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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ics 语义检索精解 

许多用户在使用 Patentics 的语义检索中，经常误解语义检索“缺少可控

性”。其实不然。 

Patentics语义检索的精髓是排序。 

排序可以在全部数据库中排序。比如， r/公开号，  r/cn1128593, 

r/us4567890，等等； 

如果是新颖性检索，则加上时间限制。如，r/公开号 and di/公开号,即对

该公开号申请日之前公开的所有文档进行排序。同时，还可以给出年月日时间数

据，指定为该日之前公开的所有文献进行排序，如 r/公开号 and di/yyyymmdd。

如果希望做抵触申请，则时间限制用 da/公开号，或 da/yyyymmdd，为对该公开

号申请日（或 yyyymmdd）之前申请的所有文档排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海捞

针”般的全数据库排序，即完全依靠我们的计算智能，按文本内容进行语义排序。

排序结果是全部数据库，显然那些排在后面的不相干文档，没有任何用处。因此，

Patentics 给出最相关的 400 个输出。而这往往给人以“漏检”的印象。其实，

如果需要 n个，你可以后加 and ctop/n 来控制输出最相关的 n个文档，例如，

r/cn 1128593 and ctop/10000，就是用 cn1128593对全库排序，输出最相关的

10000个。 

很显然，如果用户想对排序结果进行控制，除了上述输出个数以外，对于排

序对象也可加以限制。例如，用户认为参与排序的文档必须包括某一关键词，如

cdma,则可以用布尔检索式 b/cdma 来加以限制定义， r/CN1128593 and 

di/cn1128593 and b/cdma。 

必须强调，Patentics支持所有传统布尔检索方法的命令。用户可以用任何

传统检索方法来对排序的结果集数据进行控制（限制）。这样，采用传统检索来

限定一个数据集，帮助我们的计算机算法从全库范围排序缩小到一个限定集排序，

相当于人的智慧与机器的人工智能结合，产生更精准的排序结果。 

什么是最理想的布尔检索式来限制排序数据集？答案是任何检索策略中有

效的表达式都可以用。如关键词（b/关键词， ttl/关键词，abst/关键词,spec/

关键词,等等）、IPC/（CPC/）分类，标准化申请人（ann/申请人）、申请人（an/



申请人）。而且这些检索要素都可以像传统检索策略一样，通过 and、or、andnot

来组合。 

与传统检索方法相比，什么是语义排序的优势？大家知道，传统检索输出的

结果，没有相关度排序，每一篇文档都是一样重要，都必须阅读，不然就是漏检。

因此，用户需要设计 4-6 个检索策略，将数据集限定在可浏览的范围（100-200

篇），然后浏览每一篇文献。这样，许多相关的文献就会被 4-6 个检索策略排除

在外，发生漏检。 

而采用语义排序，被排序的结果集可以很宽泛。采用一个简单的关键词限定

排序集在几十万篇中排序，经常也可达到理想结果。用户可以根据相关度从最相

关到次相关依次浏览。往往浏览前面几篇，就可获得想要结果。而且根据系统给

出的相关度排序，如果用户认为还需要进一步限定结果集，用户可以进一步添加

检索式。 

用户进行查新检索，可以是从简单到复杂，逐步渐进。 

r/CN1128593 

r/CN1128593 and di/cn1128593 

r/CN1128593 and di/cn1128593 and b/cdma，或 

r/CN1128593 and di/cn1128593 and ann/高通，或 

r/CN1128593 and di/cn1128593 and icl/h04L，或， 

r/CN1128593 and di/cn1128593 and icl/h04L and b/cdma 等。 

排序结果的最前面几篇是必读的。Patentics大数据分析告诉我们，第一篇

就是审查员心目中的对比文件的概率为 8-9%。而如果公开号被绿色标记，则表

示该篇文献已经被语义透镜聚焦，其命中概率是 20%以上。 

当然，请记住！每引入一个检索要素进行限制，就会产生漏检。而这正是传

统检索技术无法避免的。Patentics 语义检索，可以将漏检限制在没有（r/）或

很小的范围（r/ and b/）。 

 

  



Patentics 相关度解析 

在使用 Patentics智能搜索系统进行搜索时，系统会根据搜索表达式和专利

文本含义自动算出两者之间的相关度，并以百分比表示。 

当我们分别用“手机”和“汉字输入法”进行概念搜索，我们发现，与“手

机”最相关专利的相关度仅为 91%，而“汉字输入法”的最相关专利的相关度却

高达 100%。 

 

 

我们分别查看含有关键字“手机”和“汉字输入法”专利的数量。

关键字含有“手 

机”的全部专利 



 

含有关键字“手机”的专利有 320499篇，“汉字输入法”有 2250篇。 

手机是现在人的生活必需品，在食品、化学、医疗、家居和生物等等领域都

有所涉及，衍生出的产品也数不胜数，已不仅仅是最早纯粹的通信工具。如果需

要查找手机应用于某领域的专利，我们需要阅读包含“手机”的全部八万多篇专

利，犹如大海捞针。为此，用 Patentics重排序功能，可对这些含有关键字“手

机”的专利进行重排序。 

例如，“b/手机 and r/饭菜”，“b/手机 and r/DNA”。 

 

用“饭菜”对含有关键词“手机”的专利排序，我们居然发现有许多引用“手

机”的专利与“饭菜”最高相关度为 82%。 

关键字含有“中文输入

法”的全部专利 



 

用“DNA” 对含有关键词“手机”的专利排序，引用“手机”的专利与“DNA”

