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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簡介 

• Derwent 是全球最權威的專利情報和科技情報機構之一，

1948年由化學家Monty Hyams在英國創辦建立。 

 

• Derwent隸屬於全球最大的專利資訊集團—Thomson 

Reuters 集團 

 

• 目前全球的科技研發人員、全球500大企業的研發人員、

世界各國幾乎所有主要的專利機構、情報專家、業務發展

人員都在使用Derwent 所提供的情報資源 



 

大綱 

• 專利文獻及其運用概述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的内容與應用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的檢索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檢索結果的瀏覽與處理 

 

              



 Do academics (& TLO) and students 
need patent information ? 

Patent and Non-patent relationship 



 



 

 

• 不僅限於企業界重視，越來越多的學術單位開始重視專利資料 

• 幾乎每位化學諾貝爾獎得主及大部分的物理及醫學領域得主都發表
過專利 

• 研究人員靠著發表專利以強化他們的研究發表 

• 學術界研究員所需要的核心資源來自於專利、期刊論文、與會議紀
錄所組成的金三角 

 

 

Journals 

Patents Proceedings 

專利的重要性 



 

Who needs patent information? 

For researchers 

完整背景資訊 

別處得不到的獨特資料 

各種技術的所有細節 

取得新技術與新方法的靈感 

研究評量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ors and analysts  

法律上保障 

前案檢索 

授權金 

智慧財產權的保障 (技術轉移/授權)  

 



 

 專利的基本特性 

• 國家專利主管機關授予申請人在一定時間内享有不准他人任意
製造、使用或銷售其專利產品或者使用其專利方法的權利。作
為獲得這種專利權利的前提，權利申請人必須要以專利（申請）
說明書的形式公開自己所申請專利的技術内容及細節。 

 

• 專利的基本特點： 

             進步性 

             新穎性 

             實用性 



 

專利（申請）說明書作為專利授予（申請）的重要文獻組
成部分，具有不同於其他文獻類型的特點： 

內容新穎、報導迅速 

 

   由於專利制度中特有的優先權原則，發明人往往會在發
明完成的第一時間裏提出專利申請。因此90-95%的發明
創造會很快地先出現在專利文獻中，所以專利文獻是追
蹤技術創新領域最新進展的一個重要媒介。 

 - 電視機：1929年發表於專利文獻中，到了1948才在期刊
中有所反映，其間相隔了近20年。 

 - 80% 的專利資訊從未或不再以其他形式（論文、會議等）
發表。 



 

• 内容廣泛、連續系统 

          專利制度在許多國家由來已久，因此許多國家都保存了大量廣泛
而系統的專利技術文獻。 從尖端的奈米技術到日常的生活用品，可
以說無所不包；由於專利文獻保存的系统性，可以反應出技術從無到
有，從低級到高級的完整技術進化史。 

 

         發明於本世紀初的浮法玻璃製造技術，發展到今天，僅外國專
利就有100件之多，不僅反應了這一技術的進化過程，也反應了有關
這一核心技術的各個側面的技術細節。 

 

         同時技術本身的發展也具有繼承性、系統性。據統計70%的公
司，是在現有專利技術中發展新技術的。系統地了解這些已有的技術
文獻是推動技術創新的基礎。 

 

    



 • 及時了解最新技術研究進展，啟發思路，提高科學研究起
點，獲得科學研究支持資金。 

– 根據歐洲專利局的統計，歐洲每年大約要浪費200億美元用於重複
項目的開發投資。若能充分利用專利文獻，則能節約出40%的研
發經費用於高水準的研究工作，同時為科研人員節約時間。 

• 洞察技術發展趨勢，預測技術發展動向 

• 洞悉競爭對手、同行的研究進展 

• 連續追蹤一項技術的自然演變 

• 反映一個機構、國家的核心技術競爭力 

 

 

 專利文獻——特有競爭性情報價值 ：  



 專利是科學發現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從事技術發明，或是致力
於科學研究，專利文獻都是學術文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是
長久以來，由於種種原因，專利文獻的查找比較困難。 

 

人們對專利文獻的利用並不令人滿意：據EPO(歐洲專利局)的統計
指出：歐洲每年大約浪費200億美元的投資；若能應用專利文獻，
能節約40%的科研開發經費，少花60%的研究開發時間。 

 

 

 

