快地掌握專利的重點。

點選Full View查看
專利的完整內容

關於DWPI的背景您可以在下方

連結獲得更多資訊

https://clarivate.com.tw/product-

category/patent-research-intelligence-

and-services/

https://clarivate.com.tw/product-category/patent-research-intelligence-and-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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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專利內容: Full View

Key summary Data
AI科技輔助預測專利存續狀態

各欄位的書籤

書目資料、摘要、分類號及各類索引、法律狀態、專利家族、

請求項、完整內容描述、引用/被引用、其他、自定義欄位

針對目前的專利

加入資料夾、標註、追蹤、下載、線上翻譯

(支援中文)、引證圖分析、標亮、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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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專利內容Full View : 專利內容翻譯

線上(機器)翻譯
附註說明

Derwent Innovation上的全部內容

均已被翻譯為英文，即，無論是哪

一種語言的專利都是以英文呈現。

而這些英文內容在被放上資料庫中

提供使用者檢索之前，是以機器+

人工校正進行翻譯作業。然而使用

者若需要在線上「即時翻譯」，則

純粹為「機器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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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專利內容Full View :引證分析圖 Citation Map

向前引用Forward
分析引用本專利的引證圖

產生圖形

向後引用Backward
分析本專利引用的引證圖

前後引用Both
同時分析引用被引用

展開數個世代的專利延伸
的引用關係(滾雪球)

附註說明

Derwent Innovation的Citation

map必須在有支援JAVA的瀏覽器

運行，目前Chrome與新版的

Firefox已不支援JAVA，建議使用

者若要執行Citation Map可移至IE, 

Safari…等支援JAVA的瀏覽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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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專利內容Full View :引證分析圖 Citation Map

Citation Map預
設畫面並未上色

所有在Map上的關聯專利 專利的內容

設定上色依據

依申請人上色

依年份上色

依IPC上色

…

上色後可點選右側Legend檢視

Citation Map上的各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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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檢索結果 Charts

CHARTs

將目前的檢索結果進行圖表分析

附註說明

創建圖表後，您可以使用視覺化工

具來分析圖表所呈現的記錄，必要

時還可以根據需要更改圖表設置。

為便於分析，您可以按一下相應圖

表構成要素（橫條圖中的矩形、圓

形圖中的扇面、清單計數，等等）

來使用該構成要素所代表的資料創

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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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檢索結果 Charts

使用者可從很多預定義圖表範本中選用一

個，也可使用自己的圖表範本，方法是創

建一個自訂圖表並將其另存為範本。

編輯圖表的統計參數以取得不同的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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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檢索結果 Charts

如果預定義圖表未包含您需要的資訊，您

可以設計一個自訂圖表。可以將此自訂設

計圖表保存為範本，以供今後使用。

調整圖表類型

分析的欄位

Top選項

依字母或數量排序

是否依專利家族歸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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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檢索結果(Excel)

3

EXPORT

將目前的檢索結果「匯出(Export)」可將目前的檢索

結果列表「匯出」多種檔案格式(.csv, .xlsx, txt,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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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檢索結果(Excel)
附註說明

選擇輸出的欄位時，使用者會看到

藍色字體的「範本」為系統為使用

者預設相關聯的欄位，只需要帶入

就會自動選取這些欄位。使用者當

然也可以選擇全部欄位。

點選Create後畫面跳轉至下載進度

頁面，當下載狀態呈現Available時

表示下載完成，點選後才會下載到

本機端。

可選擇的輸出欄位 已選擇輸出的欄位

選擇欲輸出的檔案格式

調整輸出欄位排序

檔案名稱

使用者可輸入Email將檔案直接發送

給指定收件人email(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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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PDF原始說明書

點選PDF圖式檢視原始檔

下載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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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下載PDF原始說明書

Patent Documents

– 依預設
快速批
量下載
專利

3

Order
• File Histories (付費的專利歷史文件)

• Patent Document (專利PDF批次下載)

• Quick Order Patent Documents (專利PDF快速批次下載)

附註說明

若採用Quick Order Patent 

Documentss，系統會依您在預設

喜好(Preference)的設定，自動將

檔案寄送或儲存。可至My 

Account (本手冊藍色章節)中進一

步調整設定。

另外，選擇Quick Order的好處還

包括，部分特殊情況需要收費下載

的專利(佔極少數)系統會自動排除，

因此，當使用者批次選取了多件專

利時，也不用擔心下載到收費的專

利。

可至Download Center的
Order

Status中查看下載或訂購的檔

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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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檢索結果至工作資料夾

Add To

• Work File 將目前的專利列表儲存至資料夾中

• Existing Work File

• Marked List 標註感興趣的專利

將目前的檢索結果儲存為工作檔案夾

附註說明

工作資料夾點開後會在檢索結果畫

面呈現之前儲存的專利列表，使用

者也可以在之後的檢索作業過程中

將新結果加入既有工作資料夾中

(Existing Work File)。

Marked List是一個暫存的專利列

表資料夾，使用者可以將一整天蒐

集而來的專利加入Marked List中

再分配到指定的工作資料夾中，系

統可以設定每天清理Marked List 

列表(或不清理)以維持列表中的專

利為當天的工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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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檢索結果: 檢索式追蹤(Alert 預警)

