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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kim  
Isaksson 
Joakim Isaksson 博士拥有瑞典林雪
平大学工程生物学理学硕士和有机电
子学博士学位。2007 年，他加入飞利
浦公司，成为一名研究员。从  2009 
年开始，Joakim 一直在知识产权与
标准部门工作。

作为首席知识产权分析师，他在专利
信息及数据驱动战略、竞争情报和技
术情报分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
识。Joakim 目前是知识产权和标准
管理团队的一员，负责飞利浦公司的
知识产权分析工作。



关于 
飞利浦  
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 (NYSE: PHG, AEX: 
PHIA) 是一家领先的健康科技公司，
致力于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及疾病的预
防、到诊断、治疗和家庭护理的整个
健康关护全程，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并改善医疗效果。飞利浦将凭借先进
技术、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刻的消费
者洞察，不断推出整合的创新解决方
案。公司目前在诊断影像、影像引导
治疗、病人监护、健康信息学以及消
费者健康和家庭护理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飞利浦公司总部位于荷兰，2019 
年销售额达 195 亿欧元，在全球拥有
大约 80,000 名员工，销售和服务遍布
世界 100 多个国家。



专利信息领域正处于一个拐点期。专利数
量的加速增长、技术的融合、角色的变化
以及商业需求的日益复杂，使得专利研究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难度――但也尤其
关键。为了领先于竞争对手并率先进入市
场，依赖于创新的机构必须找到更有效和
高效的方法来完成专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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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型公司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为
了找到答案，我们采访了荷兰皇家飞利浦
公司的知识产权分析部业务流程负责人 
Joakim Isaksson 博士，了解他的专利部门
如何应对这些全球市场变化，以及如何利
用可执行的专利情报来提高他们保护有价
值的知识产权资产的能力，同时紧跟业务
发展的速度和复杂程度。 

飞利浦如何利用专利情报来
推动商业决策？  
飞利浦的知识产权 (IP) 分析团队负责提供
专利情报，用于直接或间接地推动运营和
战略决策。

快速的可专利性检索和分析，有助于我们
的律师撰写出高质量的专利权利要求书，
从而帮助形成强大的专利组合，为商业价
值创造奠定基础。无论专利组合是用于实
现排他性以增加产品利润率，还是用于创

造许可收入，前提都必须是高质量的专利。
专利分析还使我们能够评估并规避产品投
放市场之前的风险。分析专有专利或第三
方专利的有效性，在许多业务场景下都可
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专利和市场情报可为知识产权部门
作出更具战略性的、由数据驱动的决策提
供宝贵的信息支撑。虽然专利信息可能并
非唯一的数据源，但在许多情况下，它能
针对特定的应用、技术或产品解决方案，
或者新兴（或衰退）的创新领域的投资和
研发趋势提供独到的洞察信息，其中包括：

• 早期识别潜在的颠覆性创新和趋势。

• 探索新技术和空白市场商机。

• 帮助引导项目中的创新聚焦，并为长期
研究活动提供决策信息。

“可以预象的是，专利信息专业人员的角色
将继续朝着复杂度或附加价值增加的方向发
展。在我看来，这能为专利信息专业人员走
上舞台中心创造越来越多的机会，他们可以
将专利数据转化为有针对性的、可执行的洞
察信息。”
Joakim Isaksson博士
飞利浦公司知识产权分析部业务流程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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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预测性的竞争对手信息，用于支持
长期和短期业务与市场战略。这种分析
在技术、产品和应用方面可以是高度宏
观的，也可以是非常微观的。

• 识别并评估合作或并购机会。

这些都是举例说明。无论是哪种情况，关
键之处都是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企业能
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可支持业务决策的独到
见解。我们与全公司的同事密切合作，提
供他们所需的信息以支持他们达成业务目
标，无论这些目标是什么。

您能说说飞利浦是如何利用 
Derwent Innovation （德温
特创新平台）检索和分析专
利情报的吗？ 

在飞利浦，Derwent Innovation 的用户主
要有三大群体，每个群体都以不同的方式
依赖于 Derwent Innovation 来支持他们的
工作。