專利文獻的檢索與利用所面臨的問題（一） 



 • 專利說明書是具有法律性質的技術文件 

• 專利申請人為了有效保護其發明創造，在專利文獻中往往會
用一些繁複晦澀、意義含混的專用術語（或法律術語），與
一般科技論文中的通用技術用詞不同 
 

• 許多專利並非以英文發表 
 

• 由於專利審查制度的規定，以及專利的保護具有國家性，常
常造成相同技術文獻多次重複出版（專利家族） 
 

• 一般由專利審核機構所提供的免費專利檢索系統基本只提供
了該機構專利資訊的簡單檢索途徑，專利全文多以單頁顯示
的圖形檔(IMAGE)方式提供 

專利文獻的檢索與利用所面臨的問題（二） 



 

大綱 

• 專利文獻及其運用概述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的内容與應用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的檢索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檢索結果的瀏覽與處理 

 

              



 
• 整合Derwent 最著名的World Patent Index ® （世界專利

索引） 與Patent Citation Index ® （專利引文索引） 

• 全面的專利文獻收錄，綜合檢索世界各國的專利文獻 

• 超過55年專利情報加工經驗，有系統、嚴格的規範整理 

• 高附加價值的專利文獻標題與索引 

• 强大的檢索途徑和檢索輔助工具 

• 克服以往專利檢索中遇到的困難 

 

Derwent Innovation Index的特點 



 

• 收錄來自世界40多個專利機構的1千多萬個基本發明專
利，3千多萬個專利，數據可回溯至1963年。 

• 每周更新 

• 每周增加來自40多個專利機構的2萬5千多個專利 

• 分為Chemical Section, Electrical & Electronic Section, 
Engineering Section三部分，為研究人員提供世界範圍
内的化學、電子電氣以及工程技術領域内綜合全面的發
明資訊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的收錄範圍 



 • Descriptive Titles ——描述性的標題 
 

• Descriptive Abstract ——描述性的摘要 
 

• Patent Family Records——專利家族全記錄 
 

• Patent Assignee Codes ——專利權屬機構代碼 
 

• Derwent Classification——Derwent分類號 
 

• Manual Codes ——Derwent手工代碼 
 

• Patent Citation——專利引文 



 
• 專利文獻所具有的法律性質，以及專利申請人為了有

效地保護其發明創造，在專利文獻中往往一些繁複晦
澀、意義含混的專用術語（或法律術語），與一般科
技論文中的通用技術用詞不同，因此用習慣的常用詞
檢索時，很難找到相關的技術專利文獻，了解某項技
術的全貌 

 

• Derwent的技術專家會用通俗的語言按照技術人員平
常用詞、行文的習慣重新用英文書寫每一篇文獻的標
題和摘要，重新書寫的標題、摘要會從以下幾個方面
對專利加以描述，即使用習慣的常用詞進行檢索，也
不會有問題 

              

描述性的標題與摘要 



 專利文獻原標題： 
 
“Setting machine” 

Derwent 描述性標題 
 
“Seedling setting machine - has 
transportation unit for using 
vacuum to suck withdrawn seedling 

into predetermined position” 

描述性的標題 



 

描述性的標題 



 



 

描述性的摘要 

Derwent 描述性摘要 
 

Capsule (A) comprises a core containing antibody-
producing cells (B), surrounded by a porous wall that is 
permeable to antibodies (Ab) produced by the cells.   

 
       
USE - Ab may bind to and block the receptors essential for 

viral infection, or they bind to viruses or other circulating 
antigens. The capsules are implanted for treatment or 
prevention of disease, particularly cancer, autoimmune 
disease (including multiple sclerosis …. 

 
 
ADVANTAGE - respectively, for implantation in vivo for 

long term delivery or sustained delivery of antibodies of 
therapeutic interest. 

• The capsules, from which no anti-idiotype response is 
elicited provide long-term or sustained release of Ab 
and after implantation do not cause an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the host…..  

專利文獻原摘要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capsules 
encapsulating 
antibody-
producing cells, 
and to the use 
of such 
capsules and 
encapsulated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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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benefit… 

例: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Where is RFID ? 



 

DERWENT VALUE ADD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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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 

    Derwent 翻譯所有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出版的專利文獻，
對於克服語言障礙，了解世界各國的科技進展非常有用。 

 

   例如：日本每周公布4000件專利，全部是日語， 
Derwent 的研究人員將其第一頁翻譯成英文並編制英文
索引與摘要。 

 

 

 



 • 由於專利審查制度程式的規定，以及專利的保護具有國家性，常
常造成相同的技術文獻多次重複出版 
 

•  Derwent 會將同族專利合併成一條記錄，在同一條記錄頁裏會列
出同族專利中不同國家授予給同一項技術的不同的專利號，從而
對某一個具體專利的全球專利授權情況一目了然。 