附註說明

Alert預警功能可定期的追蹤「檢索

式」是否產生新的專利符合該檢索

式的條件，一旦有新的專利系統即

寄信通知使用者，可做為追蹤技術

發展、競爭對手動態….的工具。

Alert是透過雲端執行，使用者無需

維持登錄Derwent Innovation，系

統仍會依照設定的頻率與格式，在

後台運行預警通知功能。

預警功能(Alert)幫助監控(Monitor)檢索式

使用者欲將目前的檢索式設定為

Alert，做長期的追蹤。

打開Alert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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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追蹤名稱

收件人email(可輸入多個)

檢索式追蹤(Alert 預警)

設定運行的頻率(每週、每

月、每次資料庫更新…)

設定運行

什麼時候停止(Expiration)

是否將結果儲存至

Derwent Innovation上的

工作資料夾中? 只保留最

新的? 累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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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來的信件要包含哪些欄位欄位?

信件開頭的說明應包含

檢索式追蹤(Alert 預警)

設定寄送內容 來信格式 (直接寫在email裡或PDF,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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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特定專利的狀態變化

勾選感興趣的專利

附註說明

Watch Records用於追蹤特定專利

的狀態更新(包括法律狀態、移轉、

被引用、…)。使用者除在檢索結果

頁面中勾選(一或多個)專利進行追

蹤，也可以在檢視專利內容的過程

中，選擇追蹤該件專利。

未來這些專利有變化立即通知這個信箱

選擇Watch Records

這件專利發生什麼變化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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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歷史 Search History

使用者執行的每個檢索都會自動保留

檢索歷史的預設檢索歷史(Default 

search history)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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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歷史 Search History

使用者亦可在Derwent Innovation上建

立專利檢索式，作為專屬的「技術檢索式

資料庫」，長期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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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update檢索式更新最

新檢索結果

檢索歷史 Search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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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下載/資訊中心目錄

工作資料夾 Work files

下載中心 Download Center

通知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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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工作

Derwent Innovation上所有的

儲存動作，可儲存於個人的資料

夾(Personal Folders)；或公開

資料夾(Public Folders)與其他

使用者共用。

收件夾用於組織內部帳號傳送資料

使用。

附註說明

使用者可隨時再SAVE WORK中找

到之前儲存的專利列表、圖表、檢

索式、追蹤清單…

SAV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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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工作

個人資料夾、公用資料夾、收件夾、刪除的項目

檢索歷史、儲存的檢索及追蹤

工作資料夾(專利結果)、追蹤的特定專利

圖表、Citation Map、文本聚類(高階模組)、專利地圖(高階模組)

輸出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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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檢索結果至工作資料夾

Add To

• Work File 將目前的專利列表儲存至資料夾中

• Existing Work File

• Marked List 標註感興趣的專利

將目前的檢索結果儲存為工作檔案夾

附註說明

工作資料夾點開後會在檢索結果畫

面呈現之前儲存的專利列表，使用

者也可以在之後的檢索作業過程中

將新結果加入既有工作資料夾中

(Existing Work File)。

Marked List是一個暫存的專利列

表資料夾，使用者可以將一整天蒐

集而來的專利加入Marked List中

再分配到指定的工作資料夾中。



50

工作資料夾: 打開之前記錄下來的專利列表

工作資料夾(專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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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資料夾: 打開之前記錄下來的專利列表

進入已儲存的檔案可看見超連結

點選後即可跳轉連至儲存的內容

之前保存的所有專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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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中心: 檢視專利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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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中心: 檢視專利輸出結果

EXPORT

將目前的檢索結果「匯出(Export)」可將目前的檢索

結果列表「匯出」多種檔案格式(.csv, .xlsx, txt, xml…)

可至Download Center的Order

Status中查看輸出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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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中心: 檢視專利下載結果

5

Order
• File Histories (付費的專利歷史文件)

• Patent Document (專利PDF批次下載)

• Quick Order Patent Documents (專利PDF快速批次下載)

附註說明

若採用Quick Order Patent 

Documentss，系統會依您在預設

喜好(Preference)的設定，自動將

檔案寄送或儲存。可至My 

Account (本手冊藍色章節)中進一

步調整設定。

另外，選擇Quick Order的好處還

包括，部分特殊情況需要收費下載

的專利(佔極少數)系統會自動排除，

因此，當使用者批次選取了多件專

利時，也不用擔心下載到收費的專

利。

可至Download Center的Order

Status中查看下載或訂購的檔

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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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erwent Innovation上做任何的

輸出或下載動作，「預設」都不會

直接下載到使用者的本機端，而一

律儲存在Download Center中，使

用者可再依需求下載或寄出。

下載中心: 檢視專利輸出與下載結果

5

Order Status查看

目前批量下載進度

下載好時附上壓縮

檔下載連結 ZIP Download

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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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中心: Derwent Innovation何時update、有什麼新功能、新玩意? 來這裡都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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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Account & Support
帳號設定與支援

目錄

使用技巧資源: 成功藍圖

調整最佳作業環境

取得支援與系統各項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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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巧資源: 成功藍圖 Blueprint for success

成功藍圖:

成功藍圖有助於使用者有效地利用Derwent 

Innovation。這些可供下載的 PDF 檔向您介紹了如

何通過幾個簡單的步驟，利用 Derwent Innovation 

來解答常見的業務問題。

更多成功藍圖資訊:
https://clarivate.com/training/derwent-
learning-sessions/download-
materials/blueprints-for-success/

選擇您目前的「課題」

取得相關的檢索與分析步驟與使用技巧

https://clarivate.com/training/derwent-learning-sessions/download-materials/blueprints-for-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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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最佳作業環境: My Account 到我的帳戶修改系統預設值

跟檢索相關

的預設

跟檢索結果

相關的預設

跟輸出範本

相關的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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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支援與系統各項功能說明: Support 獲得整個Derwent Innovation各項功能的完整解說

系統幫助文件 免費線上

教育訓練資源

通知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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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幫助文件

做為一個專業資料庫，幫助文件(HELP)的完整度關係到使用

者是否能查到相關的操作資訊。Derwent Innovation的

HELP就做得非常的完整。除了各項功能定義，甚至加入了

「如何上手?」「使用技巧」「線上操作影音(Youtube)」等

資源。

關於HELP更多資訊請參考連結。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help/index.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hel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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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顯示語言與幫助文件

更改顯示語言

英文(預設)

日文

中文(簡體)

打開工具表單

您可在Derwent Innovation的各個角

落找到 HELP?的幫助檔連結，即時

說明各項功能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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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簡體)介面:

欄位與說明文檔都會變成中文，但專利

內容與檢索語言仍保持英文

更改顯示語言



Derwent Innovation上的AI功能

AI on Derwent Innovation



科睿唯安如何運用AI技術來優化IP工作流？

科睿唯安早在十多年前開始導入機器輔助人力的相關技術來改

善IP工作流，包括機器翻譯、語意分析、文本聚類等技術。所

有專利收錄進我們的資料庫後，便會進行機器翻譯及語意分析

等處理，並指派給對應技術背景的DWPI專家進行人工再校稿

的作業。在多年的技術及DWPI加值數據積累之下發展出我們

的機器學習系統，並形成成熟的人-機協作的工作流。隨著基

礎技術發展逐漸成熟，我們將這些應用轉化成既有產品上的功

能，包括專利存續狀態預測、智能檢索、智能技術主題、最佳

化申請人等…讓廣大的使用者得以運用人工智慧輔助他們既有

的工作，提升效率與工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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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TIAL

D e r w e n t  I n n o v a t i o n 整 合 人 工 智 慧 與 人 類 的 工 作 流 來 確 保 資 料 品 質

即時反饋機制

人工智慧會輔助專家完成內容改寫工作

避免因人為心證而影響品質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DWPI 
EDITORIAL 
PROCESS

E D I T O R  A C C E P T S  O R  R E J E C T S  
S U G G E S T I O N

P R O V I D E S  S U G G E S T E D  
C H A N G E S



67Content Transformation

官方原始資料收錄

來源

各國專利局

可檢索的資料內容

不同格式不同語言

未校正原始資料

…

First Level Data 
(FLD)

DWPI資料加值
機機器輔助分析原始資料

書目資料正規化、翻譯、任務指派…

DWPI人工編譯

人工翻譯校正、編寫摘要、分類索引

、公司組織索引…

可檢索內容上線

…

Enhanced Patent 
Data

機器學習

機器學習與訓練

專利精華內容改寫建議

專利內容語意分析

續詞表(Thesaurus)

專利自動分類

…

Machine 
Learning

產品功能強化

存續狀態預測

智慧檢索

語意分析技術主題

專利可能擁有者推算

自動找出相似專利

專利強度

…

…
Enhanced 

Search 

過去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現在我們進入到AI的時代



Smart Search智慧檢索
即使您不是某項特定技術的專家，Smart Search 也能讓

您輕鬆找到與該技術相關的專利。只需輸入(或貼上)技術

描述文本，任意長度，Smart Search 分析該文本中的關

鍵字後，根據從您輸入的文本中提取的關鍵字，經過語意

分析、關鍵字拓展、引用被引用、分類號等演算，獲取準

確、完整的檢索結果。就像熟練的專利檢索人員在檢索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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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Search 智慧檢索

在快速檢索中使用Smart Search 在欄位檢索中找到Smart Search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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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Search 智慧檢索

複製一段您欲檢索專利的技術描述

貼上

詳細瞭解 Smart Search

•如何使用 Smart Search

•Smart Search 檢索結果

•Smart Search 的工作原理？

•Smart Search 與傳統檢索相關性之間的區別

•Smart Search 常見問題解答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mart_search/how_to_use_smart_search.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mart_search/smart_search_results_and_relevancy.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mart_search/how_does_smart_search_work_.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mart_search/smart_search_relevancy.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mart_search/smart_search_faq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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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分析處理

DWPI序詞資料庫

分析主要關鍵字(種子)
一段技術描述

關鍵字拓展第一次加權

專利分類號 引用被引用 第二次加權

加權總分

Smart Search 智慧檢索

使用者輸入條件

結果呈現
使用者看到結果

系統後台演算

起點

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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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Search 智慧檢索

