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温特创新平台
Derwent Innovation

值得信赖的智能创新平台

高效、全面、准确地利用全球专利数据

为什么选择Derwent Innovation

深度加工的高质量改写专利数据，助您快速锁定专利信息
一篇专利文献中包含哪些信息？
著录项目

技术信息

申请日/优先权日

现有技术

技术领域

专利权人/申请人

改进点

申请号
发明人

技术特征

公开号

涉及标准

应用

分类号
标题
……

US20110141052A1

……

上述专利在Derwent Innovation上的“领域影响”评分为20，是苹果公司在2009年申请的一

篇触控屏幕专利，其专利家族的被引次数超过500次，该专利申请包含42项权利要求，公
开文本多达40页。想要从这样一篇专利文献中快速获取您所需的技术信息，是十分耗时
耗力的。
DWPI[1]通过专家阅读改写数据，帮助您快速获取所需信息，告诉阅读筛选专利。

标题原文

TOUCH PAD WITH FORCE SENSORS AND ACTUATOR FEEDBACK

标题翻译

带有力传感器和反馈执行器的触摸屏

DWPI
标题原文

Touch pad for use in e.g. portable computers, has force sensors which
produce force output signals indicative of how forcefully the external
object is pressing on touch pad element and actuator actuates touch
pad element

DWPI
标题翻译

用于（例如）便携式电脑的触控板，具有力传感器，能产生力输出信
号，指示外部物体按在触控板元件上的力度，以及，用于驱动触摸
屏的驱动器

“DWPI，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通过人工阅读的方式，标准化了专利家族，专利权人

[1]

等著录项目，同时改写了描述性的标题和摘要提炼专利的新颖性、用途和优势等要点，为您节省在原始专利文
档中苦苦寻找之劳。
DWPI助力全球企业发现技术空白领域、洞悉竞争对手态势、掌控自身知识产权命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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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PI-摘要-用途：

涵盖本发明在不同技术领域的所有用途
DWPI摘要-附图
说明：

DWPI摘要优势：

记录申请
人认为该
技术的优
势

DWPI改写字段可检索 帮助快速锁定所需专利。

DWPI-摘要-详细描述：
理解该专利的更多细
节/独权范围

DWPI-摘要-新颖性：

揭示申请人认为该技术的
独特之处

为什么选择Derwent Innovation

好的工具能够助您快速检索专利数据并理解和发现数据背后的含义
• 我们先进的“解读”信息仪表盘，提供了掌握检索结果的相关解读
• 我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
• 谁是主要参与者？
• 技术趋势如何？

• 此项技术在哪些地区得到了发展？
• 这些发明有哪些市场？

• 现在正在开发哪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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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记录
说明书附
图中包含
的技术特
征

T h e m eS ca p e ：
专 利 地 图 ，是
一 种 数 据 分

析 工 具 ，它 可
通过 Derwent

Innovation 专利
信 息 、D W P I 的

增值专利信息
或科技文献信
息创建主题全景图。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将复杂的专利信息用直观易用呈现出来，帮助
知识产权、研发和决策部门高效利用专利信息。

为什么选择Derwent Innovation
好的工具是成功的一半

无论是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还是技术研发人员，纵观整个专利生命周期，想要精准、高效
的使用专利数据，功能全面的专利数据是必不可少的。

而在支持企业的整个创新生命周期中，要获取专业的数据平台和分析工具的支持和帮助
是十分困难的。

德温特创新平台，能够在整个专利创新生命周期中，为客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利用准确全面的专利数据，独特的改写和解读，快速精准的法律信息和强大的分析功能。
帮助客户重建工作流，高效、准确的完成工作。

转

商业化
、许

保护
识

别、
保护和管理

① DWPI深度加工数据 ② 全新图表功能 ③ 文
本聚类 ④ 专利地图 ⑤ 科技文献模块 ⑥ Smart
Search智能检索 ⑦ DWPI分类体系 ⑧ InSights数
据解读 ⑨ 存档、预警与监控 ⑩ 法律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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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与研发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3）FTO ①③④⑤⑦

