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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TotalPatent One™ 简介
TotalPatent One™ 由 LexisNexis® 打造，其界面快捷易用、富有现代感，可为您提供全面且有针对性的结
果。利用 TotalPatent One™，您可通过人性化的直观方式，检索最大的在线增强版一级专利数据库。
 

 
专利文档合集包含：
• 超过一亿一千五百万个文档（持续增长中）。
• 来自超过一百个专利主管当局的文档。
• 发布语言达四十余种的文档及其翻译版本（英语）。
此应用程序的重点在于：
• 使用富有现代感的直观用户界面进行检索。
• 检索出符合检索条件的文档，并以人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 按照用户指定的偏好设置，以不同方式查看文档。
本用户手册解释了该应用程序的功能。您可以从前往后阅读，熟悉所有可用功能，也可将其用作参考指南，
以执行单个任务。手册的背面提供有索引，可便于您快速参考特定的主题。

本手册借助帮助按钮，以多种语言提供。您在此处，还可以找到其他有用的文档，如：快速参考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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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持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LexisNexis® TotalPatent One™ Resources 网站。
有关 TotalPatent One™ 客户支持，请联系：

地区 联系方式详情
北美洲
美国 拨打电话： +1-877-412-3987（免费）

亚洲
中国 发送电子邮件

至：
中国大陆支持团队

香港 发送电子邮件
至：

中国香港支持团队

日本 发送电子邮件
至：

日本支持团队

拨打电话： +81 (0)3 5561 3554

韩国 发送电子邮件
至：

韩国支持团队

拨打电话： +82 (0)2 6714 3157

欧洲、中东和非洲
全部 发送电子邮件

至：
EMEA 支持团队

法国 拨打电话： +33 (0)1 7172 4850

德国 拨打电话： +49 (0)211 417435 40

荷兰 拨打电话： +31 (0)20 485 3456

英国 拨打电话： +44 (0)845 647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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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门指南
登录 / 退出
 

 

登录
1 . 输入您的 ID
2 . 输入您的密码
3 . 您如果使用复选框 Remember me，则会存储一个令牌。这样，您可得到为期 14 天的访问权限。在

此之后，您必须再次登录。
备注： 您虽然不会得到无限制的访问权限，但相较于将用户 ID 和密码存储在浏览器的历史记
录之中，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更加安全的。为此，TotalPatent One™ 会将 Cookie 存储在您的设
备上，您必须在出现提示时接受这些 Cookie。此外，当您首次登录时浏览器还会询问是否要存
储登录信息。您如果同意，则会由浏览器记住登录信息。

4 . 单击 Sign in

Sign Out（退出）

使用菜单按钮，打开菜单

使用退出按钮，选择 Sign out。

或者：

选择 偏好。
选择 Sign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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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登录资料
TotalPatent One™ 登录页面包含专用帮助文件，可为此阶段中需要帮助的用户提供相应帮助。
 

 
用户还可在此更改其登录资料。
要更改登录资料，请从帮助菜单中选择 Update my sign-in profile，您需要先进行登录，然后才可以访问
文件。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 Sign In

更改您的用户 ID
您以 TPO 用户身份注册时将分配给您一个用户 ID，要更改该用户 ID，请选择选项：Change ID（更改
ID）。您必须输入两次新 ID。请注意以下规则：
• 新 ID 必须包含 8 至 50 个字符。
• 新 ID 不得包含空格。
• 新 ID 可以包含以下特殊字符：!$ & ' - ?^ _ ` { } ~ .@
选择 Save以完成更改流程，然后重新加载产品。
更改您的密码
您以 TPO 用户身份注册时将分配给您一个密码，要更改该密码，请选择选项：Change password（更改密
码）。您必须输入两次新密码。请注意以下规则：
• 新密码必须包含 8 至 50 个字符。
• 新密码不得包含您的 ID
• 新密码不得为您最近使用的 5 个密码之一
• 新密码必须至少包含以下各类别中任意 3 个类别中的一个字符：

- 大写字母 (A-Z)
- 小写字母 (a-z)
- 数字 (0-9)
- 特殊字符，例如 !# $ % & ' * + - / = ?^ _ ` { | } ~ .@

选择 Save以完成更改流程，然后重新加载产品。
更改用户资料
您可以更改以下资料项：
• 名
• 姓
• 安全问题，如果您需要重新发送密码，则将需要回答此问题。
• 安全问题的答案。
• 电子邮箱
语言偏好设置和时区可忽略，因为 TotalPatent One™ 并不采用该设置，而是使用产品内用户设置。选择
Save以完成更改流程，然后重新加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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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浏览器
TotalPatent One™ 支持以下浏览器：

浏览器 版本
Chrome（首选） 54.0.2840.59 或更高版本
Firefox 49.0.2 或更高版本
Internet Explorer 11 或更高版本
Edge 38.14393 或更高版本

菜单栏
在应用程序的左侧，您可以找到一个菜单栏，该菜单栏包含所有可用部分的链接。

通过使用菜单按钮，用户可从应用程序的各个部分，访问菜单栏。

要进行导航，您只需单击其中一个按钮，即可到达应用程序的相关部分。菜单中的导航按钮指向应用程序的
以下部分：

检索 - 访问检索页面。在这些页面中，您可以确定检索查询的条件，检查结果，以及查看文
档。
文件夹 - 数据合集的子集，这些子集由用户创建，并经过存储，可供日后参考。
检索历史记录 - 访问曾经执行的查询操作。
下载 - 下载中心，此处存储有带有导出标记的文档。
提醒 - 这些提醒按其设置，可在以下情况下向您发出警告：数据库中出现变动，并且这些变动
会影响特定的查询操作或文件夹，如：在添加新文档时。
偏好 - 此处可更改您个人的用户偏好。如果您希望检索可记入日志以用于计费目的，还可在此
输入或更改客户 ID（请参阅客户 ID 详情见 10）。
注销 - 退出应用程序。

您可在屏幕右上方各页面的页眉中找到同一组按钮。红色标记表示您当前正在查看的页面。退出按钮只能通
过该菜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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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ID
TotalPatent One™ 支持连接至外部计费软件。在此情况下，用户活动将记入日志以用于计费目的。由于专
利研究人员可为多名客户提供服务，因此可使用客户 ID 以确保就相应活动而向对应客户收费。根据您所使
用的第三方计费系统，系统将在您登录时自动添加客户 ID，或者您必须手动输入客户 ID。
查看您当前的客户 ID
您的窗口顶部将显示活动的客户 ID。
 

 

手动输入/更改客户 ID
要输入/更改客户 ID，请选择偏好按钮：
 

 
选择客户 ID
 

 
在打开的弹出框中，您可以输入或更改客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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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您在使用 TotalPatent One™ 时，只要出现需要予以关注的事情，就会弹出系统消息。这些消息显示在屏幕
顶部的彩色栏中。您如果没有将鼠标指针移动至顶部，则这些消息即会在数秒之后消失。而当鼠标指针移动
至顶部后，这些消息将一直显示：
 

 
这些消息共有四种类型，并有自己的颜色代码：

信息 - 有关应用程序、提示等内容的常规信息。

成功 - 成功执行用户命令的通知，如：保存至文件夹。

警告 - 向您发出警告，如：您即将删除自己的检索式操作。

错误 - 出现严重问题。例如，系统错误，或您出现语法错误，无法执行检索式操作。

日期与数字格式
TotalPatent One™ 在显示数据时，会使用浏览器的日期与数字格式设置。要更改区域设置，您可以访问浏
览器设置，然后切换至首选设置。
您如果将浏览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 (US)，则日期与数字格式是英语。
 

 

您如果将浏览器的区域设置设为中文，则日期与数字格式是中文。
备注： 切换浏览器的语言、日期和数字设置，并不在本手册的讨论范围之内，请参阅浏览器的帮助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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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偏好
偏好 页面包含您个人的偏好，这些偏好适用于 TotalPatent One™ 的检索和结果页面。还包含软件的发行版
本号。您可以设置以下项目的偏好：
1 . 结果自定义；选择检索结果列表选项。
2 . 家族设置

- 检索模式；检索单独的文档或家族成员。
- 家族；所选家族，并显示递交日期最早或最新的文档。
- 首选主管当局；如果有重复文档，则选择哪一个主管当局？例如，某一家族包含美国、日本或德

国版本的文档，则显示哪些文档？系统会首选排名最高的主管当局。
3 . 语言设置；更改应用程序的语言。
结果
查询之后，检索结果窗口中即会显示结果。您可以选择这些结果的显示方式。

每页的结果 - 选择每页所要显示的结果数量。选项 全部
可打开无限滚动功能。
偏好设置选定字段 - 使用所选字段前面的复选框，即可
选择或取消选择这些字段。拖放字段，可更改字段的顺
序。
显示关键字频度 - 关键字发生图可显示检索词的出现位
置和频率。您可以开启/关闭此功能。
单击 保存并关闭，完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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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检索模式 - 您可以选择显示检索中的所有文档，或移除
家族中重复的文档。
要显示的家族 - 专利家族中的文档来自于多个专利主管
当局，这些文档涉及相同的发明。您还可以选择要在家
族视图中显示的首选家族成员。家族分为不同的类型：
• 国内
• 主要
• 完整
• 扩展
各家族均包含一组不同的相关文档，请选择您的首选家
族关系。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首选代表家族的成员 选择并显示最早或最近申请的家族
成员。
Preferred authority（首选主管当局） - TotalPatent
One™ 数据库中包含大量专利主管当局的信息。每个用
户可从前 10 个主管当局中选出其首选的主管当局。等级
较低的主管当局中的重复文档将会被从结果列表中移
除。要选择首选主管当局，您可以拖动所选主管当局的
文档，将其放至列表中的首选位置。
单击 保存并关闭，完成选择。

这些设置结果会影响使用家族模式时结果列表中显示的家族成员。在此示例中：
1 . 对于扩展家族中包含日本家族成员的所有家族，由于 JPO 位于偏好列表的第一首选位置，因此将在

结果列表中显示此日本文档。
2 . 对于扩展家族中不包含日本家族成员但包含美国家族成员的所有家族，由于 USPTO 位于偏好列表的

第二首选位置，因此将在结果列表中显示此美国文档。
3 . 对于扩展家族中包含多个日本文档的所有家族，将在结果列表中显示申请日期最早的文档。
语言设置
 用户界面显示语言 - 选择用户界面的语言。目前，系统

仅支持英语、日语、韩语和中文（简体）。默认语言是
英语。该项更改是即时更改，无需重新加载。
文档显示语言 - 选择所选语言，显示检索结果和文档。
这仅会影响以这种语言显示的文档。并非所有的文档都
会以每种语言提供全文。请参阅以下段落，了解更多的
信息。
检索语言 英语是默认的检索语言。您可以选中复选框，
选择更多的检索语言；或取消选中复选框，移除某个语
言。您如果选择了多种语言，则应用程序将自动使用这
些语言。
单击 保存并关闭，完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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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显示语言
按照各专利主管当局制订的规则，专利文档的发布语言可能会有所不同。一些主管当局使用多种语言，一些
主管当局只要求文档的部分内容使用不同的语言，比如仅对标题和摘要有要求。在默认情况下，
TotalPatent One™ 的所有显示信息将使用英语。这可以是：
• 文本要素（标题、摘要、权利要求等）的发布语言；这时，发布语言是英语。
• 机器翻译的文本要素；这些要素针对于由 Lexis Nexis 翻译成英语的语言。
• 文本要素的同族信息；这时，还有以英语发布的类似文档。
若这些选项皆不可用，则可能是因为“结果”列表或“文档视图”中有原始语言，也可能是因为机器翻译不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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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发布的显示信息与机器翻译。
大部分主管当局提供的文档都会采用其自己的语言和英语翻译。但是，这些文档往往仅包含部分翻译内容，
如：可能只翻译了标题和摘要。针对一些语言，我们使用机器翻译，在文档视图中创建经过全文翻译的文
档。文档视图中会对（部分）机器翻译文本进行标记。

文档视图中机器翻译文本示例。
英语发布的显示信息与可用的同族信息
文档同族信息根据其优先权编号，会包含相同的信息。文档如果不是以英语发布的，则我们会选择显示同族
文本。同族文档按其定义是一种文档，该文档的优先权与其他文档完全相同。同族文本带有明显的标记。

文档视图中同族文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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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发布的显示信息与非英语信息
TotalPatent One™ 使用英语作为默认语言，英语也是用于机器翻译的语言。如今，大部分主管当局也会提
供英语翻译文档。这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该应用程序将能够提供英语文本的原因。在本例中，我们展示了
一个 1993 年的希腊语文档。在这些较早的文档中，并非所有的文本要素都有英语版本。

文档视图中非英语文本示例。
在本例中，标题采用英语，并相应进行了显示；但是，摘要却不是英语，而是以原希腊语显示。我们会努力
避免此类问题。为此，我们使用机器翻译，翻译最常用的语言，或尽量使用同族替代信息。但是，我们无法
保证使用英语覆盖 100% 的内容。这是因为，我们依赖于数据输入源。在本例中，我们依赖于希腊主管当
局。
中文、日语或韩语发布的显示信息
借助用户偏好，您可选择中文、日语或韩语作为自己的首选语言。在该情况下，应用程序将会始终以所选语
言显示文本（如可用）。

结果列表中中文标题示例。
您在检索时，可以清晰地看见：“结果”列表会在可用的情况下，显示所有中文文档的标题。当然，这些文
档主要来自于 SIPO。在默认情况下，源自其它主管当局的文档将以英语显示。
中文发布的显示信息与机器翻译或同族信息
目前，我们仅以英语提供同族文本或机器翻译文本。您选择的语言如果不可用，则英语也是默认的显示语
言。这意味着，即使选择中文作为首选语言，您也可以在结果中看到机器翻译的英语文本或英语同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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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语言是中文时，文档视图中机器翻译（英语）文本示例。
发布显示信息的原始语言
您借助用户偏好，可选择发布语言，作为自己选择的首选语言。在该情况下，应用程序将会始终显示原始文
档语言。您如果掌握多种语言，不想承担漏译风险，则这可能会非常有用。

网格视图中原始语言标题示例
您在检索时，可以清晰地看见：这些结果会以其原始语言，显示所有的文档标题，在这种情况下：日语标题
以日语显示，中文标题以中文显示，英语标题以英语信息，德语标题以德语显示，韩语标题以韩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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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浏览应用程序
检索、查找、查看
TotalPatent One™ 专为专利研究人员而设计，因此紧密遵循专利查询的常规工作流程。检索查询、结果列
表和文档视图均采用单一设计，这被称为“单页应用技术”或 SPA。这种设计三位一体，扩展了横向空间，
能够在彼此的顶部对各个部分进行分层。这意味着，您在审阅文档时，不必打开其它的屏幕，同时可在背景
中继续检索。该设计允许您随意反复浏览：检索结果、检查结果和查看文档，而这些均采用单一设计。
文件夹页面也采用相同的方式，在文件夹合集中检索，其功能等同于在完整合集中进行检索。文件夹、结果
列表和文档视图均采用单一设计。
检索
在登录之后，即会打开最大尺寸的检索页面。在此页面上，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开始检索：借助引导式对象
检索 详情见 33，或创建您自己的检索查询（请参阅查询语法概述 详情见 38）。
 

 
您在应用程序中的任意位置，都可以访问此页面。

单击菜单按钮，然后选择 检索

或者，使用屏幕顶部的检索按钮。您在使用 显示结果 按钮执行检索操作时，视图即会发生更改，将检索结
果包含在内。
查找
检索/结果组合视图可让您检查结果，同时仍能继续进行检索查询。您可以：

浏览结果 - 可显示结果的数量限制为 10.000。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有效查询结果超过此数目，您必须添
加更多的检索条件，缩小检索范围。虽然仅会显示前 10.000 个记录，但其余的文档并不会丢失。如果缩小
检索范围，则始终会使用整个结果集，而不仅仅是所显示的前 10.000 个记录。例如：您在检索 AC:JP
时，将会得到数据库中所有由日本主管当局生成的文档。由于文档超过 2400 万个，因此逐个查看这些文档
并不现实。每页的结果数量是由用户偏好 详情见 12控制的。您在选择每页最大记录数量时，即会关闭滚动
功能，并会转而显示导航栏，让您能够在结果中浏览。
缩小检索范围 - 在查询操作中添加更多的检索词，然后单击 显示结果。例如，您在缩小查询范围时，可以
在以上查询中添加申请人的名称： AC:JP AND PA:("SONY CORP")，结果中将会显示 JPO 发布的所有
Sony 专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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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视图 - 在单个出版物和家族视图之间选择。
打开 PDF - 在单独的窗口中打开原始文档。
将结果视图扩展至最大 - 虽然不会关闭检索页面，但会将其缩小，缩小为屏幕左侧一条窄小的导航栏。要重
新打开组合视图，只需单击此导航栏即可。完整的结果视图具有更大的空间，可显示文档标题。您在下次查
询时，应用程序将会记住您的选项，显示完整的结果页面，而不是显示检索/结果组合页面。
查看文档 - 单击文档名称，在结果/文档视图中打开此文档。
 

 
1 . 单击结果，在文档视图中打开文档。
2 . 单击并打开图形筛选器。
3 . 选择列表或网格视图。
4 . 选择排序顺序。
5 . 选择单个出版物或家族。家族类型是在用户偏好中确定的。
6 . 单击，展开或关闭文档视图。
7 . 跳转至文档视图的其它部分。
8 . 单击边栏，打开检索窗口。
9 . 单击缩略图以选择图像，每组图像中至多显示 6 个缩略图。
10 . 打开下一组或上一组图像，仅当指针悬停在图像上方时才显示。
11 . 打开结果列表中的下一个或上一个文档。
12 . 打开下一个或上一个结果页面（如果用户偏好中选择了无限滚动功能，则不可用）。
13 . 切换结果页面（如果用户偏好中选择了无限滚动功能，则不可用）。
14 . 用于检索的关键字会突出显示。
查看
结果/文档组合视图可让您检查结果列表中的文档，同时保留结果列表。您可以：

审阅文档 - 单击文档标题，该标题可在文档视图中打开特定的文档，尺寸为屏幕的一半。
浏览文档视图 - 在文档视图的顶部，您可以使用导航按钮，跳转至文档视图的特定部件，或使用一侧的滚动
条。

LexisNexis® TotalPatent One™   /  3 浏览应用程序

版本 1.12.0   LexisNexis®  2018 19



返回检索/结果组合视图 - 单击屏幕左侧的导航栏，返回上一个视图。
扩展为最大尺寸的文档视图 - 单击扩展文档视图按钮。
 

 
1 . 跳转至文档视图的其它部分。
2 . 打开原始 PDF 文档。
3 . 单击，展开或关闭文档视图。
4 . 单击蓝色边栏，重新打开检索结果。
5 . 单击灰色边栏，打开检索窗口。
6 . 打开结果列表中的下一个或上一个文档。
7 . 单击缩略图以选择图像，每组图像中至多显示 6 个缩

略图。
8 . 打开下一组或上一组图像，仅当指针悬停在图像上方

时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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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视图
专利文档由不同的主管当局发布，周期跨度长。因此，这些文档的信息呈现方式大相径庭。完整文档视图可
让您在结构化的标准化布局中，阅读所有相关的信息。有关文档视图元素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文档
详情见 28。
文档视图有其自己的一组导航图标，可帮助您浏览信息：