   另外，對於非英文的專利，可以通過同族專利的記錄，找到同一
項技術的英文專利，瞭解技術細節 
 

• DII中專利家族的規模大小，會反映出某一項技術的重要程度；同
時，專利家族的區域分佈情況可以反映出專利權屬機構的市場發
展計畫；這種區域分佈的變化，也可以反映出專利權屬機構市場
戰略的改變 

專利家族 



 

專利家族 

不同國家授予給同一項技
術發明的不同的專利號，
DII將其合併在一個記錄頁
中，聚成專利家族  



 Cited Articles ( DII  WoS) 

Over 1,400,000 links - will increase 

–追蹤基礎研究發展成為專利提供線索與方向 

–基礎研究課題如何轉化成應用研究乃至技術專利提供了思
路和方法 

–基礎研究中所涉及的創新只能轉化為專利才能得到相應的
知識產權保護，在市場競爭中得以應用與發展  

 

Cited Patents (WoS   DII) 

Over 160,000 links - will increase 

掌握新的技術在科學研究中的應用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參考。 

 

與Web of Science的雙向連接 



 

專利文獻與期刊文獻的雙向連接：基礎研究與技術應用 

• 從事知識創新是科學系統的主要活動，知識創新的成果構
成技術創新的基礎和泉源。 

– 1993-1994年美國專利引用的科學論文73%來自政府支持的科學研
究，只有27%來自企業支持的研究； 

– 1993-1994年專利引用的科學論文是1987-1988年專利引用的科學
論文的3倍。 

 

• 基礎研究的科學論文對技術創新的支持作用很大，而且在
不斷地加强。 

– 了解並研究技術專利背後所隱藏的科學研究為我們提供進一步深化
研究的途徑，探索基礎研究轉化為發明創造的方法和途徑，應當是
也必然是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綱 

• 專利文獻及其運用概述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的内容與應用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的檢索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檢索結果的瀏覽與處理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檢索 

• General Search 一般檢索 

 

• Cited Patent Search 被引專利檢索 

 

• Advanced Search 進階檢索 

 



 

檢索中適用的布林邏輯 

檢索結果中必須出現所有檢索詞 

TOPIC：aspartame AND cancer* 

檢索到的文獻包含aspartame，也包含cancer 

檢索結果必須出現在任一檢索詞，當檢索詞有多種拼
法或有幾個同義詞時，使用OR 

TOPIC：aspartame OR saccharine OR sweetener* 

檢索到文獻至少包含其中一個詞 

檢索結果中不應該出現包含某一個檢索詞的文章 

TOPIC：aids not hearing 

檢索到的文獻都包含aids，但不包含hearing NOT 



 切截符號有多種用途 

詞尾切截可得到該單字所提及的所有詞語（單數和複數） 

詞間切截：可找到該單字的所有變化形式或不同拼法。 

?  =  一個字母 

*  = 一個或多個字母 

檢索中適用的切截符號 

右切截 詞間切截 

Diseas* Disease 

Diseases 

Diseased 

Lap*roscop*  Laparoscopic 

Laproscopic 

Laparoscopy  



 

Search 一般檢索 

資料收錄時間 



 

Search：檢索欄位 

• Topic：主題，檢索專利的標題或者摘要 

• Title：篇名 

• Inventor：發明人，姓在前，加上名字首字母 

• Assignee：專利權人 

• Patent Number：專利號 

•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國際專利分類號 

• Derwent Class Code ：Derwent分類代碼 

• Derwent Manual Code ：Derwent手工代碼 

• Derwent Primary Accession Numbers ：Derwent專利入藏登記號 

 



 

檢索範例：檢索Apple公司有關touch pad的專利 



 

檢索專利權人 

• 專利權人是指享受專利的個人或團體 

 

• 可用授權人名稱或Derwent機構代碼檢索 

 

• 點選檢索後的放大鏡圖示可以進行輔助檢索 

 

• 獨特的機構代碼確保檢索該機構所有的專利情況 



 
• 許多全球性的跨國公司或機構設在不同地區、國家的分支機構

有可能會使用截然不同的名稱，DII中對這些機構的名稱作了
標準化處理，即專利權屬機構代碼。 

 

– Apple公司的專利權屬機構代碼是APPY，Apple在不同地區、國家的分
支機構用不同的名稱作出的專利申請，在DII中，都會對其名稱進行標
準化（APPY)，這樣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屬於Apple的專利申請。 

 

專利權屬機構代碼  



 

Derwent 手工代碼： 

T01-C02B1D   

VIRTUAL KEYBOARDS AND 
TOUCH SCREENS 

專利權人： Apple的统一代碼APPY 



 