最高相关度为 86%。 

查看排在最前面结果，发现不少内容主题的确与“饭菜”和“DNA”相关的

专利，同时也引用了关键词“手机”。说明了“手机”主题的发散、不明确性。 

相关度的计算，可以理解为 Patentics自动将含有关键字“手机”的专利按

主题排序，比如说 Patentics 发现在全部中国专利申请（目前为止 960万）中引

用关键词“手机”的多数申请都是与通信相关的。因此当用户仅输入“手机”搜

索时，系统自动将最可能（92%）与通信相关的申请排在最前面。打个比方说，

快递以前只能靠陆运，随着发展，现在已能够海运、陆运、空运和河运，但绝大

多数还是靠陆运。所以提起运输，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陆运。但陆运对运输来说，

已不是百分之百的选择了。系统将其它主题的申请排在后面。例如，那篇与“饭

菜”有关并引用关键词“手机”的申请 CN104887021“内置式沸水保温托盘”，

被系统以相关度 8%排在第 258160 位。所以当用户输入关键字检索“b/手机”，

Patentics 已经将检索式自动扩展为“b/手机 and r/手机”。 

同样用“饭菜”对含有关键词“汉字输入法”的专利排序，其相关度最高仅

为 27%。说明该专利与主题“饭菜”没有关系。而不像“手机”，与“饭菜”的

相关度为 82%。这反应了引用关键字“汉字输入法”的专利主题的明确、一致性。

其中，排在前几位的申请就讲一个主题“汉字输入法”，所以这些申请与“汉字

输入法”的相关度很高也是理所当然的。 

Patentics 代表新一代智能搜索技术，通过超大规模计算智能，能自动理解

上千万篇专利文献中蕴含的各种主题。有些搜索主题很明确、单一，如“汉字输

入法”，有些主题模糊、多意，如“手机”。对于后者，如果用户想要搜索与通

信不相关的主题，则用户只需添加感兴趣的主题。 



上述分析可以应用到利用公开号进行搜索。有些专利申请全文主题明确清晰，

单一，有些申请全文的主题模糊、东拉西扯。对于前者，往往只需输入一个公开

号即可找到对应相关对比文献。而后者，则需要一些帮助，限定一个大致范围，

这就是我们经常介绍的 B/ and R/。 

如果大家希望更详细了解 Patentics 语义排序，我们有中国发明授权专利

“CN101359331B 对搜索结果重新排序的方法和系统”和美国发明授权专利

“8,126,883 Method and system for re-ranking search results”可以参考。 

  



Patentics 搜索透镜(1) 

在检索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一些中国申请的公开号表有不同色度的绿色背景。

这是 Patentics 搜索透镜发生智能“聚焦”。 

 
Patentics独创搜索透镜的基本思想是，在原有中国专利中文申请库上，通

过中、英文机器翻译，构造出一个中国专利英文申请库。如果考虑语言是对事物

的表示，则中国专利中文库与中国专利英文库是对相同发明内容的不同语言表示。

通过我们的大量实验证明，中国专利英文库，具有与中国专利中文库相似的相关

性语言模型。这两个模型相关但不相同，信息互补而不冗余。我们发现，如果对

两个模型的相关排序结果进行特殊处理，就像光学装置中透镜一样，系统会对相

关度排序输出结果，产生智能“聚焦”作用！ 

启用 Patentics 搜索透镜

必须只选用中国申请 

浅绿表示前二十位锁定 

中绿表示前三位锁定 

深绿表示第一位锁定 



 
对二个语言模型进行自动测试。测试均无需任何检索策略，仅输入被审公开

号，Patentics 排序计算结果与中国审查员给出国际检索报告（ISR）中的 X 文

献进行比对。其中，TOP-i表示前 i篇自动计算排序结果中包含审查员给出 X文

献的命中率。如，TOP-1 表示，仅输入公开号，Patentics 计算排序第一位就有

9%的可能是审查员给出 X文献。必须注意，在测试中我们严格假设，没有被审查

员引用的其它相关文献都不算命中。 

 TOP-1 TOP-20 TOP-100 TOP-400 

中国申请中文

模型 
9.0% 27.39% 43.73% 59.44% 

中国申请英文

模型 
9.1% 27.76% 44.78% 61.16% 

中国申请透镜模型  

（双模型-聚焦前） 
9.1% 29.79% 47.15% 63.43% 

从测试中，我们可以发现，就单语言模型比较（中国申请中文、中国申请英

文）中国申请英文模型略好于中国申请中文模型。将两个语言模型通过搜索透镜

算法聚焦融合，同样是输入被审公开号、同样是没有任何检索策略，其 TOP-20、

TOP-100 的 X命中精度，均提高 10%。 

中国申请

中文模型 

CN1225603 
CN1819916 
CN1607979 

... 
CN1334781 

X 

中国申请

英文模型 

CN1225603 
CN1607979 
CN1584157 

... 
CN1316291 

X CN1225603 
CN1819916 
CN1607979 

... 
CN1584157 

X 

中国申请

中文模型 

中国申请

英文模型 
中国申请透镜 2 模型 

聚焦锁定事件 

r/CN101102838 

 

r/CN101102838 

 

r/CN101102838 

 