著录项目信息，包含所有相关的名称和日期信息。
权利要求，包含此文档的所有权利要求。权利要求可能很长，因此显示器会限制字符总数。请参
阅附录 I：限制条件 详情见 97。您可以手动增加所示权利要求文本的百分比。
扩展家族，包含家族的所有相关文档编号。
相似文档，文档相似度功能用于检索与此文档“相似”的文档，其依据的并不是申请编号或家族
关系。检查相似度的方法是，将此文档同数据库中所有的文档进行匹配。只要标题和摘要匹配，
就可生成得分。此处会显示得分最高的 10 个文档。
引用，包含所有相关的文档，这其中包括 非专利文献
分类，包含所有可用分类系统的分类编号（如果适用）。
说明书，包含发明的完整描述。说明书可能很长，因此显示器会限制字符总数。您可以手动增加
所示说明书的百分比。请参阅附录 I：限制条件 详情见 97。
申请人/发明人/代理人，包含所有相关人员的姓名，如：申请人、发明人和代理人。

著录项目超链接
著录项目信息部分包含以下超链接：

1 . 发布，此链接将在弹出窗口中打开文档，供查看和
直接下载。

2 . 申请，此链接将基于申请编号 AN:(xxxxxx)  启动
新查询。

3 . 优先权，此链接将基于优先权编号  PRN:
(xxxxxx)  启动新查询。

4 . 当前申请人，此链接将基于当前申请人  PACU:
(xxxxxx)  启动新查询。

5 . 发明人，此链接将基于发明人 IN:(xxxxxx)  启动
新查询。

6 . 代理人，此链接将基于法定代理人 AG:(xxxxxx)
启动新查询。 发布弹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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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图像
在文档中浏览图像有两种方式。您可以在发布视图中选择一个图像，或者在新窗口中打开全尺寸图像。
在发布视图中选择一个图像
默认情况下，如果您在文档视图中打开图像，将显示文档中的第一个图像。
 

 
该图像下方将显示其他图像的缩略图列表（如可用，最多显示 6 个）。您可以从缩略图列表中选择其他图
像以切换显示图像。在缩略图列表中，当前显示的图像灰显且下方有一条横线（红色）。如果有更多图像可
供显示，当前显示图像的右下角将出现蓝色箭头。仅当指针悬停在该右下角时，箭头才会显示。您可以选择
箭头，从而选择上一组或下一组图像。
在浏览器中打开全尺寸图像
要查看全尺寸图像，您必须在发布视图中单击该图像。
 

 
该模式下以下操作按钮可用：
1 . 放大/缩小。
2 . 打开/关闭全屏模式。
3 . 旋转图像。
4 . 关闭图像视图（或按 ESC 键）。
5 . 图像计数器（此示例中为 3 个图像中的第 1 个图像）。
6 . 打开上一个图像（此示例中为 3 个图像中的第 3 个图像）。
7 . 打开下一个图像（此示例中为 3 个图像中的第 2 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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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索、查找、查看选项
检索
TotalPatent One™ 的主要功能是查找和检索数据合集中的专利信息。因此，检索功能在应用程序中占据着
最为突出的地位。
执行检索查询操作有两种方式：
1 . 使用“引导式对象检索 详情见 33”。您借助此选项，可向检索操作添加对象（预先格式化的字段或

查询片段），如：“日期之后”或“标题”对象。在此之后，您可以在对象中输入检索参数。您可以
使用运算符（如 AND、OR、NOT），将对象组合起来。您在完成并启动检索操作之后，即会使用该
选项，创建所需的查询命令。

2 . 创建您自己的查询命令（请参阅查询语法概述 详情见 38）。查询语法极其强大。按照这种方式，您
可采用结构化方式，检索数据合集中数以百万计的文档。一些语法选项在引导式对象检索操作中并不
可用。虽然生成您自己的查询条件并不复杂，但这需要密切关注语法问题。

 

 
检索页面中的元素可用于创建和执行查询操作：
1 . 检索框。您可以在此方框中输入检索条件。
2 . 显示结果 按钮。您在输入检索式之后，单击此按钮，即可开始检索。
3 . 视图图标。此图标让您能够打开检索页面旁的结果页面。
4 . 对象检索开关。此开关用于控制：您是否要执行“引导式对象检索 详情见 33”操作，或您是否要创

建自己的检索式（请参阅 查询语法概述 详情见 38）。
5 . 用于检索对象的对象库。对象库包含最常用的检索对象，这些对象可在打开对象检索功能时使用。
6 . 主管当局预先选择选项（请参阅以下段落）。

预先选择主管当局; 缩小主管当局的检索范围
在默认情况下，TotalPatent One™ 会使用整个数据合集，进行检索查询操作。您如果仅对特定的主管当
局，或对一组主管当局感兴趣，则可以预先选择这些主管当局，这可缩小检索范围，仅检索所选主管当局的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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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要预先选择主管当局，请单击 编辑 链接，这可打开
主管当局选择框。此主管当局列表是按照双字母主
管当局代码排序的，而国家/地区则是按照正式的
UN 短名称列表列出的。

2 . 要选择检索查询中所要包含的主管当局，请单击所
需主管当局的选择框。您如果没有进行选择，则检
索范围是全部的主管当局，请使用 全部取消选择，
移除所选项目。

提示： 您如果只想排除少数主管当局，请
使用 全选，选择全部主管当局，然后使用
选择框，取消选择所要排除的主管当局。

3 . 单击 确定，保存更改。所选项目将显示在检索框的
下方。您下一次登录时，系统会记住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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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结果
检索操作在执行时，即会打开结果屏幕。在该屏幕上，您可以查找所有符合检索条件的文档。
 

 
1 . 图形筛选器。
2 . 将文档保存至工作文件夹。
3 . 导出文档。
4 . 选择全部文档
5 . 设置提醒
6 . 打开/关闭图形筛选器。
7 . 选择列表或网格视图。
8 . 选择排序顺序。
9 . 选择单个出版物或家族。
10 . 浏览结果。
结果页面选项
您使用此页面，可以：

浏览结果 - 可显示结果的数量限制为 10.000。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有效查询结果超过此数目，您必须添
加更多的检索条件，缩小检索范围。虽然仅会显示前 10.000 个记录，但其余的文档并不会丢失。如果缩小
检索范围，则始终会使用整个结果集，而不仅仅是所显示的前 10.000 个记录。例如：您在检索 AC:JP
时，将会得到数据库中所有由日本主管当局生成的文档。由于文档超过 2400 万个，因此逐个查看这些文档
并不现实。每页的结果数量是由用户偏好 详情见 12控制的。您在选择每页最大记录数量时，即会关闭滚动
功能，并会转而显示导航栏，让您能够在结果中浏览。
从发布视图，切换至家族视图。家族视图会显示各家族的一个文档（请参阅家族 详情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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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排序顺序，请选择一个：

发布视图 家族视图
发布日期（升序/降序）
申请日期（升序/降序）
优先权日期（升序/降序）
相关性

申请日期（升序/降序）
家族视图是基于申请日期的，不能按照其他日期进
行排序。

备注： 文档相关性是根据查询字符串的出现次数、文档集以及文档长度计算得到的。计算结果是，
查询字符串在短文档中出现 1 次，其相关性可能等于在较长的文档中出现 3 次。结果列表会相应地
进行排序。

创建注释（请参阅注释 详情见 76）。
选择并保存结果 - 单击文档前面的选择框，或选择全部文档，然后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使用“导出”图标，即可导出结果（请参阅 导出检索式结果 详情见 61）。
使用“文件夹”图标，即可将结果保存至文件夹。文件夹是数据合集的子集，这些子集由用户创
建并存储，可供日后参考（请参阅如何使用文件夹 详情见 66）。
使用“创建提醒”图标，即可为一个或多个文档设置提醒。提醒是在文档出现可用新信息时发送
到您电子邮箱的警告，例如文档的法律状态出现变化、更新引用信息或申请人出现变化等。（请
参阅如何创建提醒 详情见 79）。

显示图形筛选器：

使用“筛选器”图标，即可打开图形筛选器部分（请参阅 图形筛选器 详情见 59）。此部分中
的信息涉及来自不同主管当局的文档数量，以及检索结果中的申请人。您如果选择特定的图形元
素，则可对结果进行筛选。

在列表与网格视图之间切换。

此列表会在类似于电子表格的视图中显示所有的结果。
该动态表格经调整，可显示包含剪辑图像在内的多个结果。
 

 

LexisNexis® TotalPatent One™   /  4 检索、查找、查看选项

26  版本 1.12.0   LexisNexis®  2018



您可在网格选择器中选择文档的数量。请单击网格图标，然后选择要同时显示的标题数量。在这
种情况下，1x5 的网格会在同一行上显示 5 个文档。您最多可以选择 5x5 的网络（25 个文
档）。

小心： 所示信息将会动态调整，以适应屏幕。剪辑图像将始终可见，但 5x5 网格中的
文本要素可能会消失。请选择与您个人屏幕的分辨率相适应的网格。

您可在网格选择器中选择文档的数量。请单击网格图标，然后选择要同时显示的标题数量。在这
种情况下，1x5 的网格会在同一行上显示 5 个文档。您最多可以选择 5x5 的网络（25 个文
档）。
 

 

家族检索
在默认情况下，应用程序会显示所有符合条件的检索结果。这可导致列表中有许多重复的文档，如：在多个
文档属于同一家族时。移除家族重复项功能，可让您移除视图中属于同一扩展家族的其他文档。您可以在偏
好中选择家族类型。要打开家族视图，只需要使用以下开关即可：
 

 
应用程序按照您的个人偏好，每个家族仅会显示一个文档。您可以在自己的用户偏好中，设置移除重复项的
范围，以及文档偏好（主管当局、申请日期）。

关键字频度
用于检索的关键字可提供宝贵的信息，该信息涉及已找到文档的相关性。“文档”视图中会自动突出显示关
键字。您无法更改突出显示的颜色，该颜色是自动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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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频度计数器是结果列表的一项可选功能。图形可显示某个关键字在不同的文档部分中所使用的次数。
图形还会显示从词干中得到的关键字，该程序将包含这样的单词：这些单词与该关键字相类似，但拼写、格
式或大小写却是不同的（请参阅术语表）。
 

 
您要打开/关闭计数器，可使用用户偏好 详情见 12中的 显示关键字频度选项。

查看文档
文档视图包含以下部分：

页眉 包含：
 

 
1 . 标题
2 . 导航按钮
3 . Abstract（摘要）
4 . 剪辑图像（在文档中找到的第一幅图像/图样）
5 . 原始文档 (PDF) 的链接
6 . 重新调整视图大小的按钮（关闭文档视图，即会重新打开结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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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文档的状态。
摘要可源自于文档，也可通过机器翻译生成，或通过同族来源得到。
著录项目信息 - 包含所有相关的文档信息，如：发布/申请和优先权编号、日期、当前申
请人、发明人、代理人和状态。当您单击人名时，将开始新检索，为您提供与此人相关
的所有文档。
 

 
文档的状态可以是：
• 已批准 - 专利申请已在此文档发布之日得到批准。
• 已终止 - 专利因未支付续展费用而过期。
• 已申请 - 已在主管当局提交专利申请，但没有申请是否成功的信息。
权利要求 - 包含申请人提出的所有权利要求。权利要求 可源自于文档，也可通过机器翻
译生成，或通过同族来源得到。
 

 
权利要求可能很长，因此显示器会限制字符总数。请参阅附录 I：限制条件 详情见
97。您可以手动增加所示权利要求文本的百分比。 权利要求部分如果较大，则底部会
有标识，显示已加载权利要求的百分比。您只需单击 加载更多 按钮，直至达到 100%，
即可手动加载更多的内容。
家族 - 包含家族的所有相关文档编号。如需打开相关文档，请单击文档编号。有关不同
家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Family（家族） 详情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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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档 - 检查相似度的方法是，将此文档同数据库中所有的文档进行匹配。只要标题
和摘要匹配，就可生成相关性得分。此处会显示得分最高的 10 个文档。由于家族成员
已在家族部分中显示，所以此部分自动将其排除在外。
 

 

引用 - 包含所有相关的文档，这其中包括引用和非专利文献。选择 规范化编号 即可直接
打开相关文档。此外，使用 复制到文件夹按钮
 

 
可将相关文档保存在文件夹中。
分类 - 包含所有可用分类系统的分类编号（如果适用）。
 

 

说明书 - 包含文档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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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可能很长，因此显示器会限制字符总数。您可以手动增加所示说明书的百分比。
请参阅附录 I：限制条件 详情见 97。文档说明书如果较大，则底部会有标识，显示已
加载说明书的百分比。您只需单击 加载更多 按钮，直至达到 100%，即可手动加载更多
的内容。
申请人/发明人/代理人 - 包含所有相关人员的姓名，如：申请人、发明人和代理人，包括
已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姓名。当您单击人名时，将开始新检索，为您提供与此人相关的所
有文档。
 

 

法律信息 - 包含法律状态信息、所有权历史记录、费用缴纳状态和 (US) 诉讼信息。
 

 

权利要求语言切换
如果文档的权利要求支持多种语言，无论您已选择何种语言偏好（请参阅用户偏好 详情见 12），均可以在
文档视图中直接切换语言。如果有其他语言可用，权利要求部分的右上角将显示一个下拉菜单。选择语言之
后，该部分中将重新加载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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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Patent One™ 数据库包含采用英语、中文、法语、德语、日语和韩语的权利要求信息，仅可选择相应
文档可用的语言。替代选项为 '发布语言'。此为文档的原始语言，并且当其与上述语言之一匹配时，标签将
显示 发布语言。

突出显示
专利文档中的一些文本字段很长。查询操作中会使用特定的检索词，如果知道该检索词在文档中使用的位置
和频率，则会非常有用。TotalPatent One™ 使用突出显示功能，在文档视图中标注检索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检索标题或摘要中的 'Airport' ( TA:(Airport) ) 则会找到 19,000 多个记录。您在打
开文档视图时将会发现，只要单词 'Airport' 出现在标题或摘要中，该单词就会突出显示。由于没有检索权
利要求或说明书之类的其他数据对象，因此这些对象中并不会突出显示该单词。
突出显示功能可用于以下数据对象：

文本对象： 分类代码： 人员：

• 摘要 ( AB: )
• 说明书 ( DSC: )
• 权利要求 ( CLM: )
• 全文：标题、摘要、权利要

求和说明书 ( FT: )
• 标题 ( TI: )
• 标题或摘要 ( TA: )
• 标题、摘要或权利要求

( TAC: )

• 合作专利分类 ( CPC: )
• 国际专利分类 ( IPC: )
• 美国大类 ( USC: )

• 发明人 ( IN: )
• 申请人 ( PA: )

LexisNexis® TotalPatent One™   /  4 检索、查找、查看选项

32  版本 1.12.0   LexisNexis®  2018



5 使用对象检索
引导式对象检索
TotalPatent One™ 的数据模型包含大量不同的数据对象和字段。我们已标识出了专利研究人员通常会使用
的检索对象。各对象都分配有检索简称，这些简称是一些缩写代码，可在检索查询中作为语法使用。例如，
您在检索 PA:(John) 时，将会得到原始申请人是 "John" 的所有文档。在本例中，检索简称是 "PA"。为便于
检索，您可以通过可用的对象库，使用引导式对象检索选项。

引导式对象检索的对象检索库
您可以选择（和组合）多个可输入检索词的对象，而不必写入查询语法。应用程序将按照这种选择执行检索
操作。应用程序并不会显示所有的对象，而只会显示通常会使用的对象。更具经验的用户可根据丰富的查询
语法，写入其自己的查询语句。按照这种方式，您可以使用所有可用的对象，创建自己的查询操作（请参阅
查询语法概述 详情见 38）。

如何使用引导式对象检索功能
引导式对象检索功能在执行时，可检索整个文档合集，或之前在文件夹中存储的文档子集。
 

 

使用菜单或检索按钮，启动新的检索操作。

 

 

确保使用对象开关，启用对象检索功能。

LexisNexis® TotalPatent One™   /  5 使用对象检索

版本 1.12.0   LexisNexis®  2018 33



选择所需对象：

对象 字段
Authority（主管
当局）

基于主管当局检索 PC:。

Classification
（分类）

基于分类检索：
• CPC CPC:
• IPC IPC:

Name（名称） 基于名称检索：
• All assignees（全部申请人） PAA:
• Original assignee（原始申请人） PA:
• Standardized assignee（标准化申请人） PAS:
• Normalized assignee（规范化申请人） PAN:
• Inventor（发明人） IN:
• Current assignee（当前申请人） PACU:。

Date（日期） 基于日期检索：
• Publication date（发布日期） PD:
• Application date（申请日期） AD:
• Priority date（优先权日期）。 PRD:
日期可直接输入（YYYY-MM-DD 格式），也可通过日期选取器向导输入。请参阅如何使用引导式
日期检索功能 详情见 35，了解更多信息。

Text（文本） 基于文本检索：
• Title（标题） TI:
• Abstract（摘要） AB:
• Claims（权利要求）（ All（全部） CLM: 、 Claim 1（权利要求  1） CLM1: 、

Independent claims（独立权利要求） CLMI:）
• Description（说明书） DSC:
• Title or abstract（标题或摘要） TA:
• Title, abstract or claim（标题、摘要或权利要求） TAC:
• Full text（全文）。 FT:

Number（编
号）

基于编号检索：
• Publication number（发布编号） PN:。不带主管当局代码的标准化发布编号。请参阅

Standardized number（标准化编号） 详情见 94。
• Publication ID（发布 ID） PID:。

Legal（法律） 基于法律事件检索：
• Event description（事件描述） LSDSC:  *)

• Event code（事件代码） LSCO:  有关  EPO 法律事件代码的信息，请参阅  http://
www.epo.org *)

• Event date（事件日期） LSED:  **)

• Status（状态） LSSS:  **)

• Owner（所有者） LSSO:  专利当前和以前的所有者，包括发明人。
• Standardized owner（标准化所有者） LSSOS:
• Normalized owner（规范化所有者） LSSON:
• Payment status（费用缴纳状态） LSSF:布尔检索“已支付费用”（是/真）或“未支付

费用”（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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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字段
• Opposition（异议） LSSOP:  例如，检索任意文本，以用于美国诉讼案卷编号。
*) 一些法律事件信息在文档视图中不可见，且仅在主管当局的原始数据之中。TotalPatent One
™ 提取信息，并将其存储在数据库之中，因此可用于检索此信息。例如，您可以检索 LSDSC:
(Request for extension)。
**) 只有在专利状态是‘已申请’、‘已批准’或‘已终止’时，才会在文档视图中显示部分内
容。

Saved search
（已保存的检
索）

检索已保存检索式 QUERY()  的结果。

您在选择一个对象时，一个对象框会被加入到检索框中。
 

 

您可以移除检索操作中的对象框。当您将鼠标光标移动至对象框之上时，即会显示 'X'。单击此
图标，即可移除对象框。

 

 

在对象框中，输入检索短语。要这样做，请单击对象框，然后输入检索词语。
 

 

您可以添加任意数量的对象。您如果没有指定，则将使用 AND 运算符添加所有的对象。这意味
着，该检索式必须满足所有的条件。您可以使用对象库中的运算符按钮，选择多个运算符。可供
选择的运算符是：AND、OR、NOT。

单击显示结果，开始检索。
小心： 不建议在对象中使用嵌套运算符 (AND/OR/NOT)，尤其是在使用多个运算符的情况下。运算
符范围只可以使用括号 () 进行设置，但是在引导式对象检索中无法进行此类操作。对于复杂查询，
请使用检索语法。

如何使用引导式日期检索功能
引导式日期检索功能是一种变型对象检索功能，专用于检索日期对象。引导式数据检索功能在执行时，可检
索整个文档合集，或之前在文件夹中存储的文档子集。
 

