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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文献检索的目的和作用

Why should we do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图1 1900 – 2015年间全球范围科学发展观1

[1] Dong Y, Ma H, Shen, ZH, Wang  KS.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Pages 1437-1446 

2,000 publishers publish around 1.4 million peer reviewed articles per year in 23,000 journals

基于1900-2015年9000万篇学术论文

的研究发现，科学论文的发表量每11年翻

一番，每12年科学论文的作者数量翻一番。

国际科技期刊协会（2014-2015）

蓝线——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相对合作强度

绿线——同一国家机构之间的相对合作强度

红圈——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200所院校

哈佛大学是其中的佼佼者

科技文献检索的目的和作用



科技文献检索的目的和作用

文献半衰期衡量文献老化速度的指标之一

物理学中的半衰期指在放射性衰变过程中，原子核的数目减少到原数的一半所需的时间。

文献半衰期指某一学科文献从出版到50%的文献因内容老化，而失去参考价值所经历的时间。亦即该学

科现在正在使用的全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产生的。

中文文献的半衰期约为6年、外文文献的半衰期约为8年、医学文献的半衰期平

均为5年、基础学科文献的半衰期为8-10年、工程技术为3-5年、化学为8.1年、

化学工程为4.8年、地质学为12年、数学为11年、植物学为10年、机械制造为5

年、物理为5年、金属学技术为4年；国外和新兴学科文献的半衰期要长一些。



科技文献检索的目的和作用



2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资源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yste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资源

期刊文献数据库

会议文献数据库

学位论文数据库 专利数据库

电子图书数据库

其他

文献资源

• 收录发表于科技期
刊的论文的数据库，
包括全文数据库和
文摘数据库

• 收录各大科技会议论
文的数据库，包括全
文和文摘数据库

• 收录硕博士论文
的数据库

• 收录专利的数据

• 收录各类出版的电
子图书的数据库

• 基金项目、实
验方法、数值
信息、语料信
息等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资源

上科大开通的数据库：
http://library.shanghaitech.edu.cn/qbsjk/list.htm

了解资源去哪里？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资源

期刊数据库

学位论文数据库

会议数据库

电子图书

其他

CPCI

不同种类



3 信息技术领域文献检索

Scientific literature retrieval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eld



请思考

有哪些文献与我的研究相关？

某领域最热的文章是什么？

某项研究的热门机构是哪家？

文章是否被SCI、Ei收录？

文章有没有被SCI引用？

我做的之前有没有人已经做了？

我的课题世界上已经做到了哪种程度？

我想要更多的启发！

。。。



01

科技文献检索
的方法与策略

02

信息技术领域
常用数据库

03

信息技术领域
专利检索

科技文献检索的基本理论：
信息源，检索工具、途径、方法

信息技术领域几个常用数据库的使用

专利常用检索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知识产生 记录 原始文献

目录、索引、
文摘、新书通

报等
文献整理

零次文献

词典、名录、
指南、手册、
年鉴、书目等

知识浓缩

知识重组

评述、专著、
教科书、论文
丛集、百科全

书等

三
次
文
献

二
次
文
献

草稿、笔记、
会议记录等

期刊论文、专利
说明书、会议论
文、科技报告、

学位论文等

一次文献

信息源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结果处理

结果显示
并输出

检索工具

数据库
信息集合

信息存储
信息加工
信息采集

信息处理者

外部信息
外部信息

外部信息

匹配
运算

检索模
式

信息检索者

特征组配
需求特征
检索需求

信息存储与组织 信息检索实施

结果输出

检索结果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检索途径

信息检索途径示例图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文献检索的
基本步骤

• 主题含义；

• 文献类型；

• 年代语种；

• 学科范围；

• 全？准？

明确需求

• 数据库；

• 词表体系

选择工具

• 检索途径；

• 检索方法；

• 关键词集合；

• 限制条件；

• 筛选条件

确定条件

• 检索词；

• 逻辑组织；

• 检索式

构建检索

• 结果偏差；

• 再分析；

• 再选择；

• 再确定；

• 再构建；

• 再评估；

结果评估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示例 开展“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的研究

