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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Nortel 的那些“核”专利入了谁的手 

 

当 Nortel 的 6000 篇专利通过拍卖落入苹果、微软、索

尼、黑莓和爱立信控制的 Rockstar bidco，并最终 2000 篇入

Patent Troll - Rockstar us 之手，美国专门报道高科技的著名媒

体 Arstechnica 比喻为就像“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the 

Nortel portfolio was the patent equivalent of a nuclear stockpile: 

dangerous in the wrong hands）。当 Rockstar us 把 Google 等 6

个手机制造厂家，包括华为、中兴告上法庭，Arstechnica 认

为专利“核子大战”已经开始
1
。 

 

此外，网络设备提供商 Cisco 先被 Rockstar 的子公司

Bockstar 采用 20 个 Nortel 专利告上法庭，紧接又被另一从

Rockstar 买入几百篇 Nortel 专利的 Patent Troll，Spherix 告上

法庭。Cisco 被告的侵权几乎涉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每一领域。

著名媒体“The Register”惊叹，“思科又被北电僵尸攻击 

-Spherix 要求几乎每一网络专利权”
2
！ 

 

我们知道，Nortel 共有 8000多件专利、申请。其中媒体

报道 6000 篇被拍卖入苹果、微软、索尼、黑莓和爱立信之

手。现在公知的是，除了 2000 篇落入上述 5 个公司之外，

其余都在那些大大小小的 Patent Trolls 控制中。除了法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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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文件公开的被侵权专利外，现在还没有一个详细盘点

Nortel 的每一件“核武器”的下落。往往只有在被“攻击”

时，才发现“怎么被侵权的又是 Nortel 的专利”。 

 

Patentics 利用先进的专利分析技术，对 Nortel 的全部专

利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 Nortel 全部专利的复杂去向信息，

获得精确的每一篇专利的当前专利权人的路线图。 

 

同时Patentics通过计算机算法自动解读这些落入不同专

利权人手中的所有专利文本内容，我们发现这些 Nortel 专利

不仅已经被 5 大公司按需和按贡献金钱的关系分配。更重要

的是，那些落入 Patent Trolls 的专利（精确地说，是 2429 篇，

而不是 2000 篇），其目标是非常明显，通过诉讼获取更大的

利润。而这些 Trolls 的诉讼对象与诉讼策略，通过我们的分

析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除了贪婪(Greedy)外，Cisco 的近 20

年的专利申请策略，已经将自己送到了 Nortel 专利的瞄准线

上。这些经验与教训，对于每一个网络公司都必须了解，避

免重蹈覆辙！ 

本分析必须借助 Patentics 智能客户端完成。 
 

1. Patent war goes nuclear: Microsoft, Apple-owned “Rockstar” sues Google. Arstechnica.com 

 

2. Zombie Nortel grabs Cisco by the neck, again - Spherix claims patent rights over practically 

every network, 2014/03/27, theregister.com 

  

http://arstechnica.com/tech-policy/2013/10/patent-war-goes-nuclear-microsoft-apple-owned-rockstar-sues-google/�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14/03/27/zombie_nortel_grabs_cisco_by_the_neck_again/�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14/03/27/zombie_nortel_grabs_cisco_by_the_neck_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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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搜索检索 nortel
全部专利共 8412 项 

点击切换到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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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搜索”8412 项结果

导入分类器进一步分析 

右键点击空白处，

弹出分类器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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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分类器 8412 项结果，可

点击浏览全文、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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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点击“nortel”
选“分组” 

选“转移申请人”，

按“转移申请人”

对 nortel 节点下专

利进行分组分析 

弹
出
对
话
框 

可选其它分组分

析项，同时对

nortel 节点下专

利进行分组分析 



                                                            www.patentics.com                                         

 索意互动（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前有*的都

是从来没有用该

名申请过专利的，

即为纯买家。 
 

分析结果中还包括获取

880 篇 Nortel 专利的

Ciena。而我们知道，

Ciena 是不在 Nortel 专

利拍卖交易中。 

 

Ciena 于 2009 年 11 月，

仅 花 $530M 现 金 加

$239M 股 权 购 买 了

Nortel global Optical 

Networking and Carrier 

Ethernet 全部产品线加

客户合同，还外加 880

件专利与申请。 

 

还有一些专利都在

银行手里，都是 2009

年前的 Collateral，是

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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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结果可以保存，

任何时候打开，做进

一步分析，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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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组结果来看，已经可以确定落入 Patent Troll 

“Rockstar”及子公司的专利、申请共有： 

 
rockstar 

consortium 
us 

constellation 
Technologies 

LLC 

bockstar 
technologies 

llc 

rockstar 
bidco 

mobilestar 
technologies 

llc 
总计 

1470 篇 497 篇 334 篇 58 篇 9 篇 2368 篇 
注：Rockstar 两个申请人，已被归入标准化公司名 rockstar 

 