 

使用菜单或检索按钮，启动新的检索操作：

 

 

确保使用开关来开启对象检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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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日期选项：
1 . Publication Date（发布日期）
2 . Application Date（申请日期）
3 . Priority Date（优先权日期）
这时，即会将对象添加至查询框。

备注： 例如，因临时申请，文档可有多个优先权日期。您在检索优先权日期时，结果列表可显示超
出检索范围的日期，我们在结果列表中只显示各文档的最早优先权日期。您在打开原始 PDF 时将会
发现：所检索的优先权日期是文档优先权信息阵列的一部分。

单击日期对象，打开日期选取器向导：
 

 
选择一个可用的日期选项：

最近 7 天 选择最近 7 天，将其作为日期范围（包括今天）。
本月截止到现在 选择当前月份，将其作为日期范围（包括今天）。
本年度截止到现在 选择今年，将其作为日期范围（包括今天）。
上个月 选择上个月，将其作为日期范围。
日期是 在日历中选择一天。您可以使用箭头键，浏览整个日历。您在单击月份

（本例是 2016 年 11 月）时，可快速跳转至其他月份。
 

 
您如果再次使用鼠标单击年份（本例是 2016 年），则可快速跳转至其他
年份。
此外，您也可以在日历上方的文本框中，直接键入日期：
 

 
输入日期，然后单击绿色的保存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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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之前 在日历中选择一个日期，将其作为边界，检索所有日期早于和等于此日
期的文档。

日期之后 在日历中选择一个日期，将其作为边界，检索所有日期晚于和等于此日
期的文档。

日期范围 在日历中选择两个日期，将其作为边界，检索所有日期介于这些日期之
间（包含这些日期）的文档。

对象检索键盘快捷方式
使用引导式对象检索功能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从对象列表中选择对象。事实上，您可以在检索框中针对各对象
键入任意的对象简称。例如，您如果键入：TI:，则只要点击冒号，即会看见该命令将由一个对象所替换。
所有其它的保留单词也是这样，如 AND、OR 和 NOT。
键盘输入 结果
跟有冒号的任意对象简称：
• TI:

• PA:

• PN:

• 等。

由对应的对象所替换：
•
•
•
• 等。

AND:、OR 和 NOT，不区分大小写（and:、or、
not）。

由对应的运算符所替换：
•
•
•

在检索框中直接键入任意文本，然后输入 由全文对象所替换，该对象包含所键入的词组：
•

 + [Enter]:
•

退格 删除整个对象。
小心： 不建议在对象中使用嵌套运算符 (AND/OR/NOT)，尤其是在使用多个运算符的情况下。运算
符范围只可以使用括号 () 进行设置，但是在引导式对象检索中无法进行此类操作。对于复杂查询，
请使用检索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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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建您自己的查询
查询语法概述
引导式对象检索功能可能并不足以让您找到所需要的信息。数据库中有许多对象，远多于引导式对象检索功
能中的选项。有经验的用户可根据查询语法，创建并执行其自己检索。主要的语法要素包括：
• 字段检索 - FIELD:  是所要检索的可选名称或数据库字段的简称（如："title" 或 "TI"）。 FIELD:  可

供选用，您也可以省略字段定义，检索所有的字段。 FIELD:  之后必须使用冒号 (:)。例如：
- TI: antenna，在所有标题 (TI) 中检索，检索字词 "antenna"。
- CLM: radio，在所有权利要求 (TI) 中检索，检索字词 "radio"。
- waves  会检索整个数据库，查找检索词“waves”（只需简单键入检索字词，不用键入

FIELD:  定义）。
• 组合运算符 - AND/OR/NOT/NEAR/PRE  运算符；这些可选命令用于将多项查询组合在一起。

- 您可以在字段之间使用检索运算符。例如， TI:(antenna) AND AB:(radio)  可在所有标题
(TI) 中检索，检索字词 "Antenna"，并会在所有摘要 (AB) 中检索，检索字词 "Radio"。您可以在
查询中，包含尽可能多的必要字段。

- 您可以在检索词之间使用检索运算符。例如： TI:(antenna AND radio) ：检索包含
"antenna" AND "radio" 的标题。
 

 
- 嵌套检索词如果使用多个运算符，则可能会非常有用，请确保将括号 () 放在正确的位置： EXM:

(Smith) AND (TI:(medical*) OR (TI:bone*))：检索名叫 "Smith" 的审查员，其审查
的专利标题中包含 "medical" 或 "bone"。
 

 
• 多语言检索 - 语言_代码是一个可选参数，用于选择特定的检索语言，而不是默认的英语（如："FR"

表示法语）。语言_代码只能与 FIELD:  命令结合使用。例如： TI.FR:(magnétique)：在所有法
语 (FR) 文档标题 (TI) 中检索，检索字词 "magnétique"。字段定义的后面应始终跟有冒号 (:)，但可省
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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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列表会显示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的原始（法语）标题中都包含有法语字词 "magnétique"。
结果列表中的标题会按照您的首选语言进行翻译，因此结果中会显示英语 "magnetic"。请亲自测试一
下其中的差异，例如：您可以尝试键入 TI.EN:(magnetic)，在所有的英语 (EN) 文档标题 (TI) 中检
索，检索字词 "magnetic".此操作会产生一组完全不同的结果，并且不会包含使用法语时所找到的记
录。

• 检索运算符 - CAPS/ALLCAPS/NOCAPS/PLURAL/SINGULAR  这些可选运算符可根据大小写，或根据
单复数，对结果进行筛选。例如： TI: ALLCAPS(antenna)：在所有标题 (TI) 中检索，检索字词
"antenna"。运算符 ALLCAPS 只会在所有大写字母中查找结果。
 

 
• 通配符和/或模糊匹配 - ~/*/%/? - 检索词可包含通配符和/或用于模糊匹配或词组匹配的参数运算符。

通配符 是选择使用的。例如： TI:(aluminum~1) ：在所有文档标题  (TI) 中检索，检索  (~1)
aluminum 之类的字词。您如果不知道正确的拼写，或为了避免在使用美国英语或英国英语时出现差
异（举例而言），则可在检索中添加此参数，这非常有用。在这种情况下，该命令会在适用时添加/替
换字母 1。此操作会返回所有带有 "aluminum" 和 "aluminium" 字词的文档。
 

 
• 文件夹检索 - FOLDER  是一个可选参数，用于将检索范围缩小至特定的个人文件夹。您如果省略此选

项，则将在完整的合集中检索。检索文件夹是区分大小写的。我们建议在文件夹名称的两侧使用双引
号  (")，并可使用通配符（如： lexis* 会在文件夹  "lexis" 和  "lexisnexis" 中检索）。例如：
FOLDER("Project 2016-0323") AND TI:(Titanium)：在文件夹 "Project 2016-0323" 中检
索，检索所有包含字词 "Titanium" 的文档标题 (TI)。引号之间如果有空格，则查询操作中会自动删除
所有这些空格，并且查询操作也不会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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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保存的查询检索 - QUERY() 是一个可选参数，用于将检索范围缩小至上一次保存的检索结果。

 

 
• 注释检索 - ANNOTATION  是一个可选参数，用于在注释中检索。文档中可添加注释，这可向特定的文

档添加批注或备注。这在与文件夹结合使用时特别有用。（请参阅：注释 详情见 76）。例如：
ANNOTATION(*)：检索所有带有注释的 (*)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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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检索简单的文本
TotalPatent One™ 的检索功能非常丰富。对象检索选项允许您在库中选择对象，以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检
索。一些用户倾向于直接输入检索查询，或希望检索全部可用的对象。在该情况下，您可以使用基于语法的
检索。本章开始时，将检索简单的文本，分步引导您了解查询语法。
1 . 打开检索框，使用菜单图标，从应用程序中的任意位置开始检索：
2 . 在检索框中键入检索词，然后单击“显示结果”：

 

 
在本例中，结果中将显示文本中任意位置出现有 Titanium  的所有文档。检索操作区分大小写，并会
使用整个字词。
例如：
- Titanium  和 titanium  的结果数量相同。
- Titanium  和 Titan  的结果不同。
这并不意味着，简单检索仅会比较普通字符类型的短语，而不会在后台使用一些智能技术。您在检索
有关汽车的专利时，结果中不仅显示有匹配的文字 (car)，而且还显示有复数 (cars) 和所有格形式
(car's, cars') 的文字，这非常有用。TotalPatent One™ 支持使用词干来实现此功能。请参阅术语表，
了解更多信息。
小心： 添加多个关键字进行单次检索时需小心。此功能虽完全支持，但如不使用双引号（“）括关
键字，关键字之间的空格将被视为 AND 运算符。

如何检索字段
您如果在检索操作中添加字段名称，则可指定自己的查询操作。字段检索的查询语法是  [FIELD]:
("search term")。数据库中已添加了简称，用于替换技术字段的名称（请参阅下表）。冒号 (:) 是必填
的，双引号 (") 用于处理文本字符串，将其处理为短语。
例如： IN:("Smith")  可检索发明人是 "Smith" 的所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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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短语检索功能仍会使用词干提取，以允许单词拼写有误等错误。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有关词
干提取的更多信息。

最常用的字段
名称 简称 Description（说明书）

Publication ID（发布 ID） PID 包含主管当局代码、序列号和种类代码的唯一识别编号，如：
US6365495B2。这些编号在数据库中经过规范化处理，移除了空格、逗
号等内容。

Publication Number（发布编
号）

PN 标准化发布编号、专利主管当局特定的序列号（PID 去掉主管当局和种
类代码）。请参阅有关标准化编号的术语表。

Application Number（申请编
号）

AN 标准化申请编号、专利主管当局特定的序列号。请参阅有关标准化编号
的术语表。

Priority Number（优先权编
号）

PRN 标准化优先权编号、专利主管当局特定的序列号。请参阅有关标准化编
号的术语表。

备注： 优先权查询 (PRN: .....) 用于检索优先权编号相同的全
部文档。由于申请的第 1 份原始文档没有优先权编号，仅有
一个申请编号，因此结果中不会包含该文档。您如果要包含
申请的第 1 份文档，则可在查询中添加申请编号。请使用以
下语法：PRN: .....OR AN: .....

标题 TI 文档标题
Publication Kind (Kind code)
（发布种类（种类代码））

PK 种类是一种与专利分类有关的代码，有时也被称为发布种类。

Application Date（申请日期） AD 申请日期，所使用的日期格式为 YYYY-MM-DD。
Priority Date（优先权日期） PRD 优先权日期，所使用的日期格式为 YYYY-MM-DD。
Claim（权利要求） CLM 所有独立于语言的权利要求。
1st Claim（第一权利要求） CLM1 仅限独立于语言的第一权利要求。
Attorney/Registered Agent
（代理人/注册代理）

AG 所有专利律师或注册代理。

Examiner（审查员） EXM 所分配的所有专利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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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简称 Description（说明书）

Inventor（发明人） IN 所有发明人
Assignee（申请人） PA 申请人是指递交专利申请的人员（可为自然人或法人）。依据各主管当

局的专利法，申请人一般应该是专利权的受让人（特例为，2013 年 3
月 16 日以前的美国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为发明人）。

Current Assignee（当前申请
人）

PACU 专利当前申请人是指当前持有专利权利的人员。

提示：  您如果要检索所有现有的条目，请使用函数运算符  EXISTS()，例如：您如果使用
AG:EXISTS()，则会得到所有包含律师姓名的文档。

组合式检索简称
为能够同时在多个字段中检索，我们添加了更多的检索简称。这些简称可作为字段位置中的任意其他检索简
称使用。
简称 Description（说明书）
FT 检索  'Title（标题） '、 'Abstract（摘要） '、 'Claims（权利要求） ' 或

'Description（说明书）'。
TAC 检索 'Title（标题）'、'Abstract（摘要）' 或 'Claims（权利要求）'。
TA 检索 'Title（标题）' 或 'Abstract（摘要）' 。

如何使用通配符、模糊匹配、短语和关键字运算符
通配符
TotalPatent One™ 支持在检索词中使用通配符。通配符是一些字符，您如果不想仅检索整个字词，则这些
字符可替代检索表达式中的任意其他字符或一定范围的字符。
可用的通配符包括：
1 . 一个或多个通配符 - 使用星号 (*)，替代字词中任意位置上的一个或多个字符。

例如：
- TI:(pr*)  将查找所有这样的文档：其标题中的检索词变体均以  "pr" 作为开头（如：

preparation、producing 和 primary）。
 

 
- TI:(pr*g)  将查找所有这样的文档：其标题中的检索词变体均以 "pr" 作为开头，以 "g" 作为结

尾（如：producing 和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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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通配符作为前 （如 * trode）可能会导致响应时间过长。此类型的左截词应尽可能避免。

如无法避免，最好在检索式末尾结合 AND 子句使用。示例： TI:(Dielectric) AND AB:
(*trode)  将为您返回所有标题中包含单词 "Dielectric" 的文档，AND 返回含以 "trode" 结尾单
词（如 Electrode）的摘要。
 

 
如此可避免响应时间过长。

2 . 零个或一个通配符 - 使用百分比 (%)，替代字词中任意位置上的零个或一个字符。
例如：
- Neo%  将查找这样的检索词变体：其开头是 "neo"，再加上 0 个或 1 个字符（如：neo 和

neon，但不包含 neolithic，因为需要替换的字符超过了一个）。
- %eon  将查找这样的检索词变体：其结尾是 "eon"，再加上 0 个或 1 个字符（如：eon、aeon 和

neon）。
- n%on  将查找这样的检索词变体：其开头是 "n"，结尾是 "eon"，之间再加上 0 个或 1 个字符

（如：non、neon 和 noon）。
3 . 添加一个通配符 - 使用问号 (?)，在字词中的任意位置上仅添加一个字符。

例如：
- TI:(Wo?d)  将查找所有这样的文档：其标题中的检索词变体均以 "wo" 作为开头，以 "d" 作为

结尾，之间再加上 1 个字符（如：wood 和 word）。
 

 
- TI:(Wo??d ) 将查找所有这样的文档：其标题中的检索词变体均以 "wo" 作为开头，以 "d" 作为

结尾，之间再加上 2 个字符（如：wound 和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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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匹配
TotalPatent One™ 支持“模糊”匹配或合适的字符串匹配功能。您在不确定拼写是否正确时，可使用模糊
匹配功能，该功能返回的文档包含“类似于”检索词的字词。
模糊匹配功能在查询语法中是使用波形符 (~) 实现的。这样，检索词的范围即会扩大，包含许多拼写相近的
类似字词（基于编辑距离）。这意味着可以检索到经常会拼错的单词。
例如： TI: (accommodate~)  将查找所有这样的文档：其标题中的检索词变体均涉及通常会拼写错误的
单词 "accommodate"（如：acommodate）。
 

 
在默认情况下，模糊匹配功能的编辑距离为 2，这是完全匹配字符串所需的运算符数量。在本例中，
'acommodate' 需要插入一个字符 (c)，才与检索词 'accommodate' 匹配。但是，"accommodates" 也是
检索结果的一部分，其结尾需要插入 1 个字符 (s)。"accommodative" 也需要删除 2 个字符 (iv)。字词
'accommodation' 需要更改三个字符才能匹配。因此，如果默认编辑距离为  2 ，则找不到
accommodation。
您可以对查询添加编辑距离，以此扩大模糊匹配功能的编辑距离： Accommodate~3  将查找有关单词
"accommodate" 的所有检索词变体，这其中包括 "accommodation"。
（完全匹配）短语匹配
TotalPatent One™ 支持短语完全匹配功能，其返回的文档仅包含与检索查询完全匹配的字词。运算符是双
引号 (")。
例如： TI:("particle accelerator")  不会查找标题中包含字词 "particle" 或 "accelerator" 的文
档，也不会查找包含字词 "particle" 和 "accelerator" 的文档。该表达式仅会查找包含整个短语 "particle
accelerator" 的文档，并会忽略带有 "particle beam accelerator" 之类短语的文档"。
 

 
TotalPatent One™  将词干提取独立于短语匹配使用，意味着在本示例中复数形式  "particles" 与
"accelerators" 也属于结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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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EASTn 运算符
当关键字在全文中出现次数 ATLEAST n 次（其中 n 的范围为 1 到 255）时，ATLEASTn 运算符允许您限制
检索结果。示例： ATLEAST5(switch)  检索术语 "Switch" 出现至少五次的文档。
 

 
该功能仅限于单个关键字，并且只能用作全文检索（标题、摘要、权利要求和描述）。
关键字 boost 运算符
在某些检索式中，某个关键字比其他的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您会希望包含更相关关键字的结果置于结果列
表顶部。因此，只有在按相关性对结果列表进行排序时，Boosting 关键字才能执行。
 

 
关键字 boosting 的语法是 ^n，其中 n 是一个关键字相比另一个关键字的相关重要程度。示例： cake^1
AND carrot^30  检索全文中出现术语 "carrot AND cake" 的文档，结果根据 "carrot" 的出现次数排序。
 

 
没有 boost ( cake AND carrot )，结果数量将会相同。现在两个关键字相关性相同，之前的第一个结果
现在排在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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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 TotalPatent One 将词干提取独立于短语匹配使用，意味着在本示例中复数形式 "carrots" 与
"cakes" 也属于结果范围。

如何检索日期
日期查询语法与其他对象稍有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该语法除检索单个日期之外，还支持检索一定范围的
日期。

备注： 日期检索操作可生成许多结果。因此，我们在创建以下示例时，对结果进行了限制，仅限来
自于秘鲁主管当局的文档。您如果要亲自尝试这些示例，请在所提供的示例中，添加 AND PC:PE
子句。

• 单个日期： PD:2015-08-08。检索发布日期 (PD) 为 "2015-08-08" 的所有文档。日期格式必须是
YYYY-MM-DD。检索结果是于 2015 年 8 月 8 日当天发布的两个文档。
 

 
• 之前的日期： PD:[* to 2015-08-08]。检索发布日期 (PD) 早于和等于 "2015-08-08" 的所有文

档。日期格式必须是 YYYY-MM-DD，日期范围必须使用方括号 []。检索结果是所有文档，其中包括两
个于 2015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文档。此外，您使用小于等于号 (≤); PD:<=2015-08-08，也可以得到
相同的结果。
 

 
要排除这两个 8 月 8 日的文档，只需使用小于号 (<) 即可： PD:<2015-08-08。

• 日期之后： PD:[2015-08-08 to *]。检索发布日期 (PD) 晚于和等于 "2015-08-08" 的所有文档。
日期格式必须是 YYYY-MM-DD，日期范围必须使用方括号 []。检索结果是所有文档，其中包括两个于
2015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文档。此外，您使用大于等于号 (≥); PD:>=2015-08-08，也可以得到相同
的结果。
 

 
要排除这两个 8 月 8 日的文档，只需使用大于号 (>) 即可： PD:>2015-08-08。

• 之间的日期: PD:[2015-08-08 to 2015-08-09]。检索发布日期 (PD) 介于 "2015-08-08" 和
"2015-08-09" 之间（包含这两个日期）的所有文档。日期格式必须是 YYYY-MM-DD，日期范围必须使
用方括号 []。检索结果是所有于 2015 年 8 月 8 日或 9 日发布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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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检索运算符
检索运算符是查询语法中的保留单词，用于让用户能够操纵检索结果。这些运算符是：
• 布尔运算符 (AND, OR, NOT) - 用于在一项查询中，将多个检索词组合起来。
• 大小写运算符 (CAPS, ALLCAPS, NOCAPS) - 用在检索词前面，用于筛选结果。
• 复数运算符 (PLURAL, SINGULAR) - 用在检索词前面，用于筛选结果。
• 近似运算符 (NEARn, NEARs, PREn) - 用于在一项查询中，将多个检索词组合起来。
运算符 简称 结果
AND && 使用 AND 运算符可查找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包含由 AND 链接的两个单词或短