Step 1：分析内容，明确检索需求

• 目的的差异确定了对检索目标的差异

• 系统了解某学科的知识—选择图书

• 研究项目开题报告、学术研究、技术攻关—选择研究报告、科技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 发明创造、工艺改革、新产品设计—选择专利文献、标准文献、产品资料等。

• 针对本题：

• 目的：研究项目开题

• 资源类型：期刊、会议论文

• 语种：中英文

• 年代跨度：近五年内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示例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

Step 2：选择工具

• 选择检索的数据库：

• 中文：

• 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知网）；

• 文摘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 英文：

• 文摘数据库——Web of Science数据库（SCI&CPCI）、EI数据库等

• 全文数据库——IEEE数据库，Elsevier数据库…

• 词表体系：自然语言检索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 标题

• 作者

• 机构、地址

• 贡献

• 期刊，卷、期、页数

• 摘要

• 关键词

• ……

• 致谢

• 通讯作者

• 参考文献

检索依据：
• Title 标题

• Author 作者

• Affiliation Address 机

构、地址

• Contribution 贡献

• Journal, Issue Page期

刊，卷、期、页数

• Abstract 摘要

• Key Words 关键词

• Corresponding 

Author 通讯作者

• ……

• Acknowledgement 

致谢

• Reference 参考文献

检索依据：
以科技期刊为例看检索字段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示例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

Step 3：确定条件

• 检索字段：主题检索（对题目、摘要、关键词三个字段的检索）、作者检索、题名检索、学科分类检索、专利

号检索、标准号检索等。

• 主题检索：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检索。

• 检索方法：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又称专家检索，检索式检索）、二次检索等。

• 检索方法采用专家检索，编写检索式

• 关键词集合：遴选核心关键词。

• 限制及筛选条件：指定时间范围内，指定作者国别等；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示例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

Step 4：构建检索

• 检索词：关键词集合，来源于step3。

• 逻辑关系：

• 布尔逻辑运算符

• 截词检索

• 位置算符

• 字段限制检索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示例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

Step 4：构建检索

• 逻辑关系1：布尔逻辑运算符，即And、Or、Not

• 逻辑关系2：截词检索（利用截词检索时，截词部位一定不能太深，否则误检率会很大）

• 常见的截词符号有 $，?，*，用于扩检

• 同一截词符在不同数据库中的功能不同（数据库的Help可以查看）

• 星号 (*) 表示任何字符组包括空字符。截词符可左、可右。如*Chemistry  可检出: chemistry、

biochemistry、electrochemistry等，bio*可检出biology，biochemistry，biophysics等。

• 问号 (?) 表示任意一个字符：如Wom?n可以检出woman和women

• 美元符号 ($) 表示零或一个字符：美元符号 ($) 对于查找同一单词的英国拼写和美国拼写非常有用，如

flavo$r 可查找 flavor 和 flavour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示例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

Step 4：构建检索

• 逻辑关系3：位置检索

• 文献记录中词语的相对次序不同，所表达的意思就可能不同。用词间位置算符来限定和组合检索词，

可弥补布尔逻辑算符的不足。 词间位置检索技术有时对检索质量影响很大

• 例如：NEAR/x——Web of Science，x 可指定将检索词分开的最大单词数，且前后位置可

以互换。Ti=AR near/1 Manufactur*：AR Manufacture，AR 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 AR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策略

示例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

Step 4：构建检索

• 检索式构建：

• 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 Virtual Reality; VR; Augmented Reality; AR，逻辑关系为“或”；

• “虚拟现实”与“制造业”逻辑关系为“与”； “增强现实”与“制造业”逻辑关系为“与”