檢索分類碼的輔助檢索工具 

ADD加入檢索框 

輸入關鍵詞或按
照說明找到相應
的分類代碼 



 

檢索範例： 
 
檢索有關防鎖死剎車系統技術的文獻 



 

Derwent分類在專利檢索中的應用 

自然語言常常會有一詞多義的現象，經常會造成輸入一個關鍵詞，會
查到上萬筆的記錄，其中混合了大量不相關的記錄。這個時候如果有
一個統一完整的分類系統幫助限定詞義的範圍，會提升檢索的準確度，
節省時間。例如： 

              - ABS：可以是防鎖死剎車系統的縮寫 

                             （ Antilock braking systems） 

              - ABS：也可以是化合物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的縮寫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要檢索有關防鎖死剎車系統技術的文獻，可以利用關鍵詞ABS結合
Derwent分類代碼限定檢索結果。 

       Derwent分類代碼：Q18——車輛剎車控制系統 

 



 

Derwent分類：Chemical (sections A - M)化學  

• A 聚合物和塑膠 

• B 藥物 

• C 農業化學 

• D 食品、化妝品、洗滌劑、水
處理、生物技術 

• E 一般化學 

• F 紡織、造紙 

• G 印刷、塗敷、攝影 

• H 石油 

• J  化工 

• K 核工程、爆破、防護 

• L 耐火材料、陶瓷、水泥、有機
（無機）電化學 

• M 冶金 

 

http://dii9.newisiknowledge.com/help/hd_dwpi.htm


 

Derwent分類： Engineering (sections P - Q) 
工程 

• P 一般 

– P1 農業、食品、烟草 

– P2個人用品、家用產品 

– P3 衛生保健、娛樂 

– P4 分離、混合  

– P5 金屬成型 

– P6 非金屬成型 

– P7 擠壓、印刷、印染 

– P8 光學、摄影 

 

• Q 機械 

– Q1 一般車輛 

– Q2 特殊車輛 

– Q3 運輸、包装、貯存 

– Q4 建築、結構  

– Q5發動機、泵  

– Q6 工程元件 

– Q7 光、热 

http://dii9.newisiknowledge.com/help/hd_dwpi.htm


 

Derwent分類：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ections S - X) 電子與電氣 

• S 儀器、測量和測試 

• T 電腦和控制 

• U 半導體和電子電路 

• V 電子零件 

• W 通訊 

• X 電力工程 

http://dii9.newisiknowledge.com/help/hd_dwpi.htm


 

Derwent分類代碼的檢索輔助工具 



 

檢索範例： 
 
第三代行動通訊技術（3G）  



 • 3G的核心技術在寬頻行動通訊，支援多媒體資料在
客戶端與終端設備之間的高速傳輸。  

 

– 3G涉及到了很多層面的技術：資料的壓縮、封包、加密、
傳輸 

– 也涉及到眾多的開發機構：Nokia, Motorola, Ericsson, 
Sony, Simens, GE……. 

– 要在3G領域展開研發工作，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透過專
利文獻去了解技術的最新進展，每家（研究）機構都用哪
些不同的技術解決同一個問題，自己的切入點應該在哪裡，
也就是進行情報分析。 



 

如何選擇主題詞 

• 在3G的專利文獻中使用的主題詞有很多種，有的文獻用的是
CDMA、CDMA2000、W-CDMA、TDS-CDMA，有的用3G、
The Third Generation，3rd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IMT-2000；UMTS；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甚至有的專利整篇都没有出現
以上的字樣。  

• 面臨詞彙概念內涵與外延差異所導致的混淆。譬如CDMA既包
括3代行動通訊技術，也包括2代與2.5代行動通訊技術。另外
還有一詞多義的現象，譬如3G也代表一個物理量：3克。 

• 面臨的難題：一方面要在大量不相關的檢索結果中篩選所需要
的文獻，另一方面還可能有大量的文獻檢索不到。 



 • 根據專利文獻的文摘和全文，對發明的應用和發明的重要
特點進行獨家標引 

• 提高檢索的全面性和準確性 

– 標引的一致性很高 

– 適應於研究人員的習慣和應用 

• 直接提供手工代碼的檢索輔助工具 

Derwent手工代碼 



 