语。例如： TI:(antenna AND radio)  将查找标题中包含 "antenna" 和 "radio"
的所有文档。
 

 
您也可以使用简称 TI:(antenna &&radio)。

OR || 使用 OR 连接符可查找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包含由 OR 链接的任一或两个单词或短
语。所链接的检索词如果是同义词、反义词、其他拼写形式或是缩写，则 OR 连接符
会非常有用。例如： TI:(antenna OR radio)  将查找标题中包含 "antenna" 或
"radio" 的所有文档。
 

 
您也可以使用简称 TI:(antenna ||radio)。

NOT ! 使用 NOT 连接符可查找这样的文档：在这些文档中，将排除某一检索词或短语。例
如： TI:(antenna NOT radio)  将查找标题中包含 "antenna" 的所有文档，并排
除标题中包含 "radio" 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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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简称 结果

 
您也可以使用简称 TI:(antenna !radio)。

布尔运算符及其用法。
您可以在单个检索式中使用多个布尔运算符，但可能很容易忽略运算符范围和优先级。运算符范围使用括号
（）确定。对于运算符优先级，TotalPatent One™ 使用标准布尔逻辑，其中 NOT 优先，AND其次，然后
是 OR。例如检索式 TI:(server OR pizza AND box)：

检索式 结果数量

TI:(server OR pizza AND box)

 

 

TI:(server)

 

 

TI:(pizza AND box)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AND 运算符具有优先权。执行的检索式为您返回所有标题中带有 "server" OR
"pizza AND box" 的文档。当将它与检索式 TI:((server OR pizza) AND box))  对比时。本检索式
将为您返回所有标题中带有 "server AND box" OR "pizza AND box" 的文档：
 

 
提示： 您可以创建两条单独的检索式，结合 比较检索式结果 功能（参见 Comparing queries（对
比查询） 详情见 75），而不必使用布尔运算符（AND, OR, NOT）嵌套复杂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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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添加多个关键字进行单次检索时需小心。此功能虽完全支持，但如不使用双引号（“）括关
键字，关键字之间的空格将被视为 AND 运算符。

运算符 简称 结果
CAPS 您在使用 CAPS 命令时，可对检索操作进行限制，仅查找单词任意位置出现有大写字

母的单词。例如： TI:CAPS(antenna)  将查找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的标题
中包含 "Antenna"，并且至少有一个大写字母（如：Antenna、ANTENNA，但不会
查找 antenna）。

小心： 大小写运算符不能与模糊匹配运算符 (~) 结合使用。
ALLCAPS 您在使用 ALLCAPS 命令时，可对检索操作进行限制，仅查找全部是大写的单词。例

如： TI:ALLCAPS(antenna)  将查找标题中包含 "ANTENNA" 的所有文档。
 

 
小心： 大小写运算符不能与模糊匹配运算符 (~) 结合使用。

NOCAPS 您在使用 NOCAPS 命令时，可对检索操作进行限制，仅查找没有大写字母的单词。
例如： TI:NOCAPS(antenna)  将查找标题中包含 "antenna"，但没有 "Antenna"
或 "ANTENNA" 的所有文档。
 

 
小心： 大小写运算符不能与模糊匹配运算符 (~) 结合使用。

PLURAL TotalPatent One™ 可自动查找单数、规则复数，以及以所有格结尾的检索词。但
是，您有时只需要复数形式的单词。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 PLURAL 命令，对结
果进行限制。例如： TI:PLURAL(antennas)  将查找标题中包含复数 "antennas"
的所有文档。
 

 

SINGULAR TotalPatent One™ 可自动查找单数、规则复数，以及以所有格结尾的检索词。但
是，您有时只需要单数形式的单词。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 SINGULAR 命令，
对结果进行限制。例如： TI:SINGULAR(radio)  将查找标题中包含单数 "radio"
的所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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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简称 结果

 

拼写运算符及其用法。

运算符 简称 结果
NEARn 使用 NEARn 连接符可查找这样的文档：其检索词之间的单词不超过 n 个。n 的值可

以是不超过 255 的任意数字。使用 NEARn 可连接这样的单词和短语：这些单词和短
语可部分表达一个意思，或将几个紧密关联的意思联系起来。由 NEARn 链接的单词
或短语必须在相同的字段内（文档的特定部分）。任一单词都可能会显示在第一个。
您可以把多个 NEARn 子句链接在一起。例如： TI:(radio NEAR2 antenna)  将
查找所有这样的文档：其标题中包含 "radio" 和 "antenna"，这两个单词之间最多相
隔两个位置。该语法将查找："radio frequency antenna" 和 "antenna, radio"，但
不会查找："radio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hybrid antenna"，后者相隔四个位
置。
 

 
近似请求只有在相同的对象内才能完成，请确保您正确使用了括号 ()。

NEARs 使用 NEARs 连接符可查找这样的文档：其检索词出现在同一个句子内。您如果要在
单词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而不指定具体的近似条件，则还可以使用 NEARs。任一
单词都可能会显示在第一个。例如： TAC:(antenna NEARs radio)  将查找所有
这样的文档：其标题、摘要或权利要求中包含检索词 "radio" 和 "antenna"，并且这
些检索词在同一个句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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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简称 结果

 
近似请求只有在相同的对象内才能完成，请确保您正确使用了括号 ()。

备注： 如您在上例中所见，关键字单独突出显示，在本例中为 "Radio" 和
"Antenna"。突出显示不包括邻近操作符（NEARn, NEARs, PREn）。

PREn 使用 PREn 连接符可查找这样的文档：在这些文档中，第一个检索词在第二个检索词
前面，两者之间的单词不超过指定的数量。就像使用 NEARn 那样，这两个单词必须
在相同的字段中，并且相互之间的单词不超过 n 个。n 的值可以是不超过 255 的任
意数字。例如： TI:(radio PRE3 antenna)  将查找所有这样的文档：其标题中
包含 "radio" 和 "antenna"；其中，radio 是第一个单词，这两个单词之间最多相隔
三个位置。该语法将查找："Radio antenna"，但不会查找 "Antenna for radio"，也
不会查找没有 "antenna" 的 "radio"。
 

 
近似请求只有在相同的对象内才能完成，请确保您正确使用了括号 ()。

位置运算符及其用法。

如何检索分类
专利分类系统可按照其技术内容对文档进行标注和检索。这让您能够检索描述类似发明的专利和申请，并能
够以字母数字语言进行检索。TotalPatent One™ 支持检索 CPC、IPC、ECLA、美国大类、FI、F-Term、
ICO 和洛迦诺分类。

备注： 2015 年，CPC 取代了 ECLA 和美国大类，这两种分类仅用于检索历史数据。
所有分类系统都基于类似的原理：采用某一层次结构，将主题分为组，并包含子分组等内容。各分类系统都
有其自己的结构，并会针对各个级别，使用其自己的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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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 分类
CPC 分类是由 EPO 和 USPTO 合作设计并维护的。CPC 分类的结构包含：
• 部

- 大类
- 小类

- 大组
- 小组

如果所提供的分类编号达到特定的级别，则您在检索时，将可以达到该特定级别，并包含所有的从属级别。
您不必提供通配符。如果检索 CPC 分类，请使用命令 CPC:
例如：
• CPC:B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CPC 分类，并属于  B 部  'Performing

operations;transporting'。
• CPC:B21C  仅会检索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CPC 分类，并属于小类 B21C 'Manufacture of

metal sheets, wire, rods, tubes or profiles (…)'。
 

 
为便于您使用，引号之间如果有空格 ( CPC:"B 21C" )，则查询操作中会自动删除所有这些空格，并且查询
操作也不会区分大小写。由于开头不能使用通配符，因此您无法检索： CPC:*21C。最低输入级别是部级
别，最高输入级别是小组级别。
CPC 的层次并不严格；该分类会在小组级别，使用缩进来确定某一小组是主线小类还是其他小类的直接子
级。例如，让我们选取与上例相同的大组 B21C1：

B21C1/00 Manufacture of metal sheets, metal wire, metal rods, metal tubes by drawing
B21C1 的主线子分类

B21C1/003 • Drawing materials of special alloys (…)
单点缩进，主线子分类 B21C1/00 的子级

B21C1/006 • Using vibratory energy
单点缩进，主线子分类 B21C1/00 的子级

B21C1/02 • Drawing material metal wire or like flexible metallic material by drawing
(…)
单点缩进，主线子分类 B21C1/00 的子级

B21C1/04 • • With two or more dies operating in series
双点缩进，子分类 B21C1/02 的子级

B21C1/06 • • • In which the material slips on drums
三点缩进，子分类 B21C1/04 的子级

B21C1/08 • • • In which the material does not slip on drums
三点缩进，子分类 B21C1/04 的子级

B21C1/10 • • • • With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 between consecutively-arranged
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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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C1/00 Manufacture of metal sheets, metal wire, metal rods, metal tubes by drawing
B21C1 的主线子分类
四点缩进，子分类 B21C1/08 的子级

等等...

CPC B21C1 大组扩展列表
正如您所见，斜线后面的小组并不是独立的，这是因为使用了缩进节点 (•)。一些节点是主线小组的直接子
级节点（依赖于该小组），一些节点是其他节点的某一规格。问题在于，这些节点类似于主线小组，均带有
同族的代码，而没有明显的差异。
与层次严格的系统相比，这让检索操作略显复杂。例如，您在检索 CPC:B21C1/00  时，结果中仅会显示
此 CPC 大类中的文档吗？您还可以检索所有的子级节点吗？以及这些子级节点中有哪些会包含在内？
CPC:B21C1/003  和 CPC:B21C1/006  的节点清晰，但 CPC:B21C1/02  也是一个子级，其间接子级节
点 ( CPC:B21C1/04, CPC:B21C1/06, CPC:B21C1/08, CPC:B21C1/10 ) 又会怎样？这些节点也合格
吗？
为避免文档丢失，我们引入了特殊的尾部通配符：加号 (+)。您如果添加加号，则可在所检索的子级别上，
包含所有的规格。例如：
• CPC:B21C1/00  仅会检索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完全采用这种小组分类 'Manufacture of metal

sheets, metal wire, metal rods, metal tubes by drawing'。
• CPC:B21C1/006  仅会检索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完全采用这种小组分类 'Manufacture of metal

sheets, metal wire, metal rods, metal tubes by drawing using vibratory energy'.
• CPC:B21C1/00 + 将检索 B21C1/00 小组的全部扩展文档，并包含全部子级节点 ( CPC:B21C1/00,

CPC:B21C1/003, ..., CPC:B21C1/34 )。
IPC 分类
IPC 分类是由 WIPO 维护的，其结构非常类似于 CPC 系统，包括：其子级别并没有采用严格的节点层次结
构。因此，IPC 检索所适用的规则相同，并使用命令 IPC:。
例如：
• IPC:A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CPC 分类，并属于 A 部 'Human necessities'。
• IPC:A43B  仅会检索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CPC 分类，并属于 A43B 'Characteristics Features

of Footwear (…)'。
 

 
为便于您使用，引号之间如果有空格 ( IPC:"A 43B" )，则查询操作中会自动删除所有这些空格，并且查询
操作也不会区分大小写。由于开头不能使用通配符，因此您无法检索： IPC:*43B。最低输入级别是部级
别，最高输入级别是小组级别。
IPC 在小组级别的层次并不严格。小组类似于 CPC，可使用 + 符号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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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分类
FI 分类系统是由日本主管当局维护的，该系统或多或少都是 IPC 大类的扩展。以 FI 大类为例， G06F9/00
‘Arrangements for programme control, e.g. control unit (...)’ 与对应的 IPC 大类完全相同。其区别在
于小组级别。FI 大类使用扩展符号和文件符号，这些符号是添加在小组代码上的，而不是替换小组代码：
1 . 所添加的扩展符号在小组之后，该小组由逗号分隔。FI 大类  G06F9/00,101  进一步对大类

G06F9/00 做出规定，所添加的扩展符号 101 是指 'consoles'。
2 . 以文件对比符号为例： G06F9/00,101A  进一步将文档规定为“常规操作”文档。文件对比符号是：

- A - 常规操作
- B - 自动操作输入指导
- C - 连续操作状态显示
- Z - 其他。

扩展符号级别也使用缩进 G06F9/00,310A•• 指 'operation controls’ for consoles' 双点表示，此扩
展是分类 G06F9/00 的间接子级；这实际上是扩展 101 'consoles' 的子级。
如果检索 FI 分类，请使用命令 FIC:
如果所提供的分类编号达到特定的级别，则您在检索时，将可以达到该特定级别，并包含所有的从属级别。
您不必提供通配符。为便于您使用，引号之间如果有空格 ( FIC:"G 06" )，则查询操作中会自动删除所有
这些空格，并且查询操作也不会区分大小写。由于开头不能使用通配符，因此您无法检索： FIC:*G。最低
输入级别是部级别，最高输入级别是小组级别，不能包含扩展符号和文件对比符号。例如：
• FIC:G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FI 大类，并属于 G 部 ' Physics electric digital data

processing'。
• FIC: G06F9/00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FI 大类，并属于  G06F9/00 小组

'Arrangements for programme control, e.g. control unit (...)'。
 

 
• FIC: G06F9/00 ,101  是小组扩展，因此会产生错误，所以不允许使用。
F-term
F-Term 类似于 FI 分类，也是一种由日本主管当局维护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该系统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分
类系统，其依据的是：主题代码、观点（材料、操作、用途等）以及图形（对观点进行细化）。
如果检索 F 字词分类，请使用命令 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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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提供的分类编号达到特定的级别，则您在检索时，将可以达到该特定级别，并包含所有的从属级别。
您不必提供通配符。为便于您使用，引号之间如果有空格 ( FTC:"2B 003" )，则查询操作中会自动删除所
有这些空格，并且查询操作也不会区分大小写。由于开头不能使用通配符，因此您无法检索：FIC:*B。最小
输入信息是主题代码，最大输入信息是图形。例如：
• FTC:2B003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F-Term 大类，并属于 'Artificial fish reefs' 主题代

码。
• FTC:2B003/AA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F-Term 大类，并属于 'Artificial fish reefs' 主

题代码，以及 AA  'Installation configurations' 观点。
 

 
• FTC:2B003/AA01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F-Term 大类，并属于 'Artificial fish reefs'

主题代码，以及  AA 'Installation configurations' 观点，同时属于图形  01 'Sunken installation
configurations'。

US Class
虽然 CPC 让美国大类显得多余，但您在检索历史数据时，可以检索该大类。美国代码的显示格式非常类似
于 CPC 和 IPC 大类，如： D25/69。如果检索 US Class，请使用命令 USC:
如果所提供的分类编号达到特定的级别，则您在检索时，将可以达到该特定级别，并包含所有的从属级别。
您不必提供通配符。例如：
• USC:D25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美国大类，并属于 D25 大类 'Building units and

construction elements'。
• USC: D25/62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美国大类，并属于 D25/62 小组 'Stair, ladder,

scaffold, or similar support'。
 

 
美国大类也使用类似于 CPC 和 IPC 的缩进。此大类是由 CPC 缩进替换的，因此不会进行扩展（使用 + 符
号）。
ECLA 分类
CPC 让 ECLA 显得多余，您在检索历史数据时，可以检索该分类。ECLA 代码的显示格式非常类似于 CPC 和
IPC 大类，如： C02F9/00。如果检索 ECLA 分类，请使用命令 E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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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提供的分类编号达到特定的级别，则您在检索时，将可以达到该特定级别，并包含所有的从属级别。
您不必提供通配符。例如：
• ECLA:C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ECLA 大类，并属于 C 部 ' Chemistry; Metallurgy'。
• ECLA: C02F9/00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  ECLA 大类，并属于  C02F9/00 小组

'Multistage treatment of water, waste water, or sewage'。
 

 
您无法检索 ECLA 小类。
洛迦诺分类
洛迦诺分类始于 1968 年，该分类是一种直观的层次分类系统，是由洛迦诺专家委员会维护的。如今，您可
以使用其中的 32 种大类和 219 种小类来进行检索。洛迦诺系统的最低级别是各小类中的商品列表，该列表
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排列。您无法检索这些商品的序列号。
如果检索洛迦诺分类，请使用命令 LOC:
所提供的分类编号如果达到特定的级别，则您在检索时，将可以达到该特定级别，并包含所有的从属级别。
您不必提供通配符。例如：
• LOC:01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洛迦诺大类，并属于 01 大类 'Foodstuffs'。

 

 
• LOC:01/02  检索所有这样的文档，这些文档采用洛迦诺大类，并属于  01-02 小类  'Fruit and

vegetables'

保留字符以及在检索词中使用标点
保留字符
化学名称（如：2,2-dimethylbutane）以及数学公式（如：1:2）在作为检索词使用时，会造成一些问题：
• 减号 (-) 可被解译为 NOT 命令
• 冒号 (:) 是字段名称结束的保留标记（如 TI: 或 AB:）
您无法检索以下字符：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是因为：这些字
符在查询语法中均具有一定的功能。检索词如果包含此类字符，则会执行此功能（如：通配符 ~ * ?%），
或者您会收到错误消息。您不能使用普通字符类型的引号 (") 来避免此类问题，这些字符均是保留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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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
我们也不建议在检索词中使用标点。虽然 . , ' ;  之类的字符并不是保留字符，但这些字符仍可能会导
致不需要的结果。其原因在于，系统可能会将标点解译为新检索词的开头。因此，最好不要使用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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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果列表操作
图形筛选器
您可使用图形筛选器来筛选检索后的结果列表，或文件夹中存储的文档。
您可以使用图形筛选器来筛选结果中的前 10 个条目：
• 主管当局，
• 标准化申请人，
• 发明人，
• cpc 分类，
• ipc 分类，
• 优先权年份，
• 发布年份，
• 或申请年份。
图形筛选器在家族模式下不可用。
如何使用图形筛选器

要激活图形筛选器，请使用结果列表顶部的图标，在检索结果列表的上方打开筛选器。
 

 
在默认情况下，不会选择任何筛选器。在本例中，这两种筛选器会显示 7949 个记录中的前 10 个记录。例
如，结果中如果仅有五个主管当局或五个标准化申请人，则您会看到前五个记录。饼图中的数字对应于前
10 个记录中的位置。正如您所见，大多数文档的来源都是美国。您在选择主管当局后会立即看到结果。例
如，我们在使用 WO 选择框（或单击饼图中对应的扇区）以仅选择 WIPO 文档时，您会看到图形和结果列
表发生变化：
 

 
由于只有 812 个 WIPO 文档，因此筛选结果列表中显示的查询结果不再是 7949 个记录，而是 812 个筛选
结果。其他两个图形在更新之后，仅会显示筛选结果中的文档。正如您所见，前 10 个标准化申请人和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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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再有效：其中部分人员在 WIPO 文档中并未提及，因此不在筛选结果之中。这些名称和类别将会在图
形中变灰；前 10 个主管当局、发明人和前 10 个标准化申请人是原始查询的静态属性，不会基于筛选器而
进行更新。变灰的项目不再属于结果列表，因此无法选择。
主管当局图形不会变灰，所选主管当局 (WO) 将会突出显示。焦点仍在主管当局图形上，并且是筛选器的起
点。这可让您在筛选器集中添加其它的主管当局。例如，使用 EP 选择框选择 EPO：
 