• 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例

• TS= （ Virtual Reality or VR or Augmented Reality or AR ) and Manufactur*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 什么是文摘数据库？

• 也叫索引（Index），是将某种信息集合
（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
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并指引给用户的一
种指南；

• 文摘（Abstract）是对一篇文献（如期刊
论文）的内容所做的简略准确的描述；

• 文摘数据库不能直接提供论文的全文；

• 文摘库提供文献回溯，标引规范。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了12400多种世界权威
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内容涵盖自然科学、工程
技术、生物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领域的海
量学术研究论文，最早回溯至1900年。

EI每年摘录世界工程技术期刊约3000种，还有会议文
献、图书、技术报告和学位论文等，报道文摘约15万
条，内容包括全部工程学科和工程活动领域的研究成
果。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方面，涉及计算机和
数据处理、电子和通信等。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1. 数据库选择

2. 选择检索字段、输入检索式

3. 时间设置及选
择子数据库

4. 点击检索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3. 排序方式选择

1. 检索结果

2、根据学科、
国家机构、文
献类型等方面
精炼检索结果

4. 查看单篇文章信息

5. 快速获取全文

6. 分析检索结果

7. 检索结果<1万时创建引文报告
8. 检索结果直接保存

9. 创建邮件跟踪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标题
快速获取全文

作者

期刊信息

摘要

关键词

作者机构及地址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全文下载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引文检索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的不断演变，造成漏检，
错过高影响力的重要文献

引用自

越查越深

越查越广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本文的参考文献

引用本文的文章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Web of Science引文报告

某个主题/研究人员的引文分析报告
每年出版的文献数、被引次数
H-index：发表的N篇文章中有h篇被引至少h次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Web of Science结果分析 下载用Excel处理绘图

勾选记录，继续查看或进一步分析：

 筛选需要的记录；
 排除不需要的记录

通过分析能发现？

 领域内的专家；
 发现科研实力强的机构，寻求求学/合作机会；
 发现高水平出版物，寻找投稿方向；
 ……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1.撰写专业检索式

2.限定语种与文摘类型（研究型论
文/综述/……）

3.选择时间跨度

4.选择检索子库

5.字段标识代码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如果在检索式中使用不同的运算符，则会根据下面的优先顺序处理检索式：

在“地址”检索中，使用 SAME 将检索限制为出现在“全记录”同一地址中的
检索词。当在其他字段（如“主题”和“标题”）中使用时，如果检索词出现
在同一记录中，SAME 与 AND 的作用就完全相同。

双引号实现精确检索
英文输入状态下，双引号””，例如“carbon 
satellite” 碳卫星

截词符
*  表示任何字符组，包括空字符
$  表示零或一个字符
?  表示任意一个字符

NEAR/x

SAME

NOT

AND

OR

使用括号可以改写运算符优先级。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EI是世界上最早的工程技术文摘，主要收录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方面的期刊论文、会
议论文、报告等，涉及计算机和数据处理、电子和通信等，22%是会议文献。Engineering
Village 2 是其服务平台。

周更新，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1998年在清华大学建立Ei中国镜像点。

EI包括核心收录和非核心收录两部分，核心收录2600多种期刊，文章均经过人工标引。

包含两个子库：

 compendex（EI核心数据）：全球最全面的工程文摘数据库，覆盖190个工程领域，收录时间为
1969年至今

GeoBase（跨学科主题）：地质、人类和自然地理学、环境科学、海洋学、地质力学、替代能源
等，收录时间为1980年至今，同行评审期刊、会议论文集、行业杂志等2000多种。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1.选数据库
2.选字段

3.特殊主题类型

4.三种检索方式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Controlled Term
和Classification 
Code是重要的判
断文章是否为EI核
心收录的标志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构造新的检索式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上位词、同义词、下位词