運算過後所保留的技術關鍵字，連接
詞、介係詞、符號等字元已被清除

演算出前1000件與輸入條件最
相關的專利依相關性排序)

Smart Search功能的目的在於快速

找到標的，當使用者輸入技術描述

後，系統便會為使用者演算，找出

與該描述最相關的前1000件專利，

排序越前面與輸入的技術描述越相

關。

可以理解，Smart Search的檢索結

果與使用者輸入的描述「高度相關」

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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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Search 智慧檢索

調整Smart Search挑選出來的「種子
」:

「手動去除」不想加入運算的關鍵字

再按一次Search獲得「新的」
Smart Search 結果

調整Smart Search挑選出來的「種子」:
「手動加入」新的關鍵字 (必須加雙引號)

再按一次Search獲得「新的」
Smart Search 結果



Predictive Data預測數據
預測資料是透過演算法將機器學習與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DWPI) 中經過編輯增強的資訊結合在一起，

提供了有關專利的高度準確的可操作情報，例如:

Alive（有效）、Dead（失效）或 Indeterminate（不確定）

狀態。提供各專利及其同族專利成員的狀態的存續狀態、

專利的到期日和剩餘有效期。



75OUR NEW INFRASTRUCTURE

Cloud Platform Data ScientistsBig Data Analytics

PREDICTIVE ANALYTICS

專利什麼時候到期？ 這個專利申請人是否有可能放棄這件專利？

這件專利有可能歸屬於哪間公司？

這個專利申請人可能是哪間公司的子公司?
這專利對該公司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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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Data預測數據

“關鍵概要資訊”將來自專利授予

機構的資訊和強大的預測資料結合

在一起，提供有關專利記錄的重要

情報。

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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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Data預測數據

指示專利當前是有效的 (Alive)，不再有效 (Dead)，

還是沒有足夠的資訊來確定專利的狀態

(Indeterminate)。

指示專利的 DWPI 同族專利是失效、有效，還是不確

定。如果同族專利至少包含一個具有有效狀態的專利，

則該同族專利即會被視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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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Data預測數據

專利預計到期的日期。除非法律狀態事件已確定專利

的到期日期，否則，此日期為估計日期。如果法律狀

態事件提前結束預計的期限，則事件的公開日期將成

為預計專利期限的結束日期。

到期日期旁邊的查看因素連結可打開一個新的頁

面或視窗，其中列出用於預測到期日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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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Data預測數據

在篩選中依到期日、生/死狀
態、剩餘生命…作篩選

在檢索結果欄位中顯示
在輸出Excel的欄位中顯示



優化申請人與和終屬母公司
(Optimized Assignee/ Ultimate Parent)

由於專利原始文件遺漏、專利發生移轉等種種原因，專利本

身可能未揭露專利最終所有者的資訊，優化的專利權人運用

了機器學習技術，對大量的專利數據進行演算並學習，將專

利的可能所有者 揭露給使用者知悉 ，並輔由 Derwent 編輯

團隊提供專家審核，將所有者以一個標準化名稱呈現。“終

屬母公司”則在這一過程之後更進一步，揭示專利的最終擁

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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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申請人與和終屬母公司: 要確認誰是專利的所有者，有時比想像中要難

Approximately 
20% of patent documents have:

• No assignee listed
• Most of these only have Applicant-

Inventors
沒有申請人資訊，只有發明人資訊



82

優化申請人與和終屬母公司: 要確認誰是專利的所有者，有時比想像中要難

Change of ownership?
The patent or the entity may have 
been bought or sold

20%
Finding similar names
Matching names to clusters in our 
entity database, either existing or new 

Reassignment

Probable 
Assignee

Name
Clustering

Hierarchy

Top of the company tree, above the 
Optimized Assignee

Ultimate Parent

Organise the clusters
Identify which level of the hierarchy a 
cluster sits in, and map to the top of the 
tree

Filling the gaps
Many (US) patent 
applications do not have 
complete assignee names, 
using inventors instead

Significant branch of the tree, using 
common version of the name

Optimized Assig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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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申請人與和終屬母公司

系統自動幫您「推算」當前
的專利可能的所有者

確定優化的專利權人和終屬母公司

的常規流程如下：

1. 確定專利的當前所有者

2. 如果我們無法確定專利的當前所

有者，可以預測可能的所有者

3. 確定當前所有者或可能所有者的

一個標準化名稱，這就是優化的

專利權人

4. 從公司層次結構資料確定專利的

最終所有者（如果適用），這就

是終屬母公司

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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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申請人與和終屬母公司

系統自動幫您推算當前的檢索結果，
可能的所有者，有可能未揭露於專利
說明書上。但仍舊能統計出與這批結
果相關的企業。



智能主題Smart Theme
智慧主題從某項技術的實際專利中提取出清晰簡明的關鍵字，

作為對 IPC 定義的有效補充。針對特定 IPC 代碼分類下的所

有專利來分析 DWPI 標題，並選取排名靠前的關鍵字成為智

慧主題 ，清晰、簡明地總結了 在該IPC 分類代碼下的相關專

利所描述的技術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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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Innovation的新圖表Chart (Beta)



87

Derwent Innovation的新圖表Chart (Beta)