搜索透镜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合成检索源，更为重要的是，把两个相关的检

索源通过搜索透镜算法融合，构建成一个全新的智能检索决策源。通过对两个语

言模型相容的排序结果的智能融合处理，我们可以计算和捕获单模型不可能出现

的事件。比如说，当两个模型都将某一篇文档排序在第 1位，更一般地，当两个

模型都将某一篇文档排序在前 i 位（简称为“第 i锁定”），这些锁定事件对 X命

中率的影响将会如何？ 

实际测试表明，如果某一篇文档被锁定在第 1位，则该篇被锁定的文档是 X

文献的概率从 9%跳升到 20%！在单语言模型中要通过人工浏览近 20 篇才能达到

的精度，现在只需浏览被锁定的第一篇即可达到。如果两个模型都锁定某一篇在

前 3位，则被锁定前 3篇中为 X文献的概率为 34.3%，在单模型中要通过人工浏

览 40 篇才能达到的精度，现在只需浏览最多 3 篇即可达到。如果两个模型都锁

定某一篇在前 20位，则被锁定前 20篇中为 X文献的概率为 67.9%，在单模型中

要通过人工浏览多于 400篇才能达到的精度，现在只需浏览最多 20篇即可达到。 

 TOP-1 TOP-3 TOP-20 

X 命中率 20% 34.3% 67.9% 

换句话说，Patentics搜索透镜技术，创建一个新的智能语义模型，从另一个语

言视角自动理解文本意思，聚焦最相关文献，帮助用户节省阅读时间，提高检索、

浏览精度！ 

必须注意，为了使 Patentics 搜索透镜发生作用，目前支持数据库必须选

“中国申请”库。这对检索中国对比文献，不是一个限制。因为，中国申请包含

中国授权。 

 

 

 

 



Patentics 搜索透镜(2) 

Patentics搜索透镜的成功，是建立在计算机硬件越来越便宜，算法越来越

复杂，用成倍、数十倍计算量来换取排序精度的提高的判断上。当 2009年 1月，

Patentics 语义检索首次登上世界专利检索舞台，我们的语义引擎是简单的单模

型-单知识库架构。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判断，随着 CPU、内存的性价比每年成倍

提升，使我们可以通过大幅度提升算法的复杂度来提高排序精度的成为可能。 

第一次尝试是采用单模型-多知识库架构，将一个全局知识库，切分成 10-20

个领域知识库。就像原来是一个全科医师诊治全部病人，现在变成多个专科医师

诊治对应专科病人一样，多个领域知识库被用于对相关领域的专利全文进行排序。

这样，Patentics 排序计算量翻了许多倍，但是排序的精度提升了 10%。虽然我

们必须淘汰我们原来的硬件，但是排序准确率提升 30%，对应的就是用户的检索、

浏览效率提高了 30%。 

第二次尝试是采用双模型-多知识库架构。我们知道，每个发明都有其固有

的特征量。但是，通过不同语言表示，往往会对这些固有的特征量带来不同的信

息“失真”。我们发明的多语言模型-多知识库架构，就是希望通过不同语言的

互补表示模型，构造不同视角的“透视引擎”来对被描述的发明进行“全息透

视”。又一次以算法复杂度成倍提升，计算量成倍增加为代价，换来了 Patentics

的排序准确率提升 10%，更关键的是，通过智能融合不同语言引擎的排序结果，

我们又获取了一个新的排序决策量 -- 搜索“聚焦”，使前 20篇的浏览效率提

高 50%-100%。 

 



 

上述 Patentics搜索透镜是通过中、英文模型排序输出互为参考、对比实现。

作为我们新一轮的尝试，Patentics 新一代搜索透镜将采用多于两种语言（中、

英、日）表示中国发明。这样，聚焦融合与决 



 

策算法可以采用多数表决来提高聚合排序命中率和聚焦命中率。 

Patentics搜索透镜对于中、英、日文用户来说，与正常检索一样，输入都

是公开号。只是对输出排序结果中被聚焦的那些文档号进行特殊标记处理。如

CN101207555被标绿色，表示该文献被中、英文模型都计算排序在第 1位。以此

颜色提示用户对该文献加以特殊关注，因为根据大量统计试验，这些被第一位聚

焦的文献为 X文献的概率是 20%。CN1819916分别被中、日文模型排序在第 2位，

标浅绿色提示用户加以关注。 

从此，全文搜索技术中出现一个新的词汇，您的搜索结果有没有被“聚焦”！ 

希望更多了解 Patentics 搜索透镜技术，可以参考中国专利申请

CN201310274941.X。 

中国申请

中文模型 

CN1225603 
CN1819916 
CN1607979 

... 
CN1334781 

X 

中国申请

英文模型 

CN1225603 
CN1607979 
CN1584157 

... 
CN1316291 

X CN1225603 
CN1584157 
CN1819916 

... 
CN1607979 

X 

聚焦锁定事件 

r/CN101102838 

 

r/CN101102838 

 

中国申请

日文模型 

CN1584157 
CN1819916 
CN1334781 

... 
CN1316291 

中国申请

中文模型 

中国申请

英文模型 

中国申请

日文模型 

r/CN101102838 

 

中国申请透镜 3 模型 

r/CN101102838 

 



 

 
对二个语言模型进行自动测试。测试均无需任何检索策略，仅输入被审公开

号，Patentics 排序计算结果与中国审查员给出国际检索报告（ISR）中的 X 文

献进行比对。其中，TOP-i表示前 i篇自动计算排序结果中包含审查员给出 X文

献的命中率。如，TOP-1 表示，仅输入公开号，Patentics 计算排序第一位就有

9%的可能是审查员给出 X文献。必须注意，在测试中我们严格假设，没有被审查

中国申请

中文模型 

CN1225603 
CN1819916 
CN1607979 

... 
CN1334781 

X 

中国申请

英文模型 

CN1225603 
CN1607979 
CN1584157 

... 
CN1316291 

X CN1225603 
CN1819916 
CN1607979 

... 
CN1584157 

X 

中国申请

中文模型 

中国申请

英文模型 
中国申请透镜 2 模型 

聚焦锁定事件 

r/CN101102838 

 

r/CN101102838 

 

r/CN101102838 

 