构造新的检索式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按检索式输入的顺序

 a AND b OR c    will be searched as    (a AND b) OR c

 a OR b AND c    will be searched as    (a OR b) AND c

 a OR b NOT c    will be searched as    (a OR b) NOT c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文摘数据库

著者检索
EI未对作者做规范，因此用Author检索时务必考虑多种名字表达方式或采用Author列表。

检索作者名字时，要用其姓氏，同时最好以其它检索字段（作者所在单位Author Affiliation）
来限制

机构检索： EI对不同时期的机构处理方式不同，有全称的、缩写的、混合的，需谨慎

刊名/会议检索：注意中国期刊的多种英文写法

常规检索
检索词组需要用“”,务必以大写字母作为布尔逻辑算符（AND OR）

使用“*”做通配符以广泛地检索。

高级检索
快速检索规则全部适用于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默认在全字段中检索，若需限定检索字段，使用wn进行限制，如“carbon satellite” wn 
KY（代表在关键词字段中检索包含carbon satellite一词的结果）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 期刊全文数据库类别

• 权威出版社（集团）的网络出版资源：

• 如ScienceDirect (Elsevier), SpringLink
(Springer), Wiley

• 重要的学协会网络出版物

• 如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等

是IEEE旗下的在线数据资源，提供了当今世界在电气
工程、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中近三分之一的文
献。

美国计算机学会致力于发展信息技术的教育、研究和
应用，全球计算机领域的专业人士将ACM出版物视做
最权威和最具前瞻性的计算机学科核心文献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覆盖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电力、半导体等学科领域。

• 五大核心业务为出版、会议、标准、会员和教育，包含IEEE和IET两个机构的出版物：

160+ IEEE 期刊和杂志；

1200+ IEEE会议录（每年）；

5000+ IEEE标准 （标准草案除外）；

其它：20+ IET期刊和杂志；40+ IET会议录（每年）；20+ VDE会议录（每年）；1000+ 电子书
（IEEE-Wiley; MIT）；IBM Journal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cluding IBM Systems Journal)；
Five AIP/AVS 期刊；300+ 电子学习课件；

3百多万篇全文文档

• 完整文档回溯到1988，最早到1872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特色：可批量
下载全文pdf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 ACM包含两个库：

ACM digital library全文数据库

Journal 7种专业期刊（停刊一种）

Magazine 10种专业杂志（停刊两种）

Transaction 32种专业会报

Proceeding 近300种学术会议的会议录

Newsletter 时事通讯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s相关出版物

Publications by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附属机构出版物

ACM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ACM口述历史访谈
Guide to computing literature文
献数据库

收录超过3000家出版社出版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文献题录信息和摘要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特色：各类浏
览检索，
并提供了
ACM的分类
体系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摘数据库

单独的会议检索入口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

单独的会议检索入口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全文数据库该领域历年会议的主题云图

出版年、可获取全文的数量等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学位论文数据库

学位论文的主要检索途径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
全文

只能看部分论文前16页 国外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中科院学位论文知识发
现系统

中国知网（CNKI）
PQDT Global硕博士论

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学位论文数据库

CAJ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学位论文数据库

检索词、词频

学科

模糊、精确检索词

时间范围
学位单位

基金支持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学位论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学位论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资源——学位论文数据库

1.筛选条件 2.看该导师指导的所有论文

特色：师承关系检索

3.看该机构的所有论文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学位论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学位论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学位论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学位论文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学位论文数据库

特色：查找作者、导师、机构名录



04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Scientific literature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文献管理中常见的问题

诸多文献从不同数据
库重复下载

存放混乱，难以快速
寻找所需文献

论文写作时，参考文
献格式编写繁琐

多次投稿，反复修改
参考文献格式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研究热点哪里
看？ESI逛一逛

选择“研究前沿”

ESI以10年为一个周期对全球所有大学及科研机构的论文及其引用情况等进行统计
和比较，对论文总被引次数排列在前1％的学科进行排行，每两个月公布一次进入
全球前1％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排序。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选择“领域”