88

新圖表上的描述是基於智能主題分析得到

SmartTheme

透過語意分析技術，分析在該IPC下的

專利的DWPI標題，處理成一段好理解

的技術描述。

以便更直覺的看出這些專利在討論些

什麼? 而不是只有一個IPC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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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圖表上的描述是基於智能主題分析得到

即時比對同一主題，各

專利權人的持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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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圖表上的描述是基於智能主題分析得到

Key insights: 

Smart theme還會先幫您解讀這個圖表，

並給出簡單的描述



Derwent Innovation的進階功能

ThemeScape專利地圖

Text Clustering 文本聚類



92

文字探勘(Text Mining)

系統幫您比對所有專利的「文字內容」並統計「出現頻率」

整理出高度被討論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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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專利文件 感興趣的主題



ThemeScape
專利地圖是一種資料分析工具，它可將專利或科技文獻上的

內容，以圖像化的方式表現出主題全景圖 (Content Map) 。

這是一種按主題內容對所選文獻進行編排後的直觀表現形式。

有助於使用者直關的從大量的數據中找到感興趣的主題，更

進一步的挖掘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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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目的 您的檢索條件及檢索結果

兩間企業的技術比較 把兩間企業的相關專利都找出來

某間企業的專利組合 把該企業的專利找出來

某個產業的趨勢分析 把相關技術的專利找出來

您手邊正要處理的專利組合 輸入專利號把專利調出來

近年技術發展趨勢 限定年分後把專利找出來

前瞻技術趨勢 找出相關論文

… …

輸入ThemeScape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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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hemeScape

將當前的檢索結果進行專利地圖分析

ThemeScape專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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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圖名稱與敘述 2. 選擇要顯示及分析的欄位 3. 指定不分析的字詞



每個點都是一件專利黑色字體代表聚集於此的專利
說明書內容高頻率討論的技術主題

白色山峰表示有較
多專利聚集於此

ThemeScape Map

藍色海洋表示此處的專利
討論著其他專利較未提及的技術主題



Text Clustering
文本聚類是一種強大的分析工具，可對用戶所選欄位中檢索

到的文本進行語意分析，從而對專利或科技文獻記錄進行自

動分類。它採用一種類似於資料夾目錄的層級結構來整理和

組織檢索結果，這種結構很容易進行向下的資料採擷，從而

實現對檢索策略的精煉處理，並在主題詞和專利權人之間建

立新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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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ext Clustering

將當前的檢索結果進行文本聚類分析

Text Clustering 文本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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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Clustering 文本聚類

使用者選擇要分析專利的

哪個欄位作為聚類的依據
“文本聚類”面板向您顯示為當前

檢索結果創建的所有文本聚類。按

一下聚類可查看與這些關鍵字相關

的記錄的檢索結果。

附註說明



Appendi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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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截符號 Wildcard/Truncation Operators

103

附註說明

”n”可填入1-99的數字，該數字表相

鄰的字數距離。若不輸入自動代

表”1” 。

當使用者使用雙引號 “ 關鍵字“ 時，

表示檢索的目標條件必須完全與引

號內一致，在這個情況下並不適用

切截符號。

關於Derwent Innovation運運算元的資
訊請參考下方連結: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
innovation/support/help/search_fundamentals.h
tm#Search_Operators

關鍵字*n
*星號萬用字元可取代任何數量的字母，也包括0個字母，可在一個字詞的任意位置上使用，
並不限於字詞尾端。

furfur* (furfur後可有零個或任意數量的字元)

─ 結果包括 furfur、furfuryl 和 furfural

furfur*l (furfur和“l” 之間可有零個或任意數量的字元)

─ 結果包括 furfuryl 和 furfural

furfur*3 (furfur後可有零至 3 個字元)

─ 結果包括 furfur、furfuryl 和 furfural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help/search_fundamentals.htm#Search_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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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說明

”n”可填入1-99的數字，該數字

表相鄰的字數距離。若不輸入自動

代表”1” 。

使用者可在任何支援布林邏輯

(AND OR NOT)的欄位中，應用鄰

近運運算元。

鄰近運算元 Proximity Operators

關於Derwent Innovation運運算元的
資訊請參考下方連結: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
innovation/support/help/search_fundamenta
ls.htm#Search_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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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coustic or sound) ADJ2 (speaker or speaking)

在專利全文欄位(ALL)中檢索符合下列條件:

前面的關鍵字組接下來的2個字以內要出現後面的關鍵字組

Example: sending a text message, playing a sound, speaking a message

NEARn 不受出現順序的限制

ADJn 關鍵字詞需依序出現

ALL=((Acoustic or sound) NEAR2 (speaker or speaking)

在專利全文欄位(ALL)中檢索符合下列條件:

前面的關鍵字組周圍的2個字以內要出現後面的關鍵字組

Example: Speakers enable sounds to be played

SAME

ALL=((Acoustic or sound) same (speaker or speaking));

在專利全文欄位(ALL)中檢索符合下列條件:

前面的關鍵字組與後面的關鍵字組要出現在同一段

Example: Measure correctly the sound collection time of a head test sound in the 

case of sound-collecting the test twelve-tone emitted_sound|pronouced from the

speaker, and performing various measurement

不受出現順序的限制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help/search_fundamentals.htm#Search_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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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說明