 
正如您所见，结果中现在有 782 个 EPO 文档。请记住，您是在筛选结果，而不是真的在更改查询。要清除
图形中所有的筛选器，请单击清除筛选器链接。您如果清除这两个图形，则总是会返回原始的检索结果视
图。
应用多个筛选器
您可以使用组合筛选器。您可以首先使用这两幅图形中任意图形，先后顺序无关紧要。我们如果清除示例中
所有的筛选器，并首先选择前五个标准化申请人，则焦点会出现在标准化申请人图形上：
 

 
在本例中，筛选结果列表中有 2286 个文档。这时，您如果选择前 3 个发明人，则会看到两个筛选器的结
果：
 

 
在本例中，原始查询结果（7949 个记录）中有 622 个文档满足所有的筛选条件，并且所有文档均来自
USPTO。
您可以通过取消选择来移除筛选器，或单击各图形上方的清除筛选器链接。这仅会移除此图形的筛选器集。

备注： 您虽然可以依次应用多个筛选器，但很容易造成混乱。我们的建议：仅使用单步或双步筛选
器，并将结果存储在文件夹之中，以便进一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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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筛选器
您在检索之后，可使用文本筛选器，筛选结果列表，或筛选文件夹中存储的文档。您可以筛选：
• 发布年份 - 发布年份
• 主管当局 - 发布主管当局
• CPC - CPC 代码
• IPC1-7 - IPC 代码
• 申请年份 - 申请年份
• 优先权年份 - 基于优先权日期
• 标准化申请人 - 标准化申请人
• 发明人 - 发明人
如何使用文本筛选器

要激活文本筛选器，请使用结果列表边栏中的图标。
 

 
在默认情况下，系统不会选择筛选器，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一个筛选器。该列表是基于您最初的检索查询而
动态创建的。活动的筛选器由点表示。您可以清除复选框，逐个移除筛选器，也可以使用列表顶部的 清除
筛选器选项，一次移除所有的筛选器。
文本筛选器结合图形筛选器。
图形筛选器会基于您的初始查询，包含前 10 项结果。您在添加文本筛选器时，并不会更新这前 10 项结
果。但是，文本筛选器却会对图形筛选器产生影响。如您在上例中所见，所选择的主管当局如果是文本筛选
器，则也会在图形筛选器中得到反映。这种工作方式是双向的，在图形筛选器中选择的主管当局，将会自动
设置对应的文本筛选器。

备注： 要更改图形筛选器中的前 10 个条目，您必须使用 AND  语句，在检索查询中添加字段。
备注： 您虽然可以依次应用多个筛选器，但很容易造成混乱。我们的建议：仅使用单步或双步筛选
器，并将结果存储在文件夹之中，以便进一步进行分析。

导出检索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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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Patent One™ 允许您导出检索查询中查找到的文档，以供进一步分析。您可以选择：
• 将每个文档的一组可用字段导出至 CSV 或 Excel 文件，或者
• 以发布语言将完整文档导出为 Word 或 PDF 格式，或者
• 以应用程序的显示语言将完整文档导出为 Word 或 PDF 格式，或者
• 以 PDF 格式导出文档的第一页汇编。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一页会包含所有的书目信息。
如何创建导出
执行检索查询之后，请使用应用程序中的 导出至 CSV 部分，选择要导出的文档。
 

 
例如，我们可以简单检索一段文本，所涉及的单词是 titanium。您感兴趣的是结果列表中的前四个以及
第 6 个文档：
• 使用文档前面的复选框，选择这些文档：

 

 
• 要开始导出，请使用导出按钮，单击并选择导出选项：

 

 
自定义字段选择窗口开启：
 

LexisNexis® TotalPatent One™   /  7 结果列表操作

62  版本 1.12.0   LexisNexis®  2018



 
单击您要选择的导出文件的类型，然后开始导出。您可以在 下载 页面上找到导出包。

将文档数据导出至 CSV 文件 (导出至 CSV)。对于每一个文档，已选字段将复制到单个 CSV 文
件。此选项将打开字段选择器，您可以选择/取消选择：
• 所有字段 - 选择/取消选择 全部 复选框。
• 部分字段 - 使用字段前面的复选框选择/取消选择任意可用字段。
• 偏好设置选定字段- 此复选框将仅选择用作当前结果列表中各列的可用字段。
选择以上任一选项，选定您希望导出的字段。
 

 
剪辑图像无法导出至 CSV 文件，因此无法选中。字段将按照在字段选择器中的显示顺序依次导
出。您可以在右侧拖放字段以更改字段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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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档数据导出至 Excel 文件 (导出至 Excel)。对于每一个文档，已选字段将复制到单个 Excel
文件。除可以导出至 Excel 文件的剪辑图像之外，将与 CSV 文件导出适用相同的字段选择选
项。
将选定文档以原始发布语言导出为 Word 文件并压缩成 ZIP 文件 (导出至 Word - 原始文档)。对
于每一个文档，将生成一个 Word 文件，其中包含以原始发布语言编写的文本。这些文档将合并
在单个 ZIP 文件中。

备注： 系统将生成导出，其中不包含原始文档。但是，导出始终包含所有选定文档。
将选定文档以申请显示语言导出为 Word 文件并压缩成 ZIP 文件 (导出至 PDF - 显示语言)。对于
每一个文档，将生成一个 Word 文件，其中包含以申请显示语言编写的文本。与申请的文档视图
类似，这可以是原始发布语言文本，或者同族文本或机器翻译文本（如有）。这些文档将合并在
单个 ZIP 文件中。

备注： 系统将生成导出，其中不包含原始文档。但是，导出始终包含所有选定文档。
将选定文档的第一页导出（如有）至单个 PDF 文件 (导出至 PDF - 仅首页)。对于每一个文档，
原始文档的第一页将复制到单个 PDF 文件。因此，相应语言将始终是原始发布语言。

注意： 并非所有的主管当局都会为所有文档类型提供 PDF 格式，数据以 XML 输入形
式发送并添加到我们的数据库中。如果没有原始 PDF 文档，则将忽略该文档。

导出主管当局提供的原始 PDF 文档并压缩成 ZIP 文件（如有）(导出至 PDF - 原始文件)。这些文
档将合并在单个 ZIP 文件中。

注意： 并非所有的主管当局都会为所有文档类型提供 PDF 格式，数据以 XML 输入形
式发送并添加到我们的数据库中。如果没有原始 PDF 文档，则将忽略该文档。

将选定文档以申请显示语言导出为 PDF 并压缩成 ZIP 文件 (导出至 PDF - 显示语言)。对于每一
个文档，将生成一个 PDF 文件，其中包含以申请显示语言编写的文本。与申请的文档视图类
似，这可以是原始发布语言文本，或者同族文本或机器翻译文本（如有）。这将是一组完整的选
定文档，即使主管当局没有提供原始 PDF 文件也是如此。这些文档将合并在单个 ZIP 文件中。

备注： 系统将生成导出，其中不包含原始文档。但是，导出始终包含所有选定文档。

选择您希望导出的文件，然后单击 确定 开始导出。您一次可导出的完整文档的数量取决于输出格式，请参
阅 附录 V：导出字段列表 详情见 111。

备注： 导出包保留在服务器中，并将在 1 个月后自动删除。
注意： 部分字段，如摘要或描述等，范围可能非常广泛。虽然 TotalPatent One™ 导出时不会裁剪
这些字段，但有些文件检视工具会。例如，Microsoft Excel 将单元格内字符数限制为 32,767。

如何保存导出
导航至 下载 页面，您可以在该页面上找到导出的数据：
 

 
导出文件如果包含许多数据，您会看见进度计数器，请耐心等待导出操作结束。
• 要保存导出文件，请单击超链接（在 下载详情 列中），然后将导出文件保存至所选位置。
• 要删除导出文件，请选择该文件，然后单击删除导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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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导出包保留在服务器中，并将在 1 个月后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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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件夹
如何使用文件夹
用户可将其检索结果存储在文件夹之中，以供进一步分析。这些文件夹中的许多功能都与整个数据合集中的
功能相同，您可以查看、导出文档，以及使用图形滤选器。
 

 
1 . 添加新文件夹。
2 . 编辑文件夹名称，共享文件夹，删除文件夹或添加子文件夹。
3 . 筛选文件夹文档。
4 . 展开或折叠文件夹树。
5 . 复制、移动、删除或导出文件夹文档。
6 . 添加文档注释。
文件夹页面看起来很像检索/结果页面，并适用于相同的检索 > 查找 > 查看方法。您可以浏览文件夹、内
容，并可查看文档，就像检索时那样。您还可以检索和筛选文件夹中的文档。文件夹按其用途，可供用户临
时保存一组文档，以供日后参考，而不是创建新的个人数据合集。由于每天都会向总合集中添加新的数据，
因此我们并不建议这样使用文件夹。相反，由于在整个合集中进行查询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我们推荐使用历
史记录，重新运行查询操作，这将自动纳入新添加的内容。与显示结果相似，系统只会显示前 10.000 个记
录。
如何创建文件夹
创建文件夹很简单：

单击加号，然后键入新的文件夹名称。

要创建子文件夹：

选择要创建子文件夹的文件夹，单击主文件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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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加号，然后键入新的子文件夹名称。
如何向文件夹中添加文档
您在执行检索之后，请使用应用程序中的 检索 部分，向文件夹中添加文档。
 

 
例如，以上所示的检索文本涉及单词 titanium。现在，请在结果列表中，选择前四个文档，以及第 6 个
文档：

• 使用文档前面的复选框，选择这些文档。
• 单击文件夹图标。这时，即会打开文件夹树。
• 选择要用于保存文档的文件夹，然后单击 移动至文件夹。

您可在文件夹中保存的文档数量，仅限于 50.000 个。
如何删除文件夹
要删除文件夹：

• 选择要删除的文件夹，单击文件夹的名称，突出显示该名称。
• 单击删除标志，删除该文件夹。

请定期清理文件夹。只有在您希望于日后继续对其进行研究时，才应使用文件夹。TotalPatent One™ 的检
索功能极其丰富、快捷。如果进行新的检索，或基于检索历史记录重新进行检索，则也会同样快捷。
如何在文件夹之间复制或移动文档
文档可直接移动至文件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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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文档前面的复选框，选择文档。
• 单击文件夹图标。
• 选择 复制到文件夹将所选文档复制至其他文件夹，或者选择 移动至文件夹将所选文档移动

至其他文件夹。
• 选择要向其复制或移动文件的目标文件夹，然后单击 移动至文件夹。

如何删除文件夹中的文档
可直接在文件夹中删除文档。
 

 

• 使用文档前面的复选框，选择文档。
• 单击文件夹图标。
• 选择 从文件夹中删除将所选文档从文件夹中删除。

如何检索文件夹
您在完成检索查询操作之后，可将结果存储在文件夹中以供日后使用。项目如果存储在文件夹中，您可以像
查询整个合集那样查询此文件夹。要缩小文件夹中的检索范围，请使用运算符 FOLDER。请注意，文件夹
名称需要完全匹配的，检索文件夹也是区分大小写的。
例如： FOLDER("Project 2016-0323") AND TI:(titanium)：在文件夹 "Project 2016-0323" 中
检索，检索所有包含字词 "titanium" 的文档标题 (TI)。

小心： 检索文件夹是区分大小写的。文件夹的名称如果包含空格，则必须在引号之间输入完整的名
称： FOLDER("Folder name")。请注意，您正在创建数据库检索语法。您最好手动输入引号
(")。但是，您如果复制办公应用程序或电子邮件中的命令，则引号通常是带有样式的 "。这些字符完
全不同，因此查询将会失败。为避免这些问题，您可以选择移除文件夹名称中所有的空格，如：将
这些空格替换为下划线 (Folder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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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中可包含文件夹结构。例如，您创建了以下文件夹结构：
 

 
• 您如果只想检索顶层 "Project 2016-0323" 的文档，请使用： FOLDER("Project 2016-0323")。

小心： 检索文件夹是区分大小写的。文件夹的名称如果包含空格，则必须在引号之间输入完整
的名称： FOLDER("Folder name")。

• 您如果要检索 "Project 2016-0323" 及其所有子文件夹的文档，请使用正斜杠和通配符，就像这样：
FOLDER("/Project 2016-0323/*")。

小心： 引号 (") 必须包含整条命令。
• 您如果只想在子文件夹 "Selected documents" 中，检索 "Project 2016-0323" 的文档，则可使用：

FOLDER("/Project 2016-0323/Selected documents")。
• 您如果要在  "Selected documents" 和  "Possible leads" 中，但不在顶级文件夹中检索  "Project

2016-0323" 的文档，则可使用： FOLDER("/Project 2016-0323/Selected documents") OR
FOLDER("/Project 2016-0323/Possible l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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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编号检索文档
如何使用专利 ID 编号列表作为查询输入信息
专利 ID 编号 ( PID ) 是一连串的 ID 编号，这其中包含主管当局代码、标准化发布编号和种类代码。例如，
编号 US 2014/0289202 A1（主管当局：美国、发布编号：2014/0289202、种类代码：A1）是作为 PID:
US20140289202A1  存储在数据库之中的（编号标准化功能会移除所有的外来字符和空格）。您如果收到
专利 ID 编号列表（例如，同事将文件夹导出为 Excel（或 CSV），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将结果发送给您），
则可立即按照以下程序检索全部文档。
编号列表是不能直接上载至应用程序之中的；这些编号必须满足检索语法的要求。您可以使用任意编号列
表，如：CSV、Excel、Word 等。
1 . 例如，让我们将 PID 列表放入一列 Excel 单元格之中，您的电子表格看起来应像这样：

 

 
2 . 选择并复制这些单元格
3 . 打开 TotalPatent One™，然后打开检索页面
4 . 在检索方框 PID: ("")  中，键入专利 ID 编号的字段代码。切记，本例并未使用对象检索选项：

 

 
对象检索操作会自动添加引号。

5 . 在引号之间，粘贴所复制的 PID 编号： PID: ("EP3040745A1 EP3037445A1 EP3037563A1
RU2588538C2")。或者，使用对象检索选项：
 

 
6 . 单击 显示结果，审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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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程序，您将会得到文档列表，这些文档可保存至文件夹，也可进行下载（请参阅导出检索式结果 详
情见 61）

上载专利 ID 编号的 CSV 列表并导出结果。
您可以通过上载 CSV 文件直接导出结果，而不是复制编号列表在结果列表中输入查询。有时，您会收到
CSV 格式的专利 ID 编号列表，如：某位同事导出了一个文件夹，然后使用电子邮件将结果发送给您。您最
多只能检索 500 个文档。如前段所述，您只能使用有效的 PID 编号。您可以采用以下程序，通过有效的
CSV 文件来检索文档。
CSV 编号列表可直接上载至应用程序；但该列表必须满足检索语法的要求。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
Notepad ++ 创建上载文件，下一段将介绍如何使用 Microsoft Excel。
1 . 以单个 CSV 文件中的 PID 列表为例。PID 由 [主管当局代码]、[编号]、[种类代码]组成，例如

GB2249734A。为制备列表，每个 PID 必须保存在单独一行：
 

 
种类代码为可选项。如果现有 PID 编号的元素分隔符字符包括空格、制表符、逗号 (,)、分号 (;) 或竖线
(|)，则将删除这些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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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打开 TotalPatent One™，然后：
• 打开检索页面，单击上载按钮：

 

 

• 打开下载页面，单击上载按钮：
 

 

3 . 在弹出的屏幕顶部，您可以使用 上载 CSV 文件 选项
 

 
单击 浏览 选择 CSV。

4 . 选择您首选的导出类型（CSV、Excel、PDF）以及所要包含的字段。您选择的选项可与导出检索结果
时的选项相同。

5 . 单击 OK（确定），开始导出。不保存 CSV 文件以用于后续检索，上载记录也不保存在历史记录中。
您可以使用此程序创建导出文件，该文件可通过下载页面检索（请参阅 导出检索式结果 详情见 61）

如何使用 Excel 准备 CSV 文件
当使用 Microsoft Excel 准备 CSV 文件，以上载发布编号时，您必须注意 Excel 存储信息的方式。
1 . 要准备 CSV，所有发布编号必须放入 Excel 一列中，第一个单元格可以包含短语“发布编号”，但不

是必须包含。尝试尽可能地清理数字。系统可处理特定 PID 编号的元素分隔符字符，包括空格、制表
符、逗号 (,)、分号 (;) 或竖线 (|)。因此，如果下面示例中的第一个数字包含空格 (AU 552935 B2)，则
不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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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选择列并将所有单元格标记为“文本”
3 . 使用 File > Save as 将文件另存为 CSV 文件，请确保将文件类型标记为 CSV。默认情况下 Excel 将文

本文件保存为 * .TXT，这些文件不能用作上载文件。
 

 

通过此过程，您可以使用 Excel 创建可用于检索文档的上载文件，请参阅上一段并按照步骤 2 中的说明进行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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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检索历史记录
使用检索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页面包含所有查询的概述信息。由于结果取决于所选择的主管当局（在主管当局选择窗口中），故
此项选择存储在查询历史记录之中。按照这种方式，您在重新运行查询时，始终都能执行相同的查询。由于
我们会不断使用新文档，更新数据库，因此这些结果可能会有所差异。您可以找到有关以下项目的信息：
• 检索名称  - 查询名称可用于缩小检索范围，其使用已保存的查询结果作为文档集，而不是使用

QUERY()  命令来检索整个数据库。
• 执行日期 - 上一次查询的日期。
• 结果 - 上一次查询的结果数量。
• 检索式 - 所使用的查询语法。
您可以使用右上角的筛选框筛选历史记录页面。此为 检索名称和 检索式列的基本文本检索。
与检索结果相似，历史记录列表是由用户偏好中的 "每页的结果" 设置控制的（请参阅：用户偏好 详情见
12）。您使用此列表，可以：

重新运行检索式。除非出现以下情形，否则此操作将再次执行相同的检索，并会提供相同的结
果：
1 . 上载的新文档符合检索条件。
2 . 您更改了家族设置。检索历史记录不会保存所使用的家族设置。例如，在以下情形下：

- 您在国内家族模式下执行了一个检索式，结果列表中仅显示该家族中最早的文档。
- 您将首选家族模式更改为完整家族，其他文档可满足作为最早文档的条件。因此，重

新运行查询时，将会显示此文档。
删除历史记录中的一个检索式（历史记录不会自动清除）。历史记录项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多，
为保持历史记录的可用性，请定期对其进行清理。
创建提醒。定期检查数据库，如果发现有涉及检索操作的变化，即会发出通知来提醒用户。请参
阅如何创建提醒 详情见 79。
您可以组合多个查询的检索结果。为此，您只需选中查询名称前面的复选框，选择各查询，然后
单击 Combine query（组合查询）按钮。
您可以对比两个查询的检索结果。为此，您只需选中查询名称前面的复选框，选择各查询，然后
单击 Compare query（对比查询）按钮。

LexisNexis® TotalPatent One™   /  10 检索历史记录

74  版本 1.12.0   LexisNexis®  2018



Comparing queries（对比查询）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对比查询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可以通过全面的维恩图缩小多个查询的结果范围。您
可以查找同时出现在两个查询结果中的文档 (AND)、出现在任一查询结果中的文档 (OR)，或者将一个查询
结果中的文档从另一个查询结果中排除 (NOT)。要进行此类操作，请从历史记录页面中选择两项查询，然后
单击 比较检索式结果 按钮：
 

 

对比图
AND OR NOT
 

 

 

 

 

 