此外，1118 篇入了“苹果”，232 篇入了“微软”，246

篇入了 Research in motion，185 篇入了“爱立信”。“索尼”

没有出现在分组后的结果中，可能还没有完成转移手续，还

在 Nortel 名下（1691 篇）。必须指出，那些专利只要不落入

PatentTroll 的手，可能还是相对安全的。 

 

进一步，如果希望了解购买这些专利的公司的专利技术

策略，我们可以对这些被瓜分的专利，分别按接收的公司进

行技术分组。我们马上可以发现每个公司的购买专利的技术

重点都有所不同。 

 

例如，落入苹果公司的 1118 篇专利中，有许多 3G、4G

的核心专利。难怪苹果在 45 亿中出价 26 亿，大概轮到第一

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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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点击“apple 
computer”选“分组” 

选“技术”，根据发明

内容自动分组 

选"Excel",分组时可

同时输出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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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ics 根据节点下专利文本内容（1118 篇）自动进行

计算机解读，将发明内容相类似专利放在同一类（节点）下。 

 

 

Apple 获取专利库中的 8 大技术分组 

第 8 类技术都是与语音通信有关的专利 

4G 专利是 Apple 获取

的最关键技术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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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对任何其它节点（只有节点下有专利），进行

按各种需要的进一步分组分析。例如，想了解苹果第 3 类技

术下（Radio path|...）的美国分类，只需在该节点上右键点

击，选“分组”，在分组框中选“美国分类”即可。对分了

组后的美国分类结果，还可再进行按“申请日”的分组分析，

等等，等等，如此，直至获得理想结果。 

 

此外，还有 56+5=61 篇入了另一 Troll“spherix portfolio 

acquisition ii, inc.”。这个 Troll 杀伤力很强，已经开始告 Telcom

的厂家，先是 Cisco，Juniper networks、Verizon，现在也把华

为告了。大家必须对这些专利进行细致分析，通过分析了解

Troll 的策略，早有准备。 

 

另外，从分组后的分析可发现，这些 Trolls 选择专利有

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是专门选用那些被引用度最高的专利。

因为他们往往通过引用关系，直接找到诉讼攻击对象。例如，

苹果与 rockstar 的专利库，通过分析，就有 2 个非常不同的

特征 -- 被引用度（平均每篇被引用篇数），17.77 篇对 21.75

篇。就是说 rockstar 手中的专利平均每篇被引用要比苹果的

平均数多 4 篇。这种按需所取得专利的选择策略，可谓很聪

明。我们不认为苹果会用手中专利对第三方发起攻击，因此

被引证度不是主要考虑。而 rockstar 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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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利用手中的专利对第三方发起诉讼。被引用越多，可攻

击目标越多。至于名列最后的几个小 Trolls，手中的专利被引

用度更高的可怕，平均高达 64 篇，难怪这 2 个 Trolls 已经把

Cisco、Juniper、Verizon 现在是华为都告上法庭。 

 

 
 

下一节，我们将详细分析有哪些公司，已经在这些 Troll

的瞄准镜里被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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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 

就在我们完成该教程时，Patentics 进行了例行的每周数

据更新，包括 USPTO 法律数据。我们又运行了上例数据集。

我们发现上面曾发现过的 Ciena 公司不见了，代之的是

deutsche bank（德意志银行），还是 844 件专利。 

 

 

为了查看原因，我们将 deutsche bank 节点下的 844 篇

专利导出到远程的从搜索界面，查阅法律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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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点击“deutsche bank”选

“导出/搜索/从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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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一星期前，2014 年 7 月 15 日，Ciena 将该 844

件 Nortel 的专利全部转移给了 deutsche bank。对竞

争激烈的电信行业，这也许是一个新机会... 

  

主搜索 

从搜索 

2014 年 7 月 15 日，Ciena 将

该 844 件 Nortel 的专利全部

转移给了 deutsch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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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Troll - spherix portfolio acquisition ii, inc拿到56件Rockstar

手里的 nortel 专利之后做了什么 

 

  

右键选择\导出\搜索\主搜索或从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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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Troll - spherix portfolio acquisition ii, inc.从Rockstar手里购

得 12 篇 nortel 专利，转头就告思科、瞻博网络、华为··· 

 

proj/client and lit/1 

 

 

采用 lit/1 过滤 56 件购得 nortel 专
利得目前诉讼专利 12 件； 

可以得知，还有更多的诉讼在后面 

原告为 spherix portfolio acquisition ii, inc 

被告为思科、华为、瞻博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