创新

专利
生命
周期

发现

IP

的

（1）行业、竞品和领域分析 ①②③④⑦⑧⑨⑩

析与

化

交易
分

可

和

（4）专利申请 ①③⑤⑦

（5）IP维持和监控 ①⑨⑩

（6）专利无效和诉讼 ①③④⑤⑦⑧⑨⑩
（7）专利包管理 ①②④⑦⑨⑩

（8）专利保护 主张权利 ①④⑤⑦⑨⑩
（9）
（被）许可 ①④⑦⑧⑩

（10）权利转移与并购 ①③④⑨⑩

传统工作流程
技术方案检索

1、检索-扩展-修正-……

N、检索-扩展-修正-完成检索
1、按照公司名查询

竞争对手分析

2、添加公司名变体
3、查询股权结构
4、查缺补漏
5、完成检索

技术脉络

1、检索

2、拆解同族

3、分析引用关系
4、逐个查看

Derwent Innovation
助力工作流

独有改写字段检索[2]
修正

完成检索
通过DWPI专利权人代码[3]
一次查全

DWPI 专利家族 [4] 归并

DPCI [5] 家族级别引用

快速了解技术发展

Derwent Innovation

给您带来专利工具的新体验
拥有专家改写的DWPI英文摘

直观的界面设计，专家与初

全面的专利收录范围，包含全

具备AI检索和分析能力，为您

要，助您快速洞悉重点信息

球156国家/地区的专利数据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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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都适用

解读数据情报

利用独有的人工改写技术字段，能够帮助您快速的查到相关技术方案的专利
DWPI根据股权结构和公开信息，对申请量较高的申请人/专利权人

DWPI专利家族是基于优先权信息，结合技术方案的人工加工专利家族体系

DPCI，Derwent Patents Citation Index，德温特世界专利引文索引，利用专利引文

强大的图表分析功能，创新的自定义图表

依赖于高质量的专利数据，通过几步简单操作，即可完成高质量图表报告

Derwent Powers Innovation
先进科技

全球数据

50+年

4万
＄BNS

46间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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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多年前，我们开启了专利研究这个行业，至今仍是该行业的
全球领导者。

来自公司，律师事务所、专利局和学术机构的客户，形成德
温特客户的全球网络。

经过统计，德温特解决方案支持企业运营其专利的预算，高
达数十亿美金。

专利局使用Derwent Innovation，每年助力全球审
查超过3百万件专利申请。
德温特收录的全球专利数据，自2019年起，从90+增加到156
个国家/地区。

客户对Derwent Innovation的评价
“Derwent Innovation 很
容易使用，它能够定制
仪表盘，检索结果也非
常清晰明了，这让我在
制定IP业务相关决策时
信心倍增。
”

“对我们而言，首要任务就是
找到能够为我们的战略决策
提供支持的全面专利信息，而
Derwent 正在帮助我们完成这
一使命。
DWPI是我们最信任的
全球专利数据库。
”

Sharon Banjamin IP
Champlon/Lagal,W.
L.Goro&Co

Sakao Nakamura IP
Corporte Resoarch &
Dowelopment,Asahl Kasal
Corporathon

“通过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科睿唯安帮助我们
扩展、完善和定制了知
识产权管理机制，让我
们信心倍增，做出明智
决策。
”

⸺ AltaSpamer 博士，
Sasol 知识产权
技术顾问

关于科睿唯安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作为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致力于通过为全球客

户提供值得信赖的数据与分析，洞悉科技前沿、加快创新步伐，帮助全球范围的用户更快
地发现新想法、保护创新、并助力创新成果的商业化。
我们提供全面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信

息、决策支持工具和服务为全球客户的创新生命周期提供强大助力，帮助政府、学术界、
出版商和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发现新想法、保护创新，直到最终实现商业化。我们的

产品包括Web of Science™（含科学引文索引，即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Cortellis™、

Derwent Innovation™、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简称DWPI）、
CompuMark™、Techstreet™国际标准数据库以及Darts-ip™全球知识产权案例等。科睿唯安

锐意进取，始终以帮助客户大幅缩短创新周期为己任。
更多信息，请访问科睿唯安中国官网Clarivate.com.cn

关于德温特

德温特（Derwent™）凭借值得信赖的专利数据、高效稳定的应用软件、优质专业的专利

服务，助力客户加快创新步伐。我们拥有德温特创新平台（Derwent Innovation）、德温特

世界专利索引（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简称 DWPI）、德温特专利引文索引（Derwent

Patents Citation Index，简称DPCI）和德温特数据分析软件（Derwent Data Analyzer，简称

DDA）等工具与服务，为创新各个环节提供强大动力。
我们的解决方案用于监测技术发展、
分析竞争态势、提供防侵权自由检索服务、支持专利诉讼、商业化资产价值与专利权许
可。
我们的客户包括创新企业、政府、律师事务所及学术机构，全球超过 40 家专利审查机
构都使用了德温特解决方案。

有关德温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larivate.com/products/derwent

7

科睿唯安中国办公室

北京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融科资讯中心C座北楼610单元
邮编：
100190
电话：
+86-10 57601200
传真：
+86-10 82862088
邮箱：
info.china@clarivate.com
网站：
clarivate.com.cn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