聚焦锁定第 1 位，20%可能是 X 

聚焦锁定前 20 位 

聚焦锁定前 20 位 

聚焦锁定前 3 位，3 篇中 34%可能是 X 

还是选择中国申请中文库 

还是输入公开号 



员引用的其它相关文献都不算命中。 

 TOP-1 TOP-20 TOP-100 TOP-400 

中国申请中文

模型 
9.0% 27.39% 43.73% 59.44% 

中国申请英文

模型 
9.1% 27.76% 44.78% 61.16% 

中国申请透镜模型  

（双模型-聚焦前） 
9.1% 29.79% 47.15% 63.43% 

从测试中，我们可以发现，就单语言模型比较（中国申请中文、中国申请英

文）中国申请英文模型略好于中国申请中文模型。将两个语言模型通过搜索透镜

算法聚焦融合，同样是输入被审公开号、同样是没有任何检索策略，其 TOP-20、

TOP-100 的 X命中精度，均提高 10%。 

搜索透镜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合成检索源，更为重要的是，把两个相关的检

索源通过搜索透镜算法融合，构建成一个全新的智能检索决策源。通过对两个语

言模型相容的排序结果的智能融合处理，我们可以计算和捕获单模型不可能出现

的事件。比如说，当两个模型都将某一篇文档排序在第 1位，更一般地，当两个

模型都将某一篇文档排序在前 i 位（简称为“第 i锁定”），这些锁定事件对 X命

中率的影响将会如何？ 

实际测试表明，如果某一篇文档被锁定在第 1位，则该篇被锁定的文档是 X

文献的概率从 9%跳升到 20%！在单语言模型中要通过人工浏览近 20 篇才能达到

的精度，现在只需浏览被锁定的第一篇即可达到。如果两个模型都锁定某一篇在

前 3位，则被锁定前 3篇中为 X文献的概率为 34.3%，在单模型中要通过人工浏

览 40 篇才能达到的精度，现在只需浏览最多 3 篇即可达到。如果两个模型都锁

定某一篇在前 20位，则被锁定前 20篇中为 X文献的概率为 67.9%，在单模型中

要通过人工浏览多于 400篇才能达到的精度，现在只需浏览最多 20篇即可达到。 

 

 



 TOP-1 TOP-3 TOP-20 

X 命中率 20% 34.3% 67.9% 

换句话说，在搜索透镜技术中，通过创建一个新的智能语义模型，从另一个

语言视角自动理解文本意思，聚焦最相关文献，帮助用户节省阅读时间，提高检

索、浏览精度！ 

 
从此，搜索技术中出现一个新的词汇，您的搜索结果有没有被“聚焦”！

聚焦锁定第 1 位，20%可能是 X 

聚焦锁定前 3 位，3 篇中 34%可能是 X 

聚焦锁定前 20 位 

聚焦锁定前 20 位 

还是输入公开号 

还是选择中国申请中文库 



Patentics 快捷功能按钮---审查员必读 

Patentics 有许多功能，帮助用户，特别是每天需要检索、浏览大量专利文

献的审查员高效完成任务。鉴于绝大多数审查员都没有受过任何 Patentics 培

训，除了相互介绍 Patentics 语义搜索外，对于我们专门为专业专利检索设计的

其它许多功能，都没有很好地用起来。为此，我们在这里将系列介绍 Patentics

功能。如果有审查员在我们的订阅号上，希望大家能把相关信息转发给你们的同

事们。帮助大家用好 Patentics，快速找到 X和 Y文件，回家！ 

Patentics 有许多快捷功能，帮助用户高效浏览文献。最常用的快速比对功

能。同时打开 20篇（搜索结果）快速浏览。包括快速比对摘要、比对权利要求、

比对 20 篇全部专利附图（下图所示）。 



 

Patentics 除了把全球专利的数十亿个专利附图全部嵌入专利全文，提供原

位显示（EPO想做也没有做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亮点），我们还提供任意 4个

专利的附图比对（上图所示）。这些附图快捷功能，对于机械、装置类专利审查

员，有非常大的帮助！ 



 
里面还有许多小按钮，提供许多 Magic，我们都会向大家介绍。 

  



SIPO 与 EPO 英文审查报告结果自动比对 

至 2012年底，采用 SIPO 递交 PCT的国际检索报告申请中，共有 11135篇进

入 EP。为此，EPO 根据欧洲专利法，对这些进入 EP 的专利申请重新做了

Supplementary European Search Report（欧洲补充检索报告）。 

 



在 11135 篇对应的 EPO 申请中，我们发现有 1598 篇中国专利局递交的 PCT

国际检索报告，仅有 A文献，而 EPO做的欧洲补充检索报告恰引用了 X文献。 

以该 1598 篇申请案，我们采用 EPO 补充检索报告中 EPO 审查员给出的英文

X文献为测试标准，对 Patentics 的智能排序技术，进行了自动测试。 

测试分两部分进行， 

1. 采用英文申请全文文本，没有任何检索策略，仅输入英文申请公开号，

在 900万英文全文库中进行智能排序，并与 EPO审查员给出 X文献比对； 

 
2. 假设，没有英文申请全文文本，仅有中文申请全文文本，没有任何检索

策略，仅输入中文申请公开号，由 Patentics智能跨语言检索系统的机器翻译部

件，自动将中文翻译成英文，在 900万英文全文库中进行智能排序，并与 EPO审

查员给出 X文献比对。 

将 Patentics智能排序计算的结果进行比对，记录匹配位置，统计得如下结

果， 

 第 1位命中 第 20位命中 第 100位命中 第 400位命中 

英文申请

全文 
5.4%  18.63%  33.82%  50.05%  

中文申请

全文 
4.8%  16.32%  31.15%  48.68%  

显然，直接用中国公开号(利用 Patentics机器翻译的中国申请全文)，要比

直接用英文文本(人工翻译)检索，损失 2个百分点。 

更进一步，对于 11135篇进入 EP的 SIPO递交的 PCT国际检索报告，我们同

样采用国际检索报告中 SIPO审查员给出的英文 X文献为测试标准，对 Patentics

的智能排序技术，进行了自动测试。 



 