公司樹:
顯示在考慮集團公司並購和收購的情
況下，如何將專利權人名稱添加到公
司層次結構中，這樣您就可以從該公
司層次結構中選擇專利權人名稱以檢
索專利。資料覆蓋美國和 EP 授權專
利以及 EP 和 WIPO 專利申請。

如何使用請參考連結

DWPI專利權人代碼
專利權人代碼是分配給全球約
21,000 家公司之一的唯一 4 位元字
母識別碼。檢索這些代碼可獲取指定
公司的子公司及相關控股資訊。4 位
元字母代碼可能包含尾碼。尾碼表示
代碼的類型：

-C 表示標準代碼 (僅同一組織及其相關單
位可使用) -N 表示非標準代碼(多個組織共
用一個代碼) -I 表示個人代碼(非專屬) -R 
表示俄羅斯代碼。您可通過公司名稱或專
利權人代碼檢索 DWPI 專利權人代碼。

如何使用請參考連結

105

申請人檢索怎麼作?

• 申請人檢索第一步，可先就申請人名稱檢索

一般申請人名稱檢索

公司樹檢索(Corp Tree)

DWPI專利權人代碼

「當前」美國專利所有人

代理所名稱(用企業名稱或省略)

用OR連結彼此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index.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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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指定專利局的專利該怎麼做?

採用五大專利局地區代碼下檢索式 CC=(US or KR or JP or 
EP or CN)

選擇Country Code的欄位

輸入欲檢索的國家代碼

附註說明

各地區的專利號一定有該地區的代

碼 (e.g. US8086236)

採用五大專利局地區代碼下檢索式

CC=(US or KR or JP or EP or CN)。

同理，欲檢索指定國家/地區的專利

只需在所有檢索條件的最後一項加

入國家代碼的檢索欄位作限縮即可，

無須調整Collection理的資料庫收錄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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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查詢 DWPI專利權人代碼選擇Assignee Code欄位

如何查DWPI Assignee Code申請人代碼?

輸入公司查代碼
或輸入代碼查公司

勾選任一個符合條件的代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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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izer PFIZ-C
Merck MERI-C
Novartis NOVS-C

一次檢索完包括相關企業的專利

如何應用DPWI Assignee Code幫助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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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常遇到這情況?

如何應用DPWI Assignee Code幫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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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DPWI Assignee Code幫助統計?

稍微調整一下統計的依據
改為統計申請人代碼(事先經歸併的申請人資訊)

點選調整圖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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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DPWI Assignee Code幫助統計?

母子公司整合後的專利數據，只需反查各代碼所代表的公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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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集合和覆蓋範圍概述

Derwent Innovation 提供相關度最高的綜合性全球專利資訊集合，並收錄了亞太地區專利的英文翻譯，覆蓋範圍非常廣泛。

此外，Derwent Innovation 還將科技文獻集成在同一平臺上，有助於您快速執行全面深入的智慧財產權研究。

單擊下面的連結，瞭解這些可用集合的更多資訊：

專利集合概述

– 專利集合覆蓋範圍和更新時間安排

– DWPI 最新更新

– 專利集合覆蓋範圍概要圖表

– 核心版專利集合

– 增值專利資訊 - DWPI 和 DPCI

亞洲專利集合

拉丁美洲專利集合

日文專利集合

科技文獻集合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s_patent.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_descriptions.htm
http://ips.clarivate.com/support/patents/coverage/latestupdates/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_details/collections_coverage_chart.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_details/collections_patents-core.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_details/collections_patent-dwpi.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_details/collections_patent-asian.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_details/collections_patent-latam.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s_njp.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s_literatur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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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PI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是什麼?

DWPI 加值專利資訊提供了 3,550 萬個同族專利，涵蓋超過 7,430 萬個專利記錄，覆蓋全球 50 個專利授予機構和 2 個期

刊來源。由900多位DWPI專家對專利進行內容加值作業，包括改寫的精華摘要、專屬索引/分類系統、申請人正規化與除

錯等…。使用者只要在Derwent Innovation上看到DWPI的字樣即表示該欄位內容是來自於DWPI專家團隊加工的內容。

更多DWPI的資訊請參考下方連結:

https://clarivate.com.tw/products/derwent-world-patents-index/

https://clarivate.com.tw/products/derwent-world-patents-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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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列表、代碼和列表

國家/地區代碼 專利國家/地區代碼清單 國家/地區代碼

公司樹 公司樹幫助 專利權人/申請人
CPC 符號 CPC 檢索輔助工具 CPC - 全部
DWPI 專利權人代碼 專利權人代碼 - DWPI 檢索輔助工具幫助 專利權人代碼 - DWPI
DWPI 分類 DWPI 分類檢索輔助工具幫助 DWPI 分類
DWPI 手工代碼 DWPI 手工代碼檢索輔助工具幫助 DWPI 手工代碼
ECLA 分類 (歐洲分類) ECLA 分類檢索輔助工具幫助 ECLA