维恩对比图包含两项查询的所有可能组合结果。从列表中或单击图中您感兴趣的区域，选择您想使用的运算
符。

小心： 检索式对比会创建并执行新检索式。您可以添加附加条件，例如，如果您对 2016 年以后发
布的文档感兴趣，可在检索式中添加 AND PD:[2017-01-01 to *]。注意这将删除对比图。
提示： 您只能同时对比两个查询，但是对比结果将作为新查询保存在 检索历史记录 中。此对比结果
查询可与其他查询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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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注释
注释
注释是一些备注，您可以向检索结果中的文档添加这些备注。这样，您可以对文档进行标注，以供日后参
考。
 

 
备注属个人性质，并且是附加在文档本身上的。这意味着，如果向检索结果列表中的文档添加备注，则在文
件夹中存储这些文档时，仍会附加这些备注。反之亦然：在文件夹视图中，如果删除工作文件夹内文档上附
加的备注，则也无法继续在检索结果中看到该备注。要创建备注，请选择一个文档，然后单击添加备注按
钮：
 

 
备注向导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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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名称是自动生成的。
• 发布标题是已附加备注的文档的名称。
• 备注日期是自动生成的。
• 输入备注文本，备注文本字段的字符限制数为 500。
• 在六种备注颜色中，选择一种颜色。
• 单击 确定，保存更改。您将看见，附加在文档上的备注图标是所选择的颜色。
家族模式下的注释
备注是附加在单个文档上的。因此，备注在家族模式下，可能不可见。在家族模式下，检索结果中仅会显示
一个相关的文档。您在家族模式下，虽然仍可以检索注释（请参阅以下段落），但这可能会造成混乱，因此
不建议这样做。您最好切换至文档模式，再检索注释，然后切换回家族模式。
另外要记住的是，您在处于家族模式时，如果向文档添加注释，则只有在用户偏好中保留相同的家族设置
时，才会看见此注释。
备注选项
要打开现有的备注，请使用打开备注按钮，在结果列表中选择该备注：
 

 
您可以：
• 更改备注文本或颜色，选择一种可用的颜色。
• 删除备注，选择删除备注按钮：

 

 
• 单击 确定，保存更改。

如何检索注释
使用运算符 ANNOTATION，即可检索注释文本。检索词中可以使用通配符。
例如： ANNOTATION(*)：检索所有带有注释的 (*) 文档。
 

 
注释检索功能可与其它检索对象组合使用。例如： ANNOTATION(further*) AND TI:(inhibitor)
用于在注释文档中检索以 "further" 开头的短语及包含 "inhibitor" 的标题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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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导出注释
注释将作为您的个人字段添加至文档。注释与任何其他文档字段一样可以导出。只需将字段 "注释" 添加到
导出文件中的 自定义字段选择（参见 导出检索式结果 详情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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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管理提醒信息
如何创建提醒
提醒可用于在历史记录中的查询出现更改时或单个文档出现更新时向您发出通知。数据合集中如果添加新的
内容，则系统即会自动通知您。例如，新文档与查询相匹配，添加新的家族成员，文档的法律状态出现变
化，更新引用信息，或申请人出现变化等。新建文档或更新文档作为附件以您选择的格式（Excel、PDF 或
Word）包含在内。
有两种创建提醒的方式，即基于文档或基于查询：
1 . 要创建基于文档的提醒，请在结果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档，然后单击 创建提醒 按钮。

 

 
此操作将会打开提醒向导（转到步骤 3）。

2 . 要创建基于查询的提醒，请转到历史记录页面，在历史记录列表中，确定要为之创建提醒的查询。将
鼠标指针移动至列表的上方，选择该查询。这时，所选行的右侧即会显示选项。单击 创建提醒按钮。
 

 
此操作将会打开提醒向导：

3 .  

 
4 . 输入提醒的名称，如：包含（部分）查询语法或项目编号等内容。
5 . 输入开始和截止日期（默认日期是今天 + 1 个月）。
6 . 输入检查更改的频率（每天、每周或每月）和时间。时区用于设置提醒计划。
7 . 请输入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单击 确定，保存您的提醒。您可以向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发送提醒，

这些地址由分号 (;) 分隔。
8 . 选择要作为附件的文档格式（Excel、PDF 或 Word）。这样您收到新建文档或更新文档就会直接发送

到您的电子邮箱。
9 . 单击监视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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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选择是仅要监视新发布还是同时监视已存储查询中已有文档的更改。
11 . 监视更改时，还可以决定是否要监视文档的特定部分：

• 整个文档 - 监视整个文档。
• 法律 - 仅监视文档的法律状态变更。
• 家族 - 监视文档家庭成员的增添。
• 引用 - 监视查询中的文档是否被其他文档中提及。

12 . 查询选项卡中包含您使用本提醒监视的查询。请注意，当您更改查询时，新查询不会存入您的查询历
史记录。

13 . 单击确定，运行提醒
这时，即会保存该提醒，并可通过 提醒 页面访问。文档集中的更改如果与该提醒所针对的查询相匹配，您
将会收到电子邮件：
 

 

提醒选项
通过使用 提醒 页面，您可管理现有的提醒信息。您可以检查提醒状态、执行提醒操作、更改和删除提醒，
以及暂停（或运行）提醒。
提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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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页面中的表格包含全部提醒。提醒按创建顺序列出。提醒生效时，会显示下次提醒运行日期及时间。
提醒不生效时，此列将显示暂停...。
执行提醒（立即运行）
有时，您想确保没有发生变化，并且以后仍能不时执行下一个计划的提醒操作。在该情况下，您可以使用
“立即执行”选项。
1 . 确定所要执行的提醒。将鼠标指针移动至列表的上方，选择该提醒。这时，所选行的右侧即会显示选

项。
2 . 要立即运行提醒功能，请选择运行提醒按钮：

 

 
3 . 如果执行提醒操作，则通知栏会显示操作成功的消息。相关结果会立即发送至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地

址。
删除提醒
1 . 确定所要删除的提醒。将鼠标指针移动至列表的上方，选择该提醒。这时，所选行的右侧即会显示选

项。
2 . 要删除提醒，请选择删除提醒按钮。

 

 
3 . 如果删除提醒，则通知栏会显示操作成功的消息，并且不会有任何警告。
暂停提醒
1 . 确定所要暂停的提醒。将鼠标指针移动至列表的上方，选择该提醒。这时，所选行的右侧即会显示选

项。
2 . 要暂停提醒功能，请选择暂停提醒按钮。

 

 
3 . 这时，即会关闭提醒通知，直至您使用执行提醒按钮重新启动为止。

如何更改提醒
提醒可通过提醒页面进行更改。您可以更改日期和时间设置、电子邮件地址以及提醒查询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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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提醒，请转至提醒页面。
1 . 选择您要更改的提醒，然后单击提醒名称，此操作将会打开提醒向导：

 

 
2 . 在时间设置和监控选项卡上，您可以修改任何参数，例如只需更改结束日期即可延长提醒运行的时

间。
3 . 要更改提醒查询本身，请单击查询图标

 

 
4 . 此操作将会打开查询向导，您可以在文本框中更改查询。请注意，新查询不会存入您的查询历史记

录，这意味着提醒和历史记录页面上的查询之间将不再有联系。
5 . 单击 OK（确定），保存更改。
提醒会按新的设置保存。文档集中的更改如果与新的提醒相匹配，您就会收到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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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术语表
摘要
专利摘要是对发明及其用途的简短总结。
摘要的检索简称是 "AB"。

提醒
提醒可用于在历史记录中的查询出现更改时或单个文档出现更新时向您发出通知。
数据合集中如果添加新的内容，则系统即会自动通知您。例如，新文档与查询相匹配，添加新的家族成员，
文档的法律状态出现变化，更新引用信息，或申请人出现变化等。

Application（申请）
申请是一种递交给专利主管当局的待决请求，旨在对该申请所描述和要求的发明进行专利审查。所递交的专
利申请一经发布，无论接下来是得到批准、被驳回还是撤回，都会保持在线状态。
递交后，该专利申请会得到一个编号，开头是两个字母的主管当局代码。
申请主管当局的检索简称是 "AC"。

Application date（申请日期）
申请日期是指向主管当局递交专利申请的日期，亦称为递交日期。
申请日期的检索简称是 "AD"。

Application number（申请编号）
申请编号是指在向主管当局递交专利申请时，为专利申请分配的编号。
TotalPatent One™ 会对提供者提供的原始申请编号进行标准化处理，所采用的标准化格式接近于主管当局
当前所使用的格式。默认情况下，该工具会按 Standardized number（标准化编号） 详情见 94 进行检
索。
申请编号的检索简称是 "AN"。

Assignee（申请人）
申请人是指递交专利申请的人员（可为自然人或法人）。依据各主管当局的专利法，申请人一般应该是专利
权的受让人（特例为，2013 年 3 月 16 日以前的美国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为发明人）。专利的所有权可
随时发生变动，例如通过出售或捐赠的方式。专利的当前申请人是指当前持有专利权的实体。

备注： 并非所有的主管当局都会保留所有权变更记录。
申请人的检索简称是 "PA"。
当前申请人的检索简称是 "PACU"。

Current assignee（当前申请人）
专利的当前申请人是指按照主管当局提供的收录信息，当前持有专利权的法人。该人员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原
始申请人。专利的所有权可随时发生变动，因为专利被视为一种财产，可像财产那样进行交易。
当前申请人的检索简称是 "PA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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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assignee（原始申请人）
专利的原始申请人是指首次向其授予财产权利的法人。该人员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发明人（创作该项发明的人
员）和/或该项财产权利的当前持有人。专利的所有权可随时发生变动，因为专利被视为一种财产，可以出
售
Standardized assignee（标准化申请人）
名称条目没有正式的规定，因此公司（甚至是个人）的名称即使相同，其拼写也可能会大相径庭，且/或会
包含拼写错误。这可能导致在检索申请人时，返回的结果集并不完整。为确保您能够找到所需的发布信息，
TotalPatent One™ 制定了按照申请人的名称对发布信息进行分组的规则，并定义了两种分组级别：
1 . 标准化名称 - 针对拼写、标点、音调符号、法律实体等方面的变化修正名称。
2 . 规范化名称 - 按照级别最高的公司名称，对名称进行分组。
为了对申请人进行标准化处理，TotalPatent One™ 一开始会显示原始的、“发布时”的申请人名称。随
后，该工具会针对各名称应用一组规则，以减少名称变体的数量。
例如：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ARMONK, NY, USA，以及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ARMONK, N.Y.(V.ST.A.) 等名称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将变为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备注： 名称标准化和规范化功能仅适用于基于拉丁文的字母系统。
标准化申请人的检索简称是 "PAS"。

备注： 短语检索功能仍会使用词干提取，以允许单词拼写有误等错误。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有关词
干提取的更多信息。

Normalized assignee（规范化申请人）
借助半自动的选择程序，标准化名称会按照级别最高的公司名称进行分组。
例如：标准化名称 IBM CORPORATION、IBM DEUTSCHLAND INTERNATIONAL BUERO MASCHINEN 和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是按照规范化名称 IBM 进行分组的。

备注： 名称标准化和规范化功能仅适用于基于拉丁文的字母系统。
规范化申请人的检索简称是 "PAN"。

Authority（主管当局）
专利主管当局是一种机构，负责处理其指定地理区域（国家或地区）内的专利申请。您可以在“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IPO) 的网站上，找到所有 IP 主管当局及其管辖区的完整列表。
TotalPatent One™ 包含 100 多家主管当局的专利信息。您可以在用户偏好中，排定首选主管当局的名次。
国家 主管当局 代码
加拿大 加拿大知识产权局 (CIPO) CA

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 (SIPO) CN

法国 国家工业产权局 (INPI) FR

德国 德国专利商标局 (DPMA) DE

日本 日本专利局 (JPO) JP

韩国 韩国知识产权局 (KIPO) KR

英国 英国知识产权局 (UK-IPO) GB

美国 美国专利及商标局 (USPTO) US

欧洲专利局 (EPO)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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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主管当局 代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WO

可作为首选主管当局进行排名的主管当局列表
TotalPatent One™ 推荐使用的主管当局代码是在《PCT 申请人指南》的附录 K 中规定的双字母代码（请参
阅 WIPO/PCT，获取有关主管当局代码的完整列表）。
主管当局的检索简称是 "PC"。

Citation（引用）
反向引用是指审查员在审查专利申请期间，参考公共域中相关的早期文档。这些文档可由申请人在申请时填
报，或由专利审查员在检索报告中填报。专利文档和非专利文献 (NPL) 都可以被引用。前向引用是指已批准
的专利由之后申请的专利引用。对专利文档的引用会通过描述来源进行识别，通常会包含有关期刊、作者、
地点和日期的信息，有时还会包含由审查员分配的内部 ID 编号。
取决于主管当局，引用的文档会按照相关性进行分类，如：可认为 EPO X 的引用相关性最高。一些主管当
局会加入代码来识别引用来源。
TotalPatent One™ 原则上会按照专利局所使用的格式，对提供者提供的原始引用编号进行标准化处理。默
认情况下，该工具会按标准化的编号进行检索。
引用主管当局的检索简称 "CTC"。
引用编号的检索简称 "CTN"。

NPL 引用的检索简称 "NPC"。
NPL 引用来源的检索简称 "NPCO"。

Claims（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是专利的一部分，用于定义某项发明受法律保护的范围。第一（或主要）权利要求包含基本的技术
特征，因此其定义的发明最为宽泛。其他发明特征是由进一步的权利要求定义的。全部权利要求共同描述了
整个文档保护范围。
全部权利要求的检索简称是 "CLM"。
第一权利要求声明的检索简称是 "CLM1"。

Independent claim（独立权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未引用（即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权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的检索简称是 "CLMI"。

Exemplary claim（示例权利要求）
示例权利要求或实施例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权利要求，但并不一定会限制该权利要求的范围。例如，专利文档
中的信息可能涉及种植卷心菜所使用的新型杀虫剂。示例权利要求可针对种植花椰菜所使用的该型杀虫剂提
出权利要求。这种与花椰菜结合使用的示例，并不会限制主权利要求的范围；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卷心菜。
示例权利要求的检索简称是 "CLME"。

Classification（分类）
专利分类是一种系统，旨在按照专利的技术内容以字母数字顺序将专利关联起来。这让您能够检索描述类似
发明的专利和申请，并能够以字母数字语言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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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分类系统的管理机构必须在必要时适应并建立新的大类。在此类情况下，专利局将会向
后追溯调整文件文档的分类。将文档重新分类之后，我们便不会在数据库中保留历史分类编号。我们仅会显
示责任主管当局所提供的最新分类信息。
分类系统是跨区域使用的，所使用的分类系统有多种，包括：

分类系统 主管当局 检索简称
CPC - 合作专利分类 EPO & USPTO CPC

ECLA - 欧洲分类（已由 CPC 代替） EPO ECLA

FI - 文件索引 JPO FIC

F-term JPO FTC

ICO - 仅存在于计算机之中
（已作废）

EPO ICO

IPC - 国际专利分类 WIPO IPC

Locarno（洛迦诺） 洛迦诺专家委员会 / 通过 WIPO 发布 LOC

US Class（已由 CPC 代替） USPTO USC

所支持的分类系统

CPC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CPC"。
IPC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IPC"。
洛迦诺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LOC"。
ECLA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ECLA"。
FI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FIC"。
F-Term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FTC"。
US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USC"。

Main classification（主分类）
针对将由专利局确定的发明，大多数的分类系统都会将主分类定义为最适合于该发明的分类。
CPC 主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CPCM"。
IPC 主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IPCM"。
USC 主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USCM"。
ECLA 主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ECLAM"。
FI 主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FICM"。

Further classification（进一步分类）
其他相关的大类均被标注为进一步分类。
进一步 CPC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CPCF"。
进一步 IPC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IPCF"。
进一步 USC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USCF"。
进一步 ECLA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ECLAF"。
进一步 FI 分类的检索简称是 "FICF"。

Equivalent（同族）
同族文档按其定义是一种文档，该文档的优先权与其他文档完全相同。由于专利主管当局众多，因此同一项
发明可能会是全球多项专利的主题。此外，一些主管当局还要求以多种语言提出申请，如：EPO 要求以英
语、法语和德语提出专利申请。这些也是同族文档。
在 TotalPatent One™ 中出现同族文档信息有两个原因：
1 . 某一文档如果没有英语翻译（如：采用挪威语），但 USPTO 中的确有以英语申请、且优先权相同的同

族文档，则 TotalPatent One™ 会在文档视图中显示同等文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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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举例而言）某项中文专利如果尚未经过翻译（请参阅 Machine translation（机器翻译） 详情见
93），但在 EPO 中申请的同族文档却是英语的，则 TotalPatent One™ 将在文档视图中显示同等文
档的英语信息。

文档视图中显示的信息如果源自同族来源，则会标有明显的同等文档标记。

Family（家族）
LexisNexis® 将专利家族定义为：“一套相关的专利申请或经批准的专利，其目的在于保护由共同发明人提
供的单项发明”。
多数人都会认同以上定义。但是，目前尚无公认的规则来定义专利家族。因此，专利数据库制作人能够向家
族结构应用各种规则，而各规则基本上都依据的是共享引用编号的概念。TotalPatent One™ 中定义了 4 种
类型的家族：
• 国内家族
• 主家族
• 完整家族
• 扩展家族
TotalPatent One™ 中的每一个家族都有一个家族 ID，可用于同时检索（保存和导出）所有家族成员。可以
在 XML 格式的导出文档中查找家族 ID。
 

 

家族 ID 的检索简称是“FID”。

国内家族

国内家族包含在同一主管当局内同一申请的所有后续发布申请，即共享同一申请编号的文档。上例中有两个
国内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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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amily（主家族）

主家族包含一组在多个国家申请的专利文档，可保护由普通发明人提供的单项发明。在主家族中，所有文档
的优先权或组合优先权均完全相同。发布信息如果没有优先权编号（首次申请），则申请编号即是优先权编
号。上例中有两个主家族。第一组共享申请/优先权编号 (EP 001)，第二组共享组合优先权编号（EP 001 和
US 005）。虽然这些分组共享优先权编号 (EP 001)，但这些文档并不属于同一个主家族。如您看到的那
样，各主家族都有一个或多个国内家族，本例中有四个国内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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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家族

完整家族包含一组在多个国家申请的专利文档，这些文档与一个根文档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
基于优先权编号，至少应有一个匹配的优先权编号。如上例所示，各完整家族均有一个或多个主家族，本例
中有三个主家族。例中文档之间的关系如下：
• 在 EP100...、DE 200...、JP 300... 和 CN 400... 之间共享申请/优先权编号 EP 001
• 在 JP 300...、CN 400... 和 US 500... 之间共享申请/优先权编号 US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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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家族

扩展家族包含一组在多个国家申请的专利文档，这些文档与一个根文档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
类似于完整家族，也基于通过其它相关文档扩展的共享优先权编号，如：部分延续或分案。如您在上例中看
到的那样，各扩展家族均有一个或多个主家族，本例中有五个主家族。例中文档之间的关系如下：
• 在 EP100...、DE 200...、JP 300... 和 CN 400... 之间共享申请/优先权编号 EP 001
• 在 JP 300...、CN 400... 和 US 500... 之间共享申请/优先权编号 US 005
• 在 US 500... 和 US 600 A1 之间共享相关的发布编号/申请编号 US 006
• 在 US 600 A1 和 US 700 A1 之间共享相关的发布编号/申请编号 US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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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档 US 700 A1 并未通过文档中的任何共享编号与 EP 100 A2 关联，但这些文档存在着间接的关联，
并属于同一扩展家族（通过文档 US 600 A1、US 500...、CN 400...和 JP 300...）。