 第 1位命中 第 20位命中 第 100位命中 第 400位命中 

英文申请

全文 
4.9%  14.82%  26.98%  41.80%  

中文申请

全文 
3.9%  13.85%  26.76%  40.50%  

 

显然，与采用 EPO 审查员的英文 X 文献的命中率相比较，SIPO 审查员给出

的英文 X文献与 Patentics的智能排序结果匹配命中率要低 8-10%。这是否表示

EPO审查员给出的英文 X文献要比 SIPO审查员给出的英文 X 文献更加相关。



用大数据分析认定、辩护公知技术推断 

发明人、申请人在回答审查意见，或审查员撰写审查意见，断定技术特征为

公知技术之前，应该参考 Patentics 对该申请的技术特征的大数据分析。 

我们曾有一实际案例，很能说明问题，特将当时步骤重复如下。 

CN200810105725.1，是我们公司的一篇申请。该申请通过复审，最终获授权。

其中一次审查意见中，审查员提出“在进行搜索时，采用重排序表达式表达用户

的重排序需求，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用技术手段”。当时，我们正在研发

Patentics 技术特征大数据分析，因此属于好奇，我们就把该申请号直接输入

Patentics 专利输入框。点击标题，点击“主权利要求”（这是不用检索，直接

快速浏览一篇专利信息的方法）。 

 
该申请主权项有 14 个技术特征。其中四种不同颜色是四类主题意思。每一

技术特征旁的数字为引用该技术特征的文献篇数。 

在这里，审查员认定技术特征“重排序表达式”为公知技术，显然得不到数

据的支持。因为根据 Patentics 的大数据分析，“重排序表达式”仅被 1篇文献

引用过，就是本申请。 

这是连我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将该特征放到其它网站上搜索，都



只能得到本申请。为此，我们在回复中进行了根据数据实例的说明，最后审查员

放弃公知技术的认定并给以授权。 

因此，如果发明人拿到审查员的公知技术认定，不妨将该申请的技术特征

要素来个大数据分析。如果被引用次数很小，自然可做基于数据事实的辩护，

如果已经引用次数很多，放弃可能也是一个上策。审查员在认定该技术特征为

公知技术前，最好也查一下这些被推断为公知技术的技术特征，确保从实际引

用数据上站的住脚。 

 

我们还对 1000 万中国专利申请、授权都进行了技术特征的大数据分析。上

述图中 89%[35|14, 37|11]分别表示该段文字（主权项）与本文献的相关度为 89%。

35|14 表示本文献的权利项数（专利度）为 35，主权项的技术特征数（特征度）

为 14。37|11表示对偶专利（授权专利）的专利度|特征度。 

同时，当该申请有授权版本时，Patentics会显示一小图标，点击后会对比

显示申请与授权版本的变化。为了获得授权，满足审查员的审查意见，粉红为插

入，黄色为删除。如果大家需要评估该专利的稳定度，一眼了解这些变化记录，

非常有帮助！ 

  



Patentics 语义检索过程标准化 

我们以科学为唯一索求。 

Patentics于 2009年上线以来，大量的中国专利局审查员在每天的审查工作

中使用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微信无非就是希望帮助审查员更好掌握新一代语义检

索技术，为提高中国专利审查质量尽一份力。如果说我们的分析万一哪里冒犯了

哪位领导，请看在科学的名义上，宽恕我们！ 

【大家一定读完，虽说下面的开头看起来像是昨天的删除版，但是我们加了

许多新的内容，附图也重做了，还包括从来没有写过的 Patentics 语义检索标准化

过程】 

许多审查员对 Patentics 用户界面提出了改进建议。其中，最突出的是希望

对搜索结果的排序与搜索结果的附图的高速批量显示集成。更进一步，提出希望

能在浏览每一篇文献的全部附图（不是首图）时，能够同时快速阅读每一篇文献

的摘要。就是说希望图文结合，最相关的最先看！ 

为满足审查员快速检索、浏览、理解直至找到高相关度的对比文件，

Patentics 已 与 近 日 推 出 智 能 语 义 图 文 检 索 系 统 界 面

www.patentics.com/scn.htm（中文界面）和 www.patentics.com/s.htm（英文界

面）。当检索结果出来时，第一时间显示图文信息，而且每个页面的显示项数

20/50/100 可调。 

http://www.patentics.com/scn.htm
http://www.patentics.com/s.htm


 

下面，我们还是以 “一种可电驱动的车辆”的检索过程分析为实例。通过

本实例，我们希望发展一种标准检索过程，帮助审查员能快速找到中文、英文对

比文件。 

输入(申请号或公开号) 

r/cn200710146226.2 

 

快速浏览到第二篇，从图中发现很相关文件。查看公开日是在本申请后，

虽不能用作对比文件，但是表示排序的方向是正确的，坚定了找到对比文件的



决心！  

 

虽然该申请不能做对比文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该申请获取相关信

息，比如说英文技术特征。 

做为标准化操作流程，我们介绍图文信息浏览器界面与专利信息浏览器间

快速切换，通过专利信息浏览器界面快速获取该专利的英文翻译版本。 

大家一定熟悉Patentics专利信息浏览器界面，里面包含摘要，机器标引主

权项，机器标引关键词项，同族、法律状态等信息。许多信息对于查新审查检

索，可能暂不需要。当输入公开号或申请号进行相关度排序时，审查员一定是

着急找到最相关的对比文件。为了帮助大家第一眼就能看出个大概，最大的帮

助莫过于把专利附图与摘要同时快速原位显示，快速浏览。 

 

Patentics带有高准确度的中国专利申请的全文英文库（近1000万篇）以及

对应的智能机器标引的英文关键概念（1000万中文+1000万英文，人工标

引？）。通过2个点击，我们就可以快速、原位获取这些关键信息。 

点击标题，获得专利信息浏览器界面。按下CTRL键并同时点击右上角“复

制”小按钮，复制该中国申请号的英文翻译版本。 



 