F Term 和 FI 分類號
F Term、FI 分類號和 FI 方面分類號檢索輔助
工具幫助

日本 F Term 日本 FI 分類號/FI 方面分類號

INPADOC 法律狀態碼 法律狀態碼列表 INPADOC 法律狀態
IPC (國際專利分類) IPC 檢索輔助工具幫助 IPC - 全部

語言代碼 語言代碼 (ISO 639-2) 語言

專利文獻類型識別代碼
專利文獻類型識別代碼列表
DWPI 專利文獻類型識別代碼列表

專利文獻類型識別代碼
專利文獻類型識別代碼 (基本)

洛迦諾分類 WIPO 網站 洛迦諾
US Class (美國專利分類) 美國分類檢索輔助工具幫助 美國分類

美國專利維持狀態碼 美國專利維持狀態碼列表 美國專利維持狀態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reference_docs/patent_country_code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country_code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rporate_hierarchy.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assignee_applicant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pc_aid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any_cpc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dwpi_assignee_aid.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assignee_applicant_paco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dwpi_class_aid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dwpi_class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dwpi_manual_aid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dwpi_manual_code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ecla_class_aid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ecla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f_aid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fter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ficode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legalstatus_codes/legal_status_code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legal_status_code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ipc_aid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any_ipc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reference_docs/iso_639.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language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reference_docs/patent_kind_code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reference_docs/dwpi_kind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kind_code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kind_code_b
http://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nivilo/locarno/index.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locarno_class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us_class_aid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any_us_class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reference_docs/maintenance_code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atent_fields.htm#maintenance_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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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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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Innovation 基礎入門資源 (連結)

檢索式和預警
Smart Search
表單檢索和檢索結果
公開號檢索和檢索結果
創建預警

系統資訊
發行說明
技術要求
系統維護時間安排

集合
專利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DWPI)
科技文獻

分析和工作流
ThemeScape 專利地圖
競爭情報圖表
檢索歷史
下載專利 PDF 文件
匯出和報告

培訓和參考
演示和 YouTube 視頻
Derwent Innovation 使用者指南 (PDF)
適用於 Express 用戶的 Derwent Innovation使用者指南s (PDF)
分類、代碼和列表
培訓課程
可下載的參考和提示與技巧

自訂環境
首選項
檢索範本
匯出範本
自訂欄位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sto.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earch/fielded.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earch/publication_number.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alerts_saved_searches_and_watched_record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release_note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ystem_requirement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maintenance_schedule.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_details/collections_coverage_chart.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_details/collections_patent-dwpi.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ollections_literature.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themescape.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i_charts/ci_chart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earch_history.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document_delivery.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exporting_and_reporting.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wf_demo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df/di_user_guide_zh.pdf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pdf/di_express_user_guide_zh.pdf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reference_docs/codes_and_classes.htm
https://clarivate.com/training/derwent-learning-sessions/derwent-live-learning-sessions/
https://clarivate.com/training/derwent-learning-sessions/download-materials/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etting_preference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search_template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exports_templates/export_templates.htm
http://www.derwentinnovation.com/tip-innovation/support/zh/help/custom_fiel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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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教學影片 (YouTube 連結)

快速入門 研究 結果

•研究特定技術
•通過結果儀錶盤探索檢索結果
•從儀錶盤快速查找專利
•快速查找和下載專利
•快速訂購專利文獻
•Derwent Innovation 儀錶盤
•Derwent Innovation 檢索和結果
•保存結果以便將來查看

•創建專利檢索範本
•查找專利列表的同族專利
•查找專利列表的引用
•查找檢索結果的全部同族專利
•查找轉讓的美國專利
•查看美國專利申請的當前所有者
•“專利權人 - 當前 (美國)”欄位如何確定
專利的當前所有者
•使用公司樹研究授予特定公司的專利
•使用公司樹檢索多個專利權人

•Combine Data Points in the Results Dashboard
•快速查看檢索結果
•輕鬆地集中顯示最相關的結果
•更改檢索結果顯示
•使用篩選功能集中顯示最相關的結果
•通過二次檢索精煉您的結果
•將檢索結果中的相關記錄分組在一起

預警和監控記錄 分析 檢索歷史

創建預警
監控記錄是否有更改
預警和監控記錄之間的區別

生成 ThemeScape 專利地圖
快速分析：競爭形勢概覽
快速分析：專利區域分佈

將檢索式添加到檢索歷史
將檢索式複製到其他檢索歷史
編輯檢索歷史中的檢索式
將檢索式保存到新的檢索歷史

https://youtu.be/yIOy1ngLAy8
https://youtu.be/sfkTZZhOX08
https://youtu.be/xFkm6pj97SI
https://youtu.be/lKAXF1FzrQs
https://youtu.be/wud6LRfav0Y
https://youtu.be/MBMkDWz-lMg
https://youtu.be/vx0Wfefn6-o
https://youtu.be/afCi2V9yotU
https://youtu.be/1r8pEtUeZu4
https://youtu.be/PM5rjdAnM8M
https://youtu.be/4y5sPCKt9lw
https://youtu.be/VZL5vfpcqRY
https://youtu.be/P3h29_5kj-8
https://youtu.be/XIp9x3sXpXw
https://youtu.be/08LdqN9CQuo
https://youtu.be/Bldo6vQB4x8
https://youtu.be/T_aBgRSAAso
https://youtu.be/UpxNxh7KdyE
https://youtu.be/6jaolB1V6A0
https://youtu.be/mXCjC17b-As
https://youtu.be/Q5qSiDE_fG0
https://youtu.be/rC51XdLS84s
https://youtu.be/yvUaqyr6oEs
https://youtu.be/46hTOSNywtA
https://youtu.be/bly71r0IjQs
https://youtu.be/jJ_aNnTpQF
https://youtu.be/b7sgV29Z2mQ
https://youtu.be/4nLBP2dERTA
https://youtu.be/-wuMnqH2i2w
https://youtu.be/jH2eSRvuaHA
https://youtu.be/OVhVOvKP8fQ
https://youtu.be/O6n9PyyWbpA
https://youtu.be/2tTWf9jkF1E
https://youtu.be/q7I2nSgq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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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Innovation成功藍圖 PDF下載 (欲取得最新內容需自行上網站下載)

