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序列检索化繁为简

Derwent 提供检索和分析全球生物序
列相关专利数据的解决方案，帮助用户
快速了解专利中的序列情报：

•   检索、分析和解读来自全球的生物序列
数据

•  了解全球该领域专利技术全景和竞争态势

•    识别潜在专利侵权风险

•    辨识现有技术，开展可专利性检索、自由
实施检索

•    快速定位序列在文本中的位置及与上下
文的关联

Derwent SequenceBase

专为序列检索设计的检索、分析和报
告工具
Derwent SequenceBase 是一款网页版的基
因序列专利检索平台，包含深加工的全球生
物序列专利信息，协助生物领域专业人士高
效了解专利中的序列信息。平台通过直观简

便的设计，结合最全面可信的专利序列数
据，真正做到提升检索和分析效率，帮助用
户快速、深入的发掘序列专利。

生物科学家得以省去复杂、耗时的检索序列
相关专利的时间，将更多精力投注在技术的
研究和开发上，此外可协助知识产权专业人
士切实掌握潜在的侵权风险及竞争情报等
信息。

•    收录全球生物序列相关专利，经过人工
深加工，以使检索结果更加全面、准确，
数据集合包括：GENESEQ™、USGENE®、
WOGENE 和 GENBANK®

•   完善的数据标引和批注，有助于快速定
位序列在文本中的位置、分析相关参考
文献

•    便捷的结果共享，提高与内部成员及客
户的合作效率

•   丰富的筛选工具可增加检索结果相关程
度，提升浏览效率

生物序列专利检索解决方案



生物序列相关专利全球覆盖

全面、实时、经过人工深加工
的数据

GENESEQ
GENESEQ™ 是德温特独有的生物序列专利
数据库，包含 56 个国家/地区专利颁发机
构的生物序列（DNA、RNA 及蛋白质序列）
相关专利。GENESEQ™ 的人工加工字段重
点标识了每件专利中特定序列记载的位置
以及其生物学意义，可有效减少知识产权
及生物技术专家检索和解读专利文本的时
间，更专注于判断技术的可专利性、识别潜
在侵权风险以及追踪竞争对手动态。

通过专家编辑信息更快速的找到
相关资料

我们的编辑团队由超过 40 位生物及生命
科学专家组成。他们会在通读专利后重新
撰写摘要，厘清并说明专利中相关序列的
创新之处，以及特定序列的用途，呈现内
容包括：

•    更加直观的人工改写专利标题

•    记录中包含生物来源、基因/蛋白质名
称、序列修饰、其他具显著生物学意义
的序列区段及相关疾病等详细信息。

•    专利文件中序列的具体记载位置

•    详实且标准化的著录项目信息

•   当专利中记载的序列信息来自  NCBI、
SWISSPROT 及 Gene Ontology (GO) 时，会
提供指向原始记录的链接

生物序列检索化繁为简
GENESEQ 可确保您在生物序列领域专利
检索的全面性。本数据经人工编辑并由专
家批注，收录自 1981 年起全球 56 个国家
/地区专利颁发机构的所有生物序列相关
专利，包括 WO、US、EP、JP、DE、IN、KR 及 

CN 等。

实时、完整的数据覆盖
GENESEQ 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收录的序列
不局限于电子序列表中记载的数据，更包
含隐藏在各式图表中，常规检索方式难以
搜寻到的序列，助您掌握数据真正完整的
面貌。

•   长度为 10 个或 10 个以上碱基的核酸序列

•   长度为 4 个或 4 个以上残基的氨基酸序列

•   任意长度的 PCR 引物及探针

GENESEQ 可通过 Derwent SequenceBase 

获得，也可以通过 API 访问，以便希望在企
业范围内访问的组织在其内部平台上进
行序列检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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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GENE
深获生命科学知识产权专业人士信赖的
顶尖专利数据资源，收录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所有包含肽和核苷酸序列的公开
专利。

它拥有超过 1.91 亿个生物序列，来自美国 

23.2 万多件专利文本，包含大量他处无法
获得的重要序列信息。数据库收录自 1981 

年起的美国序列相关专利数据，每周新增
两次，每次新增数百份生物序列相关专利
文件，可保证专利官方公开后 24 小时内录
入数据库。

WOGENE
收录包括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欧洲专利局 (EPO)、日本专利局和韩国知
识产权局 (KIPO) 的包含核酸和蛋白质序列
的全部公开专利信息

它拥有超过 18.2 万件国际公开的专利申
请中的超过 5,600 万个生物序列，包含大
量他处无法获得的重要序列信息。数据库
收录自 1979 年起的序列相关专利数据，每
周新增两次，每次新增数百份生物序列相
关专利文件，均可保证在WIPO公开后24 小
时内录入数据库。

 

USGENE 与 WOGENE 的收录范围：

•   长度为 10 个或 10 个以上碱基的核酸序列

•   长度为 4 个或 4 个以上残基的氨基酸序列

•   任意长度的 PCR 引物及探针

•   序列信息，包括生物来源、分子类型和
序列修饰记录 

数据注释包括：

•    专利标题

•    基因序列表中的序列辨识码 (SEQ ID NO)

•    原始生物来源

•    标准化的著录项目数据

GenBank
NIH 的基因序列数据库收录所有公开的 

DNA 序列，并且附带注释。GenBank 属于国
际核苷酸序列数据库合作联盟 (INSDC)，其
成员包括日本 DNA 数据库 (DDBJ)、欧洲核
苷酸档案库 (ENA) 和 NCBI 的 GenBank。

GenBank 收录超过 1.99 亿个序列所包含
的 2280 多亿个核苷酸碱基 (截至 2017 年 2 

月)，为科学界提供最新、最广泛的 DNA 序
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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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全球专利研究团队的专家能以精准、
详实和全面的方式执行序列检索项目

专利检索服务

基于客观数据的决策，更需要全
面、详实、值得信赖的数据支撑

我们的生物技术检索专家团队在生命科学
及相关领域为企业、政府和高校客户提供
了 60 多年的专利咨询服务，均经过严格训
练，可高效地使用 Derwent 专有的 GENESEQ 

数据和 SequenceBase 平台，并搭配第三方
的特定序列检索工具开展服务。

丰富的专业知识使我们的检索团队能够
通过序列检索和基于文本的检索，对生物
制剂和其他蛋白质进行专利研究，从而提
供相关知识产权现状的深入调研。

针对每项项目，我们的分析师都会研拟一
套专属的检索策略，来适应特定目标序列
和检索类型，例如可专利性检索、自由实施
检索、专利有效性和现有技术检索，检索方
式通常包括序列检索和分类/文本检索。

•    可无限制地使用 Derwent SequenceBase 
和 Derwent Innovation 中的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及其他第三方数
据库

•    遍布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全
球团队，提供检索服务和本地化支持

•   在原有英语检索能力以外新增亚洲语
系，进一步增强检索实施能力

•    检索专家皆拥有化学、生物化学等相关
学科的硕博士学位，且曾经为经验丰富
的专利代理人或专利审查员

•   我们的实体和系统安全性均通过  ISO 
27001 认证，可确保客户项目中的知识
产权获得世界级的保护

•   世界级的客户服务和报价体系；无额外
加急费用

•     弹性且可定制的服务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