点击专利信息浏览器中的标题，点击“索引”，即可获得机器标引的该申

请CN201736931的关键技术特征。我们发现“grille”（隔栅）是一个非常好的

关键技术特征的英文描述。 

 

 

选择美国全文授权、申请库，还是用该中国申请做排序基准。这时候系统

会自动采用中国专利申请的英文翻译全文，对英文文献进行排序。新的检索式

为， 

 r/cn200710146226.2 and di/cn200710146226.2 and b/grille  

对所有公开日在cn200710146226.2申请日前（20070829）并包含关键词



grille的美国专利、申请，按中国申请号cn200710146226.2（的英文版）的语

义进行自动排序。 

快速浏览美国专利图文信息，被Patentics从5,925篇中排在第2位的

US5919048A，只需扫一眼该美国专利的附图，就知道这是一篇大家想要找的对

比文件！ 

 

有人可能认为，如果知道关键词“grille”，不用语义排序也可以找到

US5919048A。这个我们可以试试看。大家可以点击“公开号”，这样检索结果

就不按语义相关度排序，5,925篇美国专利将按公开日排序，US5919048A会出现

在什么位置？出现在第1,559位。显然，没有语义相关度排序，5,925篇都一样

重要，每一篇都必须阅读，最后必须借助于检索策略将数据集缩小到可阅读范

围。这时，希望的对比文件非常有可能已经被排除在外。 



 

相比之下，Patentics语义排序，检索结果一篇都不少（5925篇），每一篇

通过计算与被审发明内容的语义相关度，即两两间发明内容的相关关系来进行

排序。相关度高的排在前面，相关度低的排在后面，决不会像传统检索靠去除

检索策略来缩小阅读量那样的漏检。 

Patentics语义检索，把专利查新变成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我们总结一下， 

1、先用公开号或申请号对中国申请数据库排序（对1000万申请全文进行排

序）， 

  r/cnxxxxxx and di/cnxxxxxx 

一般快速浏览前100篇，根据我们与国际检索报告的自动测试表明，前100

位包含X对比文件的概率为48%左右; 

2、如果通过快速浏览没有发现合适的对比文件，可以考虑提供一个简单检

索策略，将排序范围从全部数据库（千万级）压缩到特定范围（百万、数十

万...都可）。可以是大家常用的布尔检索式定义，如关键词b/，IPC分类icl/

等等，这个特定范围可以很大，因为最后可以通过排序将最相关的排到最前

面； 

  r/cnxxxxxx and di/cnxxxxxx and b/xyz 

  r/cnxxxxxx and di/cnxxxxxx and icl/xxxx 

...更多请见“字段组合” 。 

3、如果在中文库里不能找到合适对比文件，可以进一步考虑到英文专利申

请库继续找。为了找到合适的关键技术点来限定范围，可以考虑先在中国全文



库中找到最相关的申请，然后通过CTRL+“复制”按钮获得该申请的英文全文，

就如本文前面所介绍的过程。借助于Patentics中国专利申请英文库，还是用原

来的中国公开号、申请号为排序基准，只需把数据库指到美国、EP等即可。 

关于数据库的选择，我们建议根据全文数据的构成考虑。对于中国专利数

据库，建议使用中国申请库，不加授权库。因为中国申请库包含每一篇授权的

公开披露。加入授权库，里面许多信息都是冗余的。美国全文库则不一样，因

美国的授权库与申请库不是全部重合的，因此一般需选择授权、申请。 

不靠运气，你能捡到我检不到还有他也检不到。靠的是r/cnxxxxxx排序。

这个cnxxxxxx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标准号-公开号或申请号！所以我们说现代专

利检索技术与传统布尔检索技术的最大差别，就是检索过程标准化了！ 

下一节我们还要介绍，如何使用Patentics排序加简单检索策略，对EPO对

比文件进行回溯分析， 找出“推测欧专局可能具有特殊的检索工具或检索方

式，所以获得了这两篇文件”。 

  



审查员幸运模式与 Patentics 自动测试比对 

许多审查员表示，在他们的审查工作中，有 20%到 30%的案子，不需要任何

检索策略，只需一个申请、公开号，就能在第一屏（前 20 篇）快速找到对比文

件。审查员们称之为 lucky 模式（幸运模式）。这个 lucky 模式，其实和我们的

数十万检索报告的自动测试结果相符。 

 TOP-1 TOP-20 TOP-100 TOP-400 

中国申请中文

模型 
9.0% 27.39% 43.73% 59.44% 

中国申请英文

模型 
9.1% 27.76% 44.78% 61.16% 

中国申请透镜模型  

（双模型-聚焦前） 
9.1% 29.79% 47.15% 63.43% 

以 SIPO 递交的国际检索报告为自动测试比对的标准，我们有个程序能输入

公开号和时间限制， 

r/cnxxxxxx and di/cnxxxxxx 

通过算法自动排序，获得最相关的 400篇文献。把自动排序结果与审查员在该申

请的检索报告中给出的 X文献号比对，如果排序在第一位与 X文献相同，就在第

一位统计加 1，如果在第二位相同，就在第二位统计加 1，一直到 400 项。如果

没有在 400项之内出现，就算没有命中。最后对这些命中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其中，最重要的是被 Patentics 排在第一位的（TOP-1），如果不看其它文献，