評估組合的合併、收購或許可
作為收購目標的公司的專利組合有何價值？我們的專利組合是否與潛在合併公司
的專利組合互為補充？專利組合中是否存在任何低價值或無用的負擔？如果存在，
我們該如何許可或售出這些低價值專利？
通過 Derwent Innovation，可以非常輕鬆地對整個專利組合進行評估。強大的工
具可幫助您快速鎖定高價值專利、評估互補組合並發現潛在的許可機會。

立即下載： 評估組合的合併、收購或許可

研究化學物質和藥物學
如何在 Derwent Innovation 中研究化學或藥品成分？我可以進行什麼類型的研
究？我可以找到即將過期的藥品嗎？我可以為我們現有的專利找到新的用途嗎？
Derwent Innovation 提供用於研究化學物質和藥物學相關專利的基本工具。通過
Smart Search，可以很輕鬆地找到所有可能的化學公式名稱，並且您可以使用
這些公式精心編排有針對性的檢索，以用於查找特定物質、及其用途、製造工藝
或相關流程的記錄。

立即下載： 研究化學物質和藥物學

保證新發明的自由使用權
我們的新發明是否對任何活動（可行權的）的專利構成侵權？我們的新發明可以
在特定市場實現商業化嗎？預計該發明存在哪些新的侵權風險？
自由使用權 (FTO) 研究可幫助您決定是否可以圍繞某項發明採取行動（例如測
試或商業化），同時又不會侵犯他人的智慧財產權。
通過 Derwent Innovation，可以在將發明投入市場前，非常輕鬆地執行全面的
FTO 研究。強大的檢索工具和我們的高級預測資料可生成精確且全面的結果，
清晰識別活動專利。通過這些工具可以輕鬆評估待定專利申請可能存在的風險，
並在這些專利申請取得專利生命週期內的任何進展時收到通知。
立即下載： 保證新發明的自由使用權

研究特定技術領域的專利
我能否找到某項特定技術的所有專利？我如何確保我的關鍵字檢索能夠找到與某
項技術相關的所有專利？我如何找到關於某項技術特定方面的較多檢索結果？
探索如何借助分類代碼輕鬆查找與某項技術有關的所有專利，或者重點檢索與特
定技術方面相關的結果。
立即下載： 研究特定技術領域的專利

支持專利訴訟
我如何針對專利侵權案件進行辯護？我如何針對我的專利組合提起侵權訴訟？
對專利侵權案件進行辯護時，您可以輕鬆研究主張專利的訴訟歷史，評估潛在損
失，並確立您的發明的新穎性。
在針對您的智慧財產權提起侵權訴訟時，您可以快速識別自己最具價值的專利，
發現可能的侵權行為，並針對潛在的侵權行為進展設置通知。
立即下載： 提起專利訴訟和進行辯護

創新與市場趨勢
某項特定技術的市場到底是會繼續走熱還是會出現降溫態勢？您是否應該投資這一
領域？您的現有發明是否存在新市場？
通過結果儀錶盤和 ThemeScape 專利地圖將檢索結果重點落在某一特殊技術上，
讓您可以輕鬆分析特定技術領域的趨勢，並找到問題的答案。
立即下載： 評估組合的合併、收購或許可

更多成功藍圖資訊:
https://clarivate.com/training/derwent-learning-
sessions/download-materials/blueprints-for-success/

https://cdn.clarivate.com/wp-content/uploads/2017/10/di_bfs_ma_en.pdf
https://cdn.clarivate.com/wp-content/uploads/2017/10/di_bfs_chem_search_en.pdf
https://cdn.clarivate.com/wp-content/uploads/2017/10/di_bfs_fto_en.pdf
https://clarivate.com/download/research-patents-specific-technology-domain/
https://cdn.clarivate.com/wp-content/uploads/2017/10/di_bfs_litgation.pdf
https://cdn.clarivate.com/wp-content/uploads/2017/10/di_bfs_ma_en.pdf
https://clarivate.com/training/derwent-learning-sessions/download-materials/blueprints-for-success/


科睿唯安 台灣辦公室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11樓

總機：(02)8729-2105  

產品客服專線：00801491138 產品客服Email： ts.support.asia@Clarivate.com

智權解決方案顧問 Henry Chiu henry.chiu@clarivate.com

全球官網 https://clarivate.com/ 台灣官網 https://clarivate.com.tw/ 部落格 https://clarivate.com.tw/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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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larivate.com.tw/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