研究热点哪里
看？ESI逛一逛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选择浏览的对象

查看更名期刊

按学科选择

选择排名年份

发论文找期刊哪家强？JCR来帮忙
（仅供参考，勿盲从JCR）

影响因子为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JCR year）中
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茫茫多文献如何管？
何不试试EndNote

十月下旬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Endnote x9 上海科技大学IP范围内可以直接下载使用
路径：上科大主页—图书馆—软件工具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LaTeX软件以其简洁的排版效果，尤其是数学公式和高质量的图片的排版著称，在科技论文的撰
写和投稿上应用广泛。 11月下旬 陆晴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学科态势分析帮你一“览”到底

找热点

找关联

找牛人

读文章

找牛校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科技文献管理和分析 还不够，还想了解更多，
come on……

http://library.shanghaitech.edu.cn/4126/list.htm

http://library.shanghaitech.edu.cn/4126/list.htm


谢谢各位！

贾佳 jiajia@shanghaitech.edu.cn

上海科技大学图书馆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Library



专利检索分析

上海科技大学图书信息中心

2019年9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理师资格

上海市专利管理工程师
贾佳



专利检索

专利分析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为什么要做专利检索
启发创新思维

关键技术。。发展趋势

对手和布局

撰写启示

授权可能

核心和空白；规避和利用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专利检索

对于某技术领域或产业，则检索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通常需要对该技术领

域进行技术分解，根据技术分解的情况，确定检索范围。

针对该技术领域采用多种检索策略进行检索，保证检索主题的查全率和查

准率。

对于区域或竞争对手类型的专利态势分析可以用国省代码或申请人直接进

行检索。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基础专利US7,479,949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专利信息的外在特点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专利信息的内容特征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专利分类IPC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专利分类IPC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专利分类IPC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优先权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同族专利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同族专利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策略

专利检索的主要类型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策略

示例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策略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SIPO专利数据库
• 网址： http://www.sipo.gov.cn 

• 收录了1985年中国专利法实施以来公开的全部中国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专利文献。

• 可以查询近期的专利公报

• 能够进行专利全文说明书的浏览、下载和打印。

• 检索功能：常规检索、表格检索、药物专题检索、检索历史、检索结果浏览、文献浏览、批量下载等。

• 分析功能：快速分析、定制分析、高级分析、生成分析报告等。

• 数据范围：收录了103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专利数据，以及引文、同族、法律状态等数据信息，其中涵盖了
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欧洲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

• 数据更新：中外专利数据，每周三；同族、法律状态数据，每周二；引文数据，每月更新。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专利检索入口

SIPO专利数据库

http://www.sipo.gov.cn/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注册、登陆 -->> 谐振隔离变换器

SIPO专利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SIPO专利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SIPO专利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USPTO专利数据库

• 网址： http://patft.uspto.gov/

• 收录内容：目前，美国专利授权数据库收录了1790年至最近一周美国专利
商标局公布的全部授权专利文献。该检索系统中包含的专利文献种类有：
发明专利、设计专利、植物专利、再公告专利、防卫性公告和依法注册的
发明。

• 其中，1790年至1975年的数据只有图像型全文（full-image），可检索
的字段只有3个：专利号、美国专利分类号和授权日期；1976年1月1日以
后的数据除了图像型全文外，还包括可检索的授权专利基本著录项目、文
摘和文本型的专利全文（full-text）数据，可通过31个字段进行检索。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USPTO专利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USPTO专利数据库