就看第一篇，9%的可能该文献就是审查员心目中的 X文献。大家可以做个简单的

统计试验，每次输入公开号排序，浏览第一篇，同时把是否 X文献记下。做 100

个案子，一定有 9篇左右是你认定的 X文献。 

看第一篇，9%成功率显然不够。许多审查员往往浏览第一屏，即排序前 20篇

（TOP-20)。这就是大家说的 luck 模式。审查员反映的 luck 模式命中率（20%-

30%，取 25%）与我们自动测试的 TOP-20 完全相符。在对 TOP-20 进行统计时，



我们将第 1 到第 20 篇的命中次数进行累加，最后除以全部测试篇数，得出 27%

左右的命中率。就是说，如果你浏览前 20 篇，就会有 27%的概率找到 X 对比文

件。 

如果再花点时间多看几篇，比如 100 篇。X 文献的命中率 TOP-100 是 44%左

右。显然增加的命中率与投入的时间不成正比。多看 80篇，命中率仅增加 17%。

至于再多看 300篇，到 400篇的命中率 TOP-400增加更少，仅 16%。 

这本身充分验证了 Patentics 语义排序的科学性。最相关的排在最前，排在

最前的与审查员人工找出的 X 文献相符率最高。排序越到后，相关度越低，与审

查员人工找出的 X文献相符率越低。 

有了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就可以好好规划自己的检索过程。第一屏一定要看。

做 4个案子一定有一个已经排在里面了！ 

而且，根据我们的自动测试，命中率几乎与 IPC学科无关。最多是小于 1%的

上下浮动。 

上面的介绍，都是基于输入一个公开号，没有任何检索策略，当然没有任何

漏检的可能，一步找到对比文件。为理想检索模式。许多审查员反应，在理想模

式中找出的对比文件由于相关度高，不需要公知技术搭接，更容易结案。 

对于剩下的 75%案子，许多审查员问，是不是可以做下去，一直到完成检索

任务。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25%命中率的方案是不给 Patentics任何帮助，在全部数据库（上千万篇）里

“大海捞针”。如果给系统一点帮助，用一个简单的检索式圈定一个（大）范围。

不是在上千万里面排序，而是在几百万、几十万、直至你认为合适的范围内排序

（像上一节介绍的在 5,925 篇美国专利中排序），Patentics 的智能排序精度就

会提高数倍。 

r/cnxxxxxx and di/cnxxxxxx and b/abc 

r/cnxxxxxx and di/cnxxxxxx and icl/h04L 

r/cnxxxxxx and di/yyyymmdd and ... 

 ... 

Patentics 有全套（扩充）的布尔检索系统支持各类检索需求。当你的检索

获得结果，你可以在任意检索式后面加上排序，可以是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

字，一个公开号（对应的全文），把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文献排到最前面。 



为了帮助审查员尽快找到合适的对比文件。我们下一个主攻方向有 2个。一

是要帮助大家快速浏览前 n篇文献，尽快确定是否有对比文件在里面。刚刚上线

的图文浏览界面 www.patentics.com/scn.htm，就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成果。二是

通过新的算法自动比对多元技术要素，快速分析、发现可能的对比文件。 

对于审查员来说，应该尽量充分利用 Patentics已经开发的资源。如对全球

5000万中、英文全文的机器标引，在“索引”中按技术主题列出。对于中国申请，

我们有近 1000 万中国申请的全文英文翻译，提供英文机器标引的“索引”词。

对中国申请的中文版的主权项，我们进一步根据技术特征进行按主题的机器标引

和聚类。当然，我们还发明了中英文检索透镜（CN201310274941.X），来进一步

提高排序精度。大家可以阅读微信“Patentics搜索透镜(1)”，理解不同的颜色

对应不同的检索透镜作用最终对应不同的命中率。 

这样，不需任何检索策略仅输入一个公开号或申请号，Patentics 的检索精

度，可以通过自动分析来统计、预测。大家可以多花点心思，记下 luck模式下，

Patentics 找出的 X文献，看看与我们上面的统计测试结果是否相符？ 

  

http://www.patentics.com/scn.htm


机器翻译+机器标引+机器语义排序 = EPO

特殊的检索工具或检索方式 

Patentics 具有高精度基于对文本意思自动理解的机器标引系统。该机器

标引系统不仅能对中国专利全文（中文）进行自动标引，而且还能对美国、EP、

WO、JP、KR等进行英文自动机器标引。此外，我们还将 1000 万篇中国申请全部

采用基于语义的机器翻译成英文，对于这些从中文机器翻译成英文，再对这些中

国专利英文全文进行机器标引的准确度如何，我们通过实例来验证。 

EPO 做出的检索报告是国际上公认的检索结果相关度高的检索报告。为了

缩小差距，研究 EPO审查员使用的检索策略，审查员们会对 EPO 案例进行检索过

程的分解，根据 EPO的检索结果研究其使用的分类号、关键词、检索式、数据库

等内容。  

 

选取聚氨酯领域的一个 EPO 案例，通过对技术方案的分析，选择合适的分
类号和关键词，对欧洲审查员的检索策略进行了分析和推测，以期对本领域的检
索提供指导。 

[案例要点]关键词的积累扩展并注意不同语言中表达方式的异同 
[案情介绍] 
申请号：200980149754.0 
发明名称：一种异氰酸酯三聚催化剂体系，前体制剂，使异氰酸酯三聚的方

法，由其制备的硬质多异氰脲酸酯/聚氨酯泡沫体，和制备这种泡沫体的方法 
权利要求： 一种三聚催化剂体系，其包括： 
鏻阳离子；和 
诱导异氰酸酯三聚物的阴离子； 
其中所述三聚催化剂体系的三聚活化温度为小于或等于 73℃。 
[IPC分类] IC C08G18/02  IC C08G18/09  IC C08G18/16  IC C08G18/18 
[检索要素] 
确定检索要素时主要应注意对鏻阳离子在关键词上的扩展。活化温度虽然