首先是知识产权分析团队中的专利信息专
家，他们依赖于 Derwent Innovation 和其
他工具来进行高级的专利检索、评估、分
类和分析，以支持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用例。

知识产权部门的其他专利从业者（如知识
产权律师），依靠 Derwent Innovation 来
进行快速、准确的、无需知识产权分析团

队参与的检索。Derwent Innovation 还能
方便我们团队深入研究由知识产权分析部
门提供的报告，或者评审定期发送的预警。
Derwent Innovation 还被用于进一步研究
专利全景，并查看某个专利或同族专利的
全文。

研发人员和知识产权部门以外的其他用
户，也需要利用 Derwent Innovation 进
行简单快速的、无需知识产权分析团队参
与的检索。例如，在撰写发明的技术交底
书、技术研究结果和公司调查结果等内容
之前，这些用户可能还需要利用 Derwent 
Innovation 来进一步地研究专利全景。

Derwent Innovation 如何
帮您更有信心、更高效地作
出法律和业务方面的决策？  

在查全率至关重要的情况下，通过结合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 TM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简称 DWPI) 的记录与全文
专利集合，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查找到所
有相关记录。能够利用同一检索式检索出
两种类型的数据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上述专利原文与 DWPI 形成的强有力的组
合也适用于进一步分析专利检索结果。能
获得专利信息――包括基于同族专利级别
的 DWPI 摘要及基于专利记录级别的权利
要求和全文，有助于进行快速、深入的评估。
摘要的质量对于知识产权部门以外的用户
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通常依赖摘要作为专
利信息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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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PI 记录能为进行快速、全面的专利检
索提供很好的切入点，有时，这在评估、
分类或研究大量检索结果时可以切实地帮
助节省时间。能在同一工具中轻而易举地
获取专利权级别的所有基础全文数据，是
极其有价值的。

最后，许多用户都很喜欢设置定制化的预
警以监控目标事项（如特定的创新或竞争
对手）的功能。

您对专利信息专业人员未
来几年的角色演变有何预
想，飞利浦如何做好迎接
未来的准备？  
可以想象的是，专利信息专业人员的角色
将继续朝着复杂度或附加价值增加的方向
发展。在许多因素的推动下，这一角色转
变已在悄然发生中。这些因素包括诸如人
工智能之类的技术发展，先进的技术让重
复性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解放出人类工
作者的双手，让他们能专注于更高级的工
作。与此同时，更强大的工具，加上快速
增长的海量数据，也在不断推动高级分析
的边界。在我看来，这能为专利信息专业
人员走上舞台中心创造越来越多的机会，
他们可以将专利数据转化为有针对性的、

可执行的洞察信息。这也涉及到结合来自
各种专利和非专利渠道的数据，从而为我
们客户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对知识产权分析
的许多角色进行不同的界定。以前主要作
为信息查找者和评估者的角色，现在正在
转变为信息查找者、分析者、见解提出者、
顾问、沟通者，甚至是战略家。所有这些
角色既可以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可以
由一个小团队来共同承担。

这并不是对未来的畅想，而是已然存在的
现实。在管理飞利浦的知识产权分析能力
时，我们必定会考虑到对更广泛、更复杂
的工作技能的需求。作为关键的支持职能
之一，我们必须保持领先，并始终保有快
速前进的动力。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内部
创新项目，内部分享最佳实践，以及参与
行业组织（如专利文献团体）的知识分享
活动，不断地发展和健全公司的业务流程。

飞利浦最近为知识产权部门实施了新的组
织结构，这也能极大地促进这一发展。通
过加强与飞利浦专门的业务部门和市场部
门之间的合作，知识产权分析部门可以获
得更多机会来为公司所有层级的利益相关
者创造价值。我认为，我们这个部门和职
业拥有非常令人激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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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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新生命周期的各个
环节提供强大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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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用于监测技术发展、分
析竞争态势、提供防侵权检索服务、支持专
利诉讼、商业化资产价值与专利权许可。如
欲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derwent.com。

derw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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