(1) 快速检索。快速检索提供两个检
索入口：Term 1 和 Term 2。

与两个检索入口对应的是两个相
应检索字段选项：Field 1和Field 2。

在快速检索的两个检索字段
（Field 1、Field 2）之间有一个布尔
逻辑运算符选项。在检索字段“Field 
2”下方有一个年代选择项（Select 
years）。所有选项均可以展开一个下
拉式菜单，供用户根据检索需求选择
所需的特定检索字段和检索年代，并
在两个检索字段之间用布尔逻辑运算
符来构造一个完整的检索式。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USPTO专利数据库
(2) 高级检索。 在高级检索界面上，有一个供输入检索表达式的文本框Query，一个
供选取检索的年代范围的选项（1976年至今的美国授权专利的全文文本和1790年至

今的整个数据库内的授权专利），下面的字段框内有31个可供检索的字段，包括“Field Code(字段
代码)”和“Field Name(字段名)”的对照表。点击“Field Name(字段名)”可以查看该字段的解释
及具体信息的输入方式。检索的表示方法为：检索字段代码/检索项字符串。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下面具体显示31个检索字段的字段代码及字段名称。

EXA Assistant Examiner（助理审查员）

SPEC Description/Specification（说明书）

APT Application Type（申请类型）

IN Inventor Name（发明人姓名）

IC Inventor City（发明人所在城市）

IS Inventor State（发明人所在州）

ICN Inventor Country（发明人国籍）

GOVT Government Interest（政府利益）

PARN Parent Case Information

PCT PCT information（PCT信息）

PRIR Foreign Priority（外国优先权）

REIS Reissue Data（再版数据）

RLAP Related U.S.App.data（相关国内申请）

Ref U.S.References（US参考文献）

FREF Foreign References（外国参考文献）

OREF Other References（其他参考文献）

LREP Attorney or Agent（律师或代理人）

ACLM Claim(s)（权利要求）

USPTO专利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USPTO专利数据库

(3) 检索结果输出

美国授权专利检索库设置
了三种检索结果显示：检
索结果列表（包括专利号
及专利名称）、文本型专
利全文显示（包括题录数
据、文摘、权利要求及说
明书）和图像型专利说明
书全文显示。

在检索结果列表显示界面，检索结果中的记录排序是按照专利文献公布日期由后到
前的顺序排列，即，最新公布的专利文献排在前面。显示页面一次只能显示50条，
点击“Next 50 Hits”按钮可以继续浏览。专利号之前的符号“T”表明该文献有
专利全文文本（full-text）。

点击专利号或专利名称，显示该专利的文本型专利全文。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EPO欧专局数据库 • 网址： http://www.epo.org/

• 共收录72国的专利文献。

• 能检索EP、WO及世界范围的专利文献。

• 能进行专利全文说明书的浏览、下载和打印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EPO欧专局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EPO欧专局数据库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SooPAT • Soopat中的Soo为“搜索”，Pat为“patent” ，SooPat即“搜索

专利”。SooPat本身并不提供数据，而是将所有互联网上免费的专

利数据库进行链接、整合，并加以人性化的调整，使之更加符合人

们的一般检索习惯。它和Google进行非常高效的整合，充分利用了

人们对于Google检索的熟悉程度，从而更加方便使用。

http://www.soopat.com/

http://www.soopat.com/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SooPAT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大为innojoy • innojoy专利搜索引擎入口：
https://www.innojoy.com/search/

• 国内国外的专利都可以使用，当然也是有一定数量限制的，
但是可以检索并下载国外专利。

https://www.innojoy.com/search/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大为innojoy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专利检索数据源

佰腾网专利检
索系统

• 佰腾网的专利检索系统入口：https://www.baiten.cn/

• 不论是检索国内专利还是国外专利，速度都是极好的

https://www.baiten.cn/


专利分析

1、趋势分析



专利分析

1、趋势分析



专利分析

2、地域分析



专利分析

2、地域分析



专利分析

2、地域分析



专利分析

3、专利权人分析



专利分析

3、专利权人分析



专利分析

3、专利权人分析



专利分析

3、专利权人分析



专利分析

4、专利技术分析



专利分析

4、专利技术分析



专利分析

4、专利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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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利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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