是本发明的改进之处，但除非现有技术中使用与本申请同样的描述，否则对于活
化温度在检索中并不容易提炼出合适的关键词。本案为 PCT申请，在对中文库进
行检索时没有得到合适的对比文件，也没有得到欧专局给出的国际检索报告中的
X 类文件 US4602080A 和 US3876618A。通过对外文库的检索发现，异氰酸酯三聚
之后形成六元环，所以也是一个环化的过程，而 US4602080A 的摘要中正是记载
了“ring”，却没有记载三聚，所以以“ring”为关键词时才能在外文摘要库中
检到。对于常用的关键词，US4602080A 在全文中使用但不完全且精准，所以即使
在外文全文库也不一定能保证检到上述两篇 X类文件。推测欧专局可能具有特殊
的检索工具或检索方式，所以获得了这两篇文件。 

检索要素表如下： 
 



检索要素 
表达形式 

异 氰 酸 酯
化合物 

三聚 鏻阳离子 活化
温度 

分
类号 

I
PC 

C08G18/02
、 C08G18/09 、
C08G18/16 、
C08G18/18 

   

关
键词 

中
文 

异氰酸、聚
氨酯、异氰脲酸 

三聚 鏻、磷三
轮、阳离子、正
离子 

活化
温度、低
温 

英
文 

polyureth
ane, 
isocyanate, 
urethane, 
isocyanurate 

cycl
ic, 
cyclo, 
trimer, 
ring 

phosphon
ium, cation 

acti
ve 
temperat
ure 

[常规检索过程] 
1     CNABS       334         (陶氏 or DOW)/pa and (菲利普 or 阿

西 or 纳森 or 内森 or 威尔莫特 or 维尔莫特 or 理查德 or 基顿 or 戴维 
or 巴布 or 塞西尔 or 波耶 or 博耶 or 蒂莫西 or 莫利)/in 

2     CNABS       3827        ((异氰酸 or 聚氨酯 or (C08G18/02 
or C08G18/09 or C08G18/16 or C08G18/18)/ic) and 三聚) or 异氰脲酸  

3     CNABS       1709        鏻 or (磷 s 三轮)  
4     CNABS       868         诱导 and (阴离子 or 负离子 or 羧酸

根 or 甲酸根 or 乙酸根 or 辛酸根 or (乙 s 己酸根) or 苯甲酸根 or 碳酸
根 or ((酚 or 氨化 or 脒化 or 亚胺 or 磷 or 氟) s (阴离子 or 负离子)) 
or 氰酸)  

5     CNABS       20          3 and (阳离子 or 正离子) and ((活
化 s 温) or 低温)  

6     CNABS       61          (1 and 2) or (2 and 3) or (3 and 4)   
 
1     CNTXT       25          (((异氰酸 or 聚氨酯) and 三聚) or 

异氰脲酸) and ((鏻 or (磷 s 三轮)) p (阳离子 or 正离子)) and 诱导 and 
(阴离子 or 负离子 or 羧酸根 or 甲酸根 or 乙酸根 or 辛酸根 or (乙 s 己
酸根) or 苯甲酸根 or 碳酸根 or ((酚 or 氨化 or 脒化 or 亚胺 or 磷 or 
氟) s (阴离子 or 负离子)) or 氰酸) and ((活化 s 温) or 低温) 

 
1     DWPI        292181      +isocyanate+ or +urethane or 

+isocyanurate or (C08G18/02 or C08G18/09 or C08G18/16 or C08G18/18)/ic  
2     DWPI        578         (+isocyanurate s ring?) or +tirmer+  
3     DWPI        3544151     +cation or +phosphonium+  
4     DWPI        35497       activ+ s temperature   
5     DWPI        59          1 and 2 and (3 or 4)  
6     DWPI        1           5 and us4602080/pn     
1     USTXT       0           us3876618/pn   



[案例启示] 
（1）关键词与分类号仍是主要的检索入口，对于来自欧洲的申请应注意利

用 EC分类体系进行检索； 
（2）平时应注意积累关键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扩展方式，而且在检索过

程中发现检索要素新的表达方式后，应随时调整检索策略。 
 

注意，关键技术概念“环化”是“通过对外文库的检索发现，异氰酸酯三聚
之后形成六元环，所以也是一个环化的过程，而 US4602080A 的摘要中正是记载
了“ring”，却没有记载三聚，所以以“ring”为关键词时才能在外文摘要库中
检到”。所以审查员在进行中文检索策略构造时，环化概念都没有考虑。一直要

浏览 EPO 给出的对比文件 US4602080A，才能以“+isocyanurate s ring?”为检

索要素。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关键技术概念在中文申请 200980149754.0 的英文全文

的机器标引中全部出现。就是说，如果中国专利局审查员点击“英文复制按钮”，

浏览该中国申请的英文机器标引“索引”，借助 Patentics 语义排序，也可以像

EPO审查员一样轻而易举找到那 2个被“推测欧专局可能具有特殊的检索工具或

检索方式，所以获得了这两篇文件”。 

2个点击，快速获取机器翻译+机器标引的英文关键词。 

而这些通过浏览 EPO审查员给出的对比文件才得出的关键词，在本申请的机器翻

译的机器标引中全部出现。可以说，机器翻译+机器标引并不逊于 EPO审查员。 

 

下面，就用该 2个关键词限定检索范围，再通过语义排序将与 CN200980149754.0

最相关的对比文献排到最前面。 



 r/cn200980149754.0 and di/cn200980149754.0 and b/"isocyanate 

trimer" 

 

 
 r/cn200980149754.0 and di/cn200980149754.0 and aclm/"isocyanurate 

ring" 

 

当然，我们可以和大家透个底，其实 EPO 也在数个场合被我们的语义检索折服，

也在和我们接洽应用我们的语义检索技术！只是我们现在忙着“race to the top 

of the world”，还顾不上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