备注：  类似于之前的产品  (TotalPatent®)，TotalPatent One™ 中的家族定义并不同于  EPO/
INPADOC 所使用的定义。TotalPatent One™ 中的“完整家族”对应于 INPADOC 中的“扩展家
族”。

Inventor（发明人）
发明人是指专利文档中认定的对该项发明的创造做出了贡献的人员。
发明人的检索简称是 "IN"。

Kind code（种类代码）
审查专利申请期间会发布许多文档（如：申请、检索报告、发布信息等）。为了区别不同类型的文档，文档
编号中包含有文档种类代码。虽然各主管当局有权使用其自己的种类代码，但大多数的主管当局还是会遵循
相同的 WIPO 基本建议，使用一个字母的代码来表示文档分组，然后使用一位数字代码来描述文档的类
型。
EP A 定义 EP B 定义
A1 发表的包括欧洲检索报告的欧洲专利申请。 B1 欧洲专利说明书（已批准的专利）。
A2 发表的未包括欧洲检索报告的欧洲专利申请 (在发表日

检索报告并未完成)。
B2 新的欧洲专利说明书（完成异议程序之后，经过修改

的说明书）。
A3 单独发布的欧洲检索报告。 B3 欧洲专利说明书（完成限制程序之后）。
A4 补充检索报告。
A8 经修正的 A 文档标题页面（如：A1 或 A2 文档）。 B8 经修正的 B 文档标题页面（如：B1 或 B2 文档）。
A9 重新打印整个 A 文档（如：A1、A2 或 A3 文档）。 B9 重新打印整个 B 文档（如：B1 或 B2 文档）。
EPO 种类代码示例

种类代码也被称为“发布种类”。
种类代码的检索简称是 "PK"。

Language code（语言代码）
语言代码含两个字母，遵循 ISO639-1 标准，用于在检索查询中确定检索语言。一些主管当局允许以多种语
言提出申请，因此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数据库中文档的语言不同于在该国所使用的语言。例如，瑞典
PRV 主管当局接受这样的申请：“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和摘要必须以瑞典语或英语书写。说明
书、权利要求和摘要之外的文本可采用瑞典语、英语、丹麦语或挪威语、德语或法语书写”。这可解释数据
中的异常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您会发现其中包含语言代码的意外查询结果。您如果对特定的主管当局感兴
趣，也请务必加入主管当局的代码。
TotalPatent One™ 中检索结果的默认语言是英语 (EN)。如果没有原始（人工翻译）版本的文档，我们会对
多种语言进行机器翻译（请参阅下表）。如果没有翻译，则会使用英语同族文档的信息。文档视图中会明确
注明机器翻译项目和同族项目。该结果几乎完全涵盖了能够以英语检索到的项目。
例如：您在检索摘要中包含英语单词 "Titanium" 的所有文档时 ( AB.EN: Titanium )，将会显示由原始文
档、人工翻译文档、机器翻译文档，以及由同族文档组成的混合信息，所有这些文档的摘要中均包含
"Titanium"。第一行显示的是日语文档。您在打开此文档时，将会看见机器翻译的英语标题，以及同族内容
的摘要。如果没有同族内容，那么您就不会找到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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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代码 机器翻译
DE 德语 是
EN 英语 否
ES 西班牙语 是
FR 法语 是
JA 日语 是
KO 韩语 是
PT 葡萄牙语 是
RU 俄语 是
ZH 中文 是
ZT 繁体中文 是
常用语言代码
如要了解完整的语言和主管当局列表，请参阅附录 III：当前语言和主管当局列表 详情见 104

Legal representative（法定代理人）
专利审查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任务。其间，大多数的申请人都会动用专利律师或注册专利代理人。这些人员
被称为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的检索简称是 "AG"。

LexisNexis®

LexisNexis® 是全球领先的基于内容的工作流程解决方案提供商，专门面向法律、风险管理、企业、政府、
执法、会计和学术市场的专业人士。起初，LexisNexis 凭借其 Lexis® 和 Nexis® 服务，成为在线信息领域
中的开拓者。LexisNexis® 隶属于 RELX 集团，所服务的客户覆盖超过 175 个国家/地区，全球员工达
10,0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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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translation（机器翻译）
文档在由专利局发布并添加至数据库后，通常只能提供原语言版本的文档。为了能够跨主管当局在单一语言
文档中检索，需要翻译这些文档。在 TotalPatent One™ 中，我们将标题、摘要、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翻译成
英语。
TotalPatent One™ 会明确标明所有的机器翻译内容，将其与原始文本或与可用的人工翻译区分开来。专利
局在发布翻译版本的文档时，我们会将此翻译上载至数据库。

小心： 机器翻译虽然非常先进，但您并不能完全信赖机器翻译的文件，而必须保持怀疑态度。该技
术采用概率模型，这些模型本质上并不完美，可能有误译或增删之处。机器翻译并不能代替人工翻
译，机器翻译的文档不能用于法律用途。
注意： LexisNexis® 和/或关联公司对因解译机器翻译所导致的任何直接、间接或附带损失，均不应
承担任何责任。此项免责条款不应以任何方式限制我们这样的责任：按照适用法律，我们不得承担
这些责任；此条款也不得免除我们任意这样的责任：按照适用法律，不可免除的责任。

Object search（对象检索）
数据库中的对象是一种用于存储或引用数据的数据结构。对象检索是一种仅以特定对象为目标的特定查询方
式，如：检索文档标题 ( TI: ) 或发明人 ( IN: ) 等。
本手册中的对象检索是指使用预定义对象进行引导式的检索。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对象，将其包含在查
询之中。您在选择多个对象时，可使用运算符 (AND/OR/NOT) 进行分隔，以实现更加复杂的检索。按照这
种方式，用户不必深入了解检索语法。

OCR
OCR 表示光学字符识别。文档视图中带有 OCR 标记的要素是使用自动程序创建的。这表示，由主管当局发
布的原始文档只能作为图像使用。该图像经扫描创建了文本。虽然 OCR 的品质逐年改善，但该方法并非
100% 可靠。因此，我们建议仔细检查所提供的原始文档。如果没有 OCR，则 TotalPatent One™ 将无法在
检索查询中使用文本。

Priority（优先权）
权利优先权让发明人有机会在多个《巴黎公约》签署国就相同的发明申请专利。申请人如果在成员国提出申
请，则有权在首次申请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在其他成员国就相同的发明提出申请。由于无需同时向所有的
专利主管当局提出申请，因此这非常有用。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所得到专利权自首次申请之日算起，即优先权
文档。
Paris convention（巴黎公约）
在许多情况下，同一时间会有多人致力于解决某一特定的问题。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后，发明人可申请专利。
但与此同时（该申请人或主管当局并不知晓），另一位申请人可能也会就类似的解决方案向其它主管当局申
请专利。为解决这些冲突，《1883 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就优先申请体系达成共识，该公约至今仍然
有效。
《巴黎公约》的 4A 条款对优先权进行了定义：“任何人员或其权利继承人，如果已在本联盟的一个国家正
式提出专利、实用新型注册、外观设计注册或商标注册的申请，则应在以下规定的期间内享有优先权，以便
在其他国家提出申请。”
4B 条款：“因此，在上述期间届满前在本联盟的任何其他国家后来提出的任何申请，不应由于在这期间完
成的任何行为，特别是另外一项申请的提出、发明的公布或利用、外观设计复制品的出售、或商标的使用而
成为无效，而且这些行为不能产生任何第三人的权利或个人占有的任何权利。”
Priority date（优先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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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日期是指在任意《巴黎公约》成员国首次提出申请的日期，其优先权高于其他申请。
备注： 例如，因临时申请，文档可有多个优先权日期。您在检索优先权日期时，结果列表可显示超
出检索范围的日期，我们在结果列表中只显示各文档的最早优先权日期。您在打开原始 PDF 时将会
发现：所检索的优先权日期是文档优先权信息阵列的一部分。

优先权日期的检索简称是 "PRD"。

Priority number（优先权编号）
优先权编号即是申请编号，涉及所要求的优先权，即该编号与所要求的优先权文档的申请编号相同。
TotalPatent One™ 会对提供者提供的原始优先权编号进行标准化处理，所采用的标准化格式接近于主管当
局当前所使用的格式。默认情况下，该工具会按 Standardized number（标准化编号） 详情见 94 进行检
索。
优先权编号的检索简称是 "PRN"。

Publication kind（发布种类）
请参阅 Kind code（种类代码） 详情见 91。
发布种类的检索简称是 "PK"。

Standardized number（标准化编号）
各专利主管当局都有各自独特的文档编号方法。虽然格式是按照专利主管当局定义的，但即使是在一个专利
主管当局之中，这些格式在此期间也可能会有所变化。为了能够制作索引、在此数据合集中检索，以及建立
家族关系，我们将原始编号规范化处理为标准化格式。
编号的格式会尽可能地接近于原始文档的格式。
编号标准化工作适用于：
• 发布编号
• 引用编号
• 申请编号
• 优先权编号
TotalPatent One™ 会显示标准化编号，原始数据会出现在原始文档之中。
通常，编号标准化工作需要移除无关字符（如：/ , .- _）和空格。
 

 
原始数据

 

 
Standardized number（标准化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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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编号标准化工作不仅仅是移除不需要的字符。例如，来自于 SIPO 的文档可能会包含法国主管当局的
优先权编号：

 

 
原始数据

 

 
Standardized number（标准化编号）

原始文档中的优先权信息是： 10/03752 2010.09.21 FR。
在相同的家族中，还有来自于 USPTO 的文档：

 

 
原始数据

 

 
文档视图中的标准化编号（包含主管当局代
码）

在本例中，优先权信息是： FR.............10 03752。为了建立家族关系，我们对相同编号的所有
这些情况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在本例中，标准化编号为： FR10003752（主管当局代码、两个字母的年份
代码，六位数字的序列号）。

Stemming（词干提取）
出于语法原因，文档将使用同一字词的不同形式，如：organize、organizes 和 organizing。此外，还有
意思相近的字词，如：slow、slowly 和 slowness。检索时，如果使用这其中的一个字词进行查询，则还会
返回包含集合中其他字词的文档，这非常有用。为了让 TotalPatent One™ 能够做到这点，我们使用了词干
提取。
词干提取旨在将多个相关形式的字词缩减为同一个基本形式。例如：
• am, are, is ⇨ be
• car, cars, car's, cars' ⇨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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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本映射操作的结果类似于这样：

The boy's cars are different colors ⇨ the boy car be differ color
在默认情况下，TotalPatent One™ 支持英语和德语词干提取。

TotalPatent One™

TotalPatent One™ 由 LexisNexis® 开发，是一款专为专利研究人员打造的工具。该工具采用人性化的直观
方式，用于检索最大的在线增强一级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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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I：限制条件
多个用户在同时检索合集时，如果合集中的文档超过 1 亿个，则必须使用特定的限制条件，以免响应出现
延迟。
1 . 文档检索 - 无限制条件

所有查询操作均能检索整个文档合集。由于检索技术先进，因此不需要使用限制条件。
2 . 查询框 - 65.000 个字符（不含空格）

网页应用程序中的任意输入字段均受浏览器的限制，其最大字符数的限制为 65.000，这也适用于查询
框。

3 . 结果显示 - 10.000 条记录
仅显示前 10.000 条记录。这并不意味着，查询操作会忽略其余的结果。您会在结果列表的顶部，看到
所找到文档的总数量。此操作行为的结果是，结果列表中的记录如果超过 10.000 条，则更改该列表的
排序顺序，并可显示另一组文档。按照这种新的排序顺序，前 10.000 条匹配的记录很可能会不同。为
避免这种情况，请向检索操作中添加更多的条件，以减少结果的总数量，达到一个更加易于管理的数
量。

4 . 权利要求显示 - 批次数量为 15.000 个字符。
权利要求可能很长，因此显示器会限制字符的总数量。如果超过 15.000，则会截断声明。您在浏览权
利要求时，可能会遇到轻微的延迟，才会显示其余的文本。

5 . 说明书显示 - 批次数量为 15.000 个字符。
与权利要求一样，说明书可能很长。

6 . 保存至文件夹 - 一次可保存 10.000 个文档
文件夹按其用途，可供用户临时保存一组文档，以供日后参考，而不是创建新的个人数据合集。建议
在全面检索之后，将文档添加至文件夹。

7 . 文件夹大小 - 每个子文件夹含 50.000 个文档
文件夹按其用途，可供用户临时保存一组文档，以供日后参考，而不是创建新的个人数据合集。由于
每天都会向总合集中添加新的数据，因此我们并不建议这样使用文件夹。相反，由于在整个合集中进
行查询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我们推荐使用历史记录，重新运行查询操作，这将自动纳入新添加的内
容。与显示结果相似，系统只会显示前 10.000 个记录。

8 . 文档导出 - 请参阅下表
文档的导出数量是有限制的。下载量较大，完成时间可能会较长，这取决于连接速度、冻结资源等其
他因素。为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会将单次导出的文档数量限制在可管理的规模。

备注： 导出包保留在服务器中，并将在 1 个月后自动删除。
注意： 部分字段，如摘要或描述等，范围可能非常广泛。虽然 TotalPatent One™ 导出时不会
裁剪这些字段，但有些文件检视工具会。例如，Microsoft Excel 将单元格内字符数限制为
32,767。

Name（名称） 限制条件
导出至 CSV 10.000 个文档
导出至 Excel 10.000 个文档
导出至 Word 10.000 个文档
导出至 XML 10.000 个文档
导出至 PDF - 原始文件 500 个文档
导出至 PDF - 仅首页 2500 个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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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名称） 限制条件
导出至 PDF - 显示语言 10000 个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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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主管当局和语言的当前列表
本表简要介绍了数据中当前可用的所有主管当局，以及在文档的不同部分中所使用的语言。原始文档如果不
含英语翻译，我们会使用机器翻译文本。

小心： 机器翻译虽然非常先进，但您并不能完全信赖机器翻译的文件，而必须保持怀疑态度。该技
术采用概率模型，这些模型本质上并不完美，可能有误译或增删之处。机器翻译并不能代替人工翻
译，机器翻译的文档不能用于法律用途。
备注： 本列表仅适用于发布之日此手册的当前版本。由于会添加新的主管当局，因此本列表将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展。

Code 说明书 Title（标题） Abstract（摘要） Description（说明
书）

Claim（权利要
求）

AP 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
(ARIPO)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AR 阿根廷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AT 奥地利 英语 (EN)

德语 (DE)

英语 (EN)

德语 (DE)

英语 (EN)

德语 (DE)

英语 (EN)

德语 (DE)

AU 澳大利亚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BE 比利时 英语 (EN)

荷兰语 (NL)

法语 (FR)

德语 (DE)

英语 (EN)

荷兰语 (NL)

法语 (FR)

德语 (DE)

英语 (EN)

荷兰语 (NL)

法语 (FR)

德语 (DE)

英语 (EN)

荷兰语 (NL)

法语 (FR)

德语 (DE)

BG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语 (BG)

英语 (EN)

保加利亚语 (BG)

英语 (EN)

保加利亚语 (BG) 保加利亚语 (BG)

BO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英语 (EN)

波斯尼亚语 (BS)

英语 (EN)

波斯尼亚语 (BS)

BR 巴西 英语 (EN)

葡萄牙语 (PT)

英语 (EN)

葡萄牙语 (PT)

英语 (EN)

葡萄牙语 (PT)

英语 (EN)

葡萄牙语 (PT)

CA 加拿大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法语 (FR)

CH 瑞士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意大利语 (IT)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意大利语 (IT)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意大利语 (IT)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意大利语 (IT)

CN 中国 中文 (CN)

英语 (EN)

中文 (CN)

英语 (EN)

中文 (CN)

英语 (EN)

中文 (CN)

英语 (EN)

CO 哥伦比亚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CR 哥斯达黎加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CS 捷克斯洛伐克（至 1993 年） 捷克语 (CS)

英语 (EN)

捷克语 (CS)

英语 (EN)

CU 古巴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CY 塞浦路斯 英语 (EN) 英语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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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说明书 Title（标题） Abstract（摘要） Description（说明
书）

Claim（权利要
求）

希腊语 (GR)

CZ 捷克共和国 捷克语 (CS)

英语 (EN)

捷克语 (CS)

英语 (EN)

捷克语 (CS)

英语 (EN)

捷克语 (CS)

英语 (EN)

DD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英语 (EN)

德语 (DE)

英语 (EN)

德语 (DE)

英语 (EN)

德语 (DE)

英语 (EN)

德语 (DE)

DE 德国 英语 (EN)

德语 (DE)

英语 (EN)

德语 (DE)

英语 (EN)

德语 (DE)

英语 (EN)

德语 (DE)

DK 丹麦 丹麦语 (DA)

英语 (EN)

丹麦语 (DA)

英语 (EN)

丹麦语 (DA)

英语 (EN)

丹麦语 (DA)

英语 (EN)

DO 多明尼加共和国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DZ 阿尔及利亚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EA 欧亚专利组织 (EAPO) 英语 (EN)

俄语 (RU)

英语 (EN)

俄语 (RU)

英语 (EN)

俄语 (RU)

英语 (EN)

俄语 (RU)

EC 厄瓜多尔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EE 爱沙尼亚 英语 (EN)

爱沙尼亚语 (ET)

英语 (EN)

爱沙尼亚语 (ET)

英语 (EN)

爱沙尼亚语 (ET)

英语 (EN)

爱沙尼亚语 (ET)

EG 埃及 阿拉伯语 (AR)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EP 欧洲专利局 (EPO)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ES 西班牙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FI 芬兰 英语 (EN)

芬兰语 (FI)

瑞典语 (SE)

英语 (EN)

芬兰语 (FI)

瑞典语 (SE)

英语 (EN)

芬兰语 (FI)

瑞典语 (SE)

英语 (EN)

芬兰语 (FI)

瑞典语 (SE)

FR 法国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法语 (FR)

GB 英国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GT 危地马拉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HK 香港 英语 (EN)

中文 (ZH)

英语 (EN)

HN 洪都拉斯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HR 克罗地亚 英语 (EN)

克罗地亚语 (HR)

英语 (EN)

克罗地亚语 (HR)

英语 (EN) 英语 (EN)

HU 匈牙利 英语 (EN) 英语 (EN)

匈牙利语 (HU)

匈牙利语 (HU) 匈牙利语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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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说明书 Title（标题） Abstract（摘要） Description（说明
书）

Claim（权利要
求）

匈牙利语 (HU)

ID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语 (ID) 英语 (EN)

IE 爱尔兰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IL 以色列 英语 (EN)

希伯来语 (HE)

英语 (EN)

IS 冰岛 英语 (EN)

冰岛语 (IS)

英语 (EN)

IT 意大利 英语 (EN)

意大利语 (IT)

英语 (EN)

意大利语 (IT)

英语 (EN)

意大利语 (IT)

英语 (EN)

意大利语 (IT)

JP 日本 英语 (EN)

日语 (JP)

英语 (EN)

日语 (JP)

英语 (EN)

日语 (JP)

英语 (EN)

日语 (JP)

KE 肯尼亚 英语 (EN) 英语 (EN)

KR 韩国 英语 (EN)

韩语 (KO)

英语 (EN)

韩语 (KO)

英语 (EN)

韩语 (KO)

英语 (EN)

韩语 (KO)

KZ 哈萨克斯坦 英语 (EN) 英语 (EN)

LT 立陶宛 英语 (EN)

立陶宛语 (LT)

英语 (EN)

立陶宛语 (LT)

立陶宛语 (LT) 立陶宛语 (LT)

LU 卢森堡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LV 拉脱维亚 英语 (EN)