Derwent 手工代碼 

• 比 Derwent分類代碼更為詳細，相當於一個廣義的同義詞
表，將具有相似涵義的不同詞彙歸入一個單一的代碼 

– 如3G的Derwent手工代碼是W02-C03C1G 

– 也就是說無論專利文獻中出現了什麼樣的詞，甚至並沒有出現任何
相關的詞彙，只要涉及3G某一個方面的研究如資料壓縮、封包、
傳輸等，DII都會給這篇文獻相同的記號：W02-C03C1G。這樣只
需要用這樣一個代碼，就可以很容易地查全這方面的文獻，而不用
去考慮各種複雜的主題詞組合。 



 

Derwent手工代碼的檢索輔助工具  



 

Advanced Search 進階檢索 

專家檢索適合熟練的使用者使用：
利用右側的檢索欄位代碼構成複
雜的檢索式 



 
• 許多專利發明人在提交專利申請說明書時，會列出自己發

明過程中所參考過的論文及專利；同時有的專利授與機構
的專利審查員也會列出自己審查某一項專利授與權過程中
所參考過的文獻及專利。DII中透過連結，顯示這些有關某
一專利的參考文獻及參考專利情況(來自於發明者和專利審
查員的) 

• 同時，DII中還會有Citing Patent的連結，顯示某一項專利
發明以來，被哪些專利引用過 

• 借著專利與專利間，以及專利與論文間引用與被引用關係，
可以看出一項專利的理論、技術起源。並用Citing Patent
的連結，可以迅速追蹤到一項技術自誕生以來，最新的進
展情況。 

 

Cited Patent Search 被引專利檢索 



 
Cited Patent 

被引用專利 

專利文獻 

Master Patent 

Citing Patent 

引用專利 

被引用参考文獻 

Oldest 

Newest 

Time 



 

Cited Patent Search 被引專利檢索 

• 在專利的引文中進行檢索 

• 可供檢索的欄位包括： 

– Cited Patent Number 被引專利號 

– Cited Assignee 被引專利權人 

– Cited Inventor 被引專利發明人 

– Cited Derwent Primary Accession Number 被引專利Derwent入
藏號 



 

Cited Patent Search 被引專利檢索 

•輸入檢索詞 

•點選Search進行檢索 



 

大綱 

• 專利文獻及其運用概述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的内容與應用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的檢索 

 

•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檢索結果的瀏覽與處理 

 

• 小結 

              



 

檢索結果排序 
檢索結果可以重新
按照以下方式進行
排序： 

--最新更新日期 

--發明者 

--出版年代 

--專利權人 

--專利權人代碼 

--被引用次數 

--Derwent分類號 



 

限定檢索結果 



 

分析檢索結果 

點選此處可以對檢索結果進行分析。 

您可以依照多種途徑對最多
100,000筆記錄進行分析，包括專
利權、發明者、國際專利分類號、
Derwent分類代碼、學科主題‧‧‧等。 



 

分析檢索結果 

點選此處進行分析 

在檢索分析選擇框中依次選擇： 

--需要分析的欄位 

--需要分析的記錄數 

（最多為100,000筆） 

--分析結果顯示的集合數 

--分析結果的排序方式 



 

查看檢索結果列表 

點選標題查看全記錄 



 

全記錄 

原始專利
全文 

該專利被
引用的情
況 

審查專利
時引用的
專利 

審查該專
利時引用
的論文 



 

全記錄 

全記錄： 

描述性專利標題 

各國專利號 

專利發明人 

專利權人 

Derwent優先入藏號 

專利被引用情況 

引用情況 

引用期刊論文情況 

描述性摘要 

專利圖示 



 
全記錄： 

國際專利分類號 

Derwent分類號 

Derwent手工代碼 

專利家族 

專利申請細節和日期 

專利優先項 

專利申請國家 



 

儲存檢索歷史 

存檔/開啟檢索
歷史 



 

儲存檢索歷史 



 

儲存檢索歷史 

1 命名檢索歷史 

2 將勾選框打勾以建立
Email Alert服務 



 

檢索結果標記 



 

輸出記錄 

選擇希望輸出结果中
所包含的文獻内容 

四種輸出方式： 

- 列印 

- 存檔 

- Email 

- 輸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中 

-EndNote 

-EndNote Web 



 



 

相關參考網站 

• Web of Knowledge使用網址 

– http://www.isiknowledge.com 

•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 http://www.sris.com.tw 

• 線上影音教材 

– http://www.customer-support.com.tw/training/sris/DII.php 

 

http://www.isiknowledge.com/
http://www.sris.com.tw/
http://www.sris.com.tw/
http://www.sris.com.tw/
http://www.customer-support.com.tw/training/sris/DII.php
http://www.customer-support.com.tw/training/sris/DII.php
http://www.customer-support.com.tw/training/sris/DII.php


謝謝！ 

      

Q and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