拉脱维亚语 (LV)

英语 (EN)

拉脱维亚语 (LV)

MA 摩洛哥 阿拉伯语 (AR)

英语 (EN)

法语 (FR)

阿拉伯语 (AR)

英语 (EN)

法语 (FR)

MC 摩纳哥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法语 (FR)

英语 (EN)

法语 (FR)

MD 摩尔多瓦共和国 英语 (EN)

摩尔达维亚语 (MO)

罗马尼亚语 (RO)

俄语 (RU)

英语 (EN)

摩尔达维亚语 (MO)

罗马尼亚语 (RO)

俄语 (RU)

英语 (EN)

ME 黑山 英语 (EN) 英语 (EN)

MN 蒙古 英语 (EN) 英语 (EN)

MT 马耳他 英语 (EN) 英语 (EN)

MW 马拉维 英语 (EN) 英语 (EN)

MX 墨西哥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MY 马来西亚 英语 (EN) 英语 (EN)

NI 尼加拉瓜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NL 荷兰 英语 (EN)

荷兰语 (NL)

英语 (EN)

荷兰语 (NL)

英语 (EN)

荷兰语 (NL)

英语 (EN)

荷兰语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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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说明书 Title（标题） Abstract（摘要） Description（说明
书）

Claim（权利要
求）

NO 挪威 英语 (EN)

挪威语 (NO)

英语 (EN)

挪威语 (NO)

英语 (EN)

挪威语 (NO)

英语 (EN)

挪威语 (NO)

NZ 新西兰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OA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OAPI)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PA 巴拿马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PE 秘鲁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PH 菲律宾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PL 波兰 英语 (EN)

波兰语 (PL)

英语 (EN)

波兰语 (PL)

英语 (EN)

波兰语 (PL)

英语 (EN)

波兰语 (PL)

PT 葡萄牙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葡萄牙语 (PT)

英语 (EN)

葡萄牙语 (PT)

英语 (EN)

葡萄牙语 (PT)

英语 (EN)

葡萄牙语 (PT)

RO 罗马尼亚 英语 (EN)

法语 (FR)

罗马尼亚语 (RO)

英语 (EN)

罗马尼亚语 (RO)

英语 (EN)

罗马尼亚语 (RO)

英语 (EN)

罗马尼亚语 (RO)

RS 塞尔维亚 英语 (EN) 英语 (EN)

RU 俄罗斯 英语 (EN)

俄语 (RU)

英语 (EN)

俄语 (RU)

英语 (EN)

俄语 (RU)

英语 (EN)

俄语 (RU)

SE 瑞典 英语 (EN)

瑞典语 (SE)

英语 (EN)

瑞典语 (SE)

英语 (EN)

瑞典语 (SE)

英语 (EN)

瑞典语 (SE)

SG 新加坡 英语 (EN) 英语 (EN)

SI 斯洛文尼亚 英语 (EN)

斯洛维尼亚语 (SI)

英语 (EN)

斯洛维尼亚语 (SI)

英语 (EN)

斯洛维尼亚语 (SI)

英语 (EN)

斯洛维尼亚语 (SI)

SK 斯洛伐克 英语 (EN)

斯洛伐克语 (SK)

英语 (EN)

斯洛伐克语 (SK)

英语 (EN)

斯洛伐克语 (SK)

英语 (EN)

斯洛伐克语 (SK)

SM 圣马力诺 英语 (EN)

意大利语 (IT)

英语 (EN)

意大利语 (IT)

SU 苏联 英语 (EN)

俄语 (RU)

英语 (EN)

俄语 (RU)

英语 (EN)

俄语 (RU)

英语 (EN)

俄语 (RU)

SV 萨尔瓦多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TH 泰国 英语 (EN) 英语 (EN)

TJ 塔吉克斯坦 英语 (EN) 英语 (EN)

TN 突尼斯 阿拉伯语 (AR)

英语 (EN)

法语 (FR)

阿拉伯语 (AR)

英语 (EN)

法语 (FR)

TR 土耳其 英语 (EN)

土耳其语 (TR)

英语 (EN)

土耳其语 (TR)

英语 (EN) 英语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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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说明书 Title（标题） Abstract（摘要） Description（说明
书）

Claim（权利要
求）

TW 台湾 英语 (EN)

中文 (ZT)

英语 (EN)

中文 (TW)

英语 (EN)

中文 (TW)

英语 (EN)

中文 (TW)

UA 乌克兰 英语 (EN)

俄语 (RU)

乌克兰语 (UK)

英语 (EN)

俄语 (RU)

乌克兰语 (UK)

英语 (EN)

俄语 (RU)

乌克兰语 (UK)

英语 (EN)

俄语 (RU)

乌克兰语 (UK)

US 美国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UY 乌拉圭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西班牙语 (ES)

W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中文 (CN)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日语 (JA)

韩语 (KO)

葡萄牙语 (PT)

俄语 (RU)

西班牙语 (ES)

中文 (CN)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日语 (JA)

韩语 (KO)

葡萄牙语 (PT)

俄语 (RU)

西班牙语 (ES)

中文 (CN)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日语 (JA)

韩语 (KO)

葡萄牙语 (PT)

俄语 (RU)

西班牙语 (ES)

中文 (CN)

英语 (EN)

法语 (FR)

德语 (DE)

日语 (JA)

韩语 (KO)

葡萄牙语 (PT)

俄语 (RU)

西班牙语 (ES)

YU 南斯拉夫 英语 (EN)

克罗地亚语 (HR)

塞尔维亚语 (SR)

英语 (EN)

克罗地亚语 (HR)

塞尔维亚语 (SR)

ZA 南非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英语 (EN)

ZM 赞比亚 英语 (EN) 英语 (EN)

ZW 津巴布韦 英语 (EN) 英语 (EN)

主管当局和不同文档部分中的可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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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当前语言和主管当局列表
下表列出了数据库中现有的所有可用的语言代码，以及已发布或部分发布此语言文档的主管当局。
代码 语言 主管当局（主管当局

代码）

AR 阿拉伯语 • 埃及 (EG) • 约旦 (JO) • 摩洛哥 (MA) • 突尼斯 (TN)

BG 保加利亚语 • 保加利亚 (BG)

BS 波斯尼亚语 •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 (BA)

CS 捷克语 • 捷 克 共 和 国
(CZ)

• 捷克斯洛伐克
(CS)

DA 丹麦语 • 丹麦 (DK) • 挪威 (NO) • WIPO (WO)

DE 德语 • 奥地利 (AT)

• 比利时 (BE)

• EPO (EP)

• 德国 (DE)

• 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 (DD)

• 卢森堡 (LU)

• 瑞士 (CH)

• WIPO (WO)

EN 英语 除最初以英语发布的文档之外，TotalPatent One™ 数据库中还有以下列语言发布的机器翻译文
档：

• 中文
• 荷兰语
• 法语

• 德语
• 意大利语
• 日语

• 韩语
• 葡萄牙语
• 俄语

• 西班牙语
• 瑞典语

这些文档源自于使用这些语言进行发布的不同主管当管（请参阅表格的其余部分）。其他主管当
局在发布其文档时，会同时使用原始语言和（人工翻译的）英语版本。最后，如果没有翻译（人
工或机器翻译），则可向数据库中添加现有的英语同族文档。该结果几乎涵盖了能够以英语检索
到的项目。

ES 西班牙语 • 阿根廷 (AR)

• 玻利维亚 (BO)

• 智利 (CL)

• 哥伦比亚 (CO)

• 哥 斯 达 黎 加
(CR)

• 古巴 (CU)

• 多明尼加共和
国 (DO)

• 萨尔瓦多 (SV)

• 厄瓜多尔 (EC)

• 危地马拉 (GT)

• 洪都拉斯 (HN)

• 墨西哥 (MX)

• 尼加拉瓜 (NI)

• 巴拿马 (PA)

• 秘鲁 (PE)

• 巴拉圭 (PY)

• 西班牙 (ES)

• 乌拉圭 (UY)

• WIPO (WO)

ET 爱沙尼亚语 • 爱沙尼亚 (EE)

FI 芬兰语 • 芬兰 (FI) • WIPO (WO)

FR 法语 • 阿 尔 及 利 亚
(DZ)

• 比利时 (BE)

• 加拿大 (CA)

• EPO (EP)

• 法国 (FR)

• 卢森堡 (LU)

• 摩洛哥 (MA)

• 摩纳哥 (MC)

• OAPI (OA)

• 葡萄牙 (PT)

• 罗马尼亚 (RO)

• 瑞士 (CH)

• 突尼斯 (TN)

• WIPO (WO)

GR 希腊语 • 塞浦路斯 (CY) • 希腊 (GR)

HE 希伯来语 • 以色列 (IL)

HU 匈牙利语 • 匈牙利 (HU)

HR 克罗地亚语 • 克罗地亚 (HR) • 南斯拉夫 (YU)

ID 印度尼西亚语 • 印 度 尼 西 亚
(ID)

IS 冰岛语 • 冰岛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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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语言 主管当局（主管当局
代码）

IT 意大利语 • 意大利 (IT) • 圣马力诺 (SM) • 瑞士 (CH) • WIPO (WO)

JA 日语 • 日本 (JP) • WIPO (WO)

KO 韩语 • 韩国 (KR) • WIPO (WO)

LT 立陶宛语 • 立陶宛 (LT)

LV 拉脱维亚语 • 拉脱维亚 (LV)

MO 摩尔达维亚语 • 摩 尔 达 维 亚
(MD)

NL 荷兰语 • 比利时 (BE) • 荷兰 (NL) • WIPO (WO)

NO 挪威语 • 挪威 (NO) • WIPO (WO)

PL 波兰语 • 波兰 (PL)

PT 葡萄牙语 • 阿根廷 (AR) • 巴西 (BR) • 葡萄牙 (PT) • WIPO (WO)

RO 罗马尼亚语 • 摩 尔 达 维 亚
(MD)

• 罗马尼亚 (RO)

RU 俄语 • EAPO (EA)

• 俄罗斯 (RU)

• 苏联 (SU) • 乌克兰 (UA) • WIPO (WO)

SE 瑞典语 • 芬兰 (FI) • 瑞典 (SE) • WIPO (WO)

SI 斯洛维尼亚语 • 斯洛文尼亚 (SI)

SK 斯洛伐克语 • 斯洛伐克 (SK)

SR 塞尔维亚语 • 塞尔维亚 (RS) • 塞尔维亚和黑
山 (YU)

• 南斯拉夫 (YU)

TR 土耳其语 • 土耳其 (TR)

UK 乌克兰语 • 乌克兰 (UA)

ZH 中文 • 中国 (CN) • 香港 (HK) • 台湾 (TW) • WIPO (WO)

ZT 繁体中文 • 中国 (CN) • 台湾 (TW)

语言代码和适用的主管当局

备注： 本列表仅适用于发布之日此手册的当前版本。由于会添加新的主管当局，因此本列表将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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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检索简称与字段类型列表
检索简称是一些短代码，用于表示数据库中可检索的字段，可作为查询语法中的字段名称使用。简称的后面
始终跟有冒号 (:)，例如： IN:("Smith")  可检索发明人是 ( IN ) "Smith" 的所有文档。列字段的类型用于
显示此字段中的数据类型：
• 文本 - 检索词带有英语引号，用于检索文字类型的文本 ("example")，支持使用通配符。
• 数字 - 检索时只能使用数值，支持使用通配符。
• 日期 - 使用的日期格式为 YYYY-MM-DD，支持使用通配符。
名称 简称 Description（说明书）

Abstract（摘要） AB 检索所有独立于语言的摘要。
Abstract per Language（各语言
的摘要）

AB.XX 检索所有的摘要，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会以特定的语言进
行检索。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有关语言代码的更多信息。

全部申请人 PAA 检索所有申请人名称类型（原始、当前、规范化和标准化）。
Application Authority

(Application country)（申请主管
当局（申请国家））

AC 检索所有的主管当局代码，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会以特定
的语言进行检索。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有关语言代码的更多信息。

Application Number（申请编
号）

AN 检索所有不带主管当局代码的标准化申请编号。请参阅术语表，了
解更多信息。

Application/Filing Date（申请/递
交日期）

AD 检索所有的申请日期（采用美国格式 YYYY-MM-DD）。

All assignees（全部申请人） PAA 检索所有申请人字段，包括标准化和规范化申请人。
Assignee (Original)（原始申请
人）

PA 检索发布时所有原始专利申请人的名称。

Attorney/Registered Agent（代
理人/注册代理）

AG 检索所有的专利律师或注册代理。

Citation Number（引用编号） CTN 检索所有不带主管当局代码的标准化引用编号。请参阅术语表，了
解更多信息。

Citation Authority（引用主管当
局）

CTO 检索所有引用主管当局的代码。

Citation Relevance（引用相关
性）

CTR 检索所有引用相关性的代码。

Claims（权利要求） CLM 检索所有独立于语言的权利要求。
Claims per Language（各语言的
权利要求）

CLM.XX 检索所有的权利要求，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会以特定的语
言进行检索。 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Classification CPC（CPC 分类） CPC 检索 CPC 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CPC Main（主 CPC

分类）

CPCM 根据审查员，仅检索最重要的主 CPC 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CPC Further（进一
步的 CPC 分类）

CPCF 根据审查员，仅检索进一步的 CPC 分类编号，即：其他相关的分
类。

Classification CPC（CPC 分类）
值

CPCV 检索所有的 CPV 值。

Classification ECLA（ECLA 分
类）

ECLA 检索 ECLA 分类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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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简称 Description（说明书）

Classification ECLA Main（主
ECLA 分类）

ECLAM 根据审查员，仅检索最重要的主 ECLA 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ECLA Further（进
一步的 ECLA 分类）

ECLAF 根据审查员，仅检索进一步的 ECLA 分类编号，即：其他相关的分
类。

Classification F Term（F 字词分
类）

FTC 检索 F 字词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FI（FI 分类） FIC 检索 FI 字词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FI Main（主 FI 分
类）

FICM 根据审查员，仅检索最重要的主 FI 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FI Further（进一步
的 FI 分类）

FICF 根据审查员，仅检索进一步的 FI 分类编号，即：其他相关的分
类。

Classification ICO（ICO 分类） ICO 检索 ICO 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IPC（IPC 分类） IPC 检索 IPC 分类编号，包括 IPC8。
Classification IPC Main（主 IPC

分类）

IPCM 根据审查员，仅检索最重要的主 IPC 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IPC Further（进一
步的 IPC 分类）

IPCF 根据审查员，仅检索进一步的 IPC 分类编号，即：其他相关的分
类。

Classification Locarno（洛迦诺分
类）

LOC 检索洛迦诺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USC（USC 分类） USC 检索 US Class 的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USC Main（主 USC

分类）

USCM 根据审查员，仅检索最重要的 US Class 的主分类编号。

Classification USC Further（进一
步的 USC 分类）

USCF 根据审查员，仅检索 US Class 进一步的分类编号，即：其他相关
的分类。

Current Assignee（当前申请人） PACU 检索当前的专利申请人。
Description（说明书） DSC 检索所有独立于语言的描述。
Description per Language（各语
言的描述）

DSC.XX 检索所有的描述，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会以特定的语言进
行检索。 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Description Drawings（图纸描
述）

DSCDR 检索专利图纸部分中的描述。

Detailed description（详细描
述）

DSCDT 检索专利的详细描述部分。

Designated States（指定国家） DS 检索专利的所有适用国家，检索操作会使用主管当局代码（ISO

3166-1，2 个字母的代码）。请参阅附录 II：主管当局和语言的当
前列表 详情见 99。

Examiner（审查员） EXM 检索所分配的所有专利审查员。
Examiner Department（审查员
部门）

EXMU 检索所有专利审查员所在的部门。

Exemplary claims（示例权利要
求）

CLME.XX 仅检索独立于语言的示例权利要求。

Exemplary claims per language

（各语言的示例权利要求）
CLME 仅检索示例权利要求，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会以特定的语

言进行检索。 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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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简称 Description（说明书）

Family Members（家族成员） FID 检索所有的家族 ID。
First Claims（第一权利要求） CLM1 仅检索独立于语言的第一权利要求。
First Claims per Language（各语
言的第一权利要求）

CLM1.XX 仅检索第一权利要求，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会以特定的语
言进行检索。 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Forward Patent Citations（前向
专利引用）

FCTN 检索所有的前向专利引用编号。

Forward Citation Authorities

（前向引用主管当局）
FCTC 检索所有的前向专利引用主管当局。

Full Text（全文） FT 检索独立于语言的标题、摘要、权利要求或描述。
Full Text per Language（各语言
的全文）

FT.XX 检索标题、摘要、权利要求或描述，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
会以特定的语言进行检索。 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Independent Claims（独立权利
要求）

CLMI 仅检索独立于语言的独立权利要求。

Independent Claims per

Language（各语言的独立权利要
求）

CLMI.XX 仅检索独立的权利要求，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会以特定的
语言进行检索。 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Inventor（发明人） IN 检索所有的发明人，

Kind code（种类代码） PK 检索所有的种类代码，种类是一种与专利分类有关的代码，也被称
为发布种类。

Legal Event Code（法律事件代
码）

LSCO 检索 EPO 法律事件代码。请参阅 http://www.epo.org

Legal Event Description（法律事
件描述）

LSDSC 检索关键字的法律描述（如：已终止、已失效、已撤销等）

Legal Event Date（法律事件日
期）

LSED 检索法律事件的所有已知日期。只有在专利状态是‘已申请’、
‘已批准’或‘已终止’时，才会在文档视图中显示部分内容。

Legal Expiry Date（法律到期日
期）

DAEX 检索所有已知的到期日期。

Legal Event Status（法律事件状
态）

LSSS 检索所有的法律状态更改信息。只有在专利状态是‘已申请’、
‘已批准’或‘已终止’时，才会在文档视图中显示部分内容。

Legal New Owner（法律新所有
者）

LSNO 检索新申请人的姓名。

Legal Owner（法律所有者） LSSO 检索当前和之前专利所有者的名称，包括发明人。
Legal Owner Standardized（标
准化法律所有者）

LSSOS 检索当前和之前专利所有者的标准化名称，包括发明人。

Legal Owner Standardized（规
范化法律所有者）

LSSON 检索当前和之前专利所有者的规范化名称，包括发明人。

Legal Opponent Name（法律对
方姓名）

LSOP 检索法律对方的姓名。

Legal Opposition（法律异议） LSSOP 例如，检索任意文本，从中检索所有的异议数据，以用于美国诉讼
案卷编号。

Legal Representative Name（代
理人姓名）

LSAG 检索所有代理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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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简称 Description（说明书）

Legal SPC Number（法律 SPC 编
号）

LSSPC 检索所有的 SPC 编号。

Legal Status(INPADOC)（法律状
态 (INPADOC)）

LSCO 检索所有的 INPADOC 法律状态信息。

Legal Status(Post-Issuance)（法
律状态（授权之后））

LSDN 检索所有授权之后的案卷编号。

Legal Withdrawn Date（法律撤
销日期）

DACE 检索所有撤销申请或停止申请的日期。

Normalized Assignee（规范化申
请人）

PAN 检索所有的规范化申请人名称。

Normalized Current Assignee

（规范化当前申请人）
PACUN 检索所有规范化的当前申请人的名称。

Non-patent Citations（非专利引
用）

NPC 检索所有的非专利引用信息。

Non-patent Citation Origin（非
专利引用来源）

NPCO 检索所有的非专利引用来源代码。

Non-patent Citation Relevance

（非专利引用相关性）
NPCR 检索所有的非专利引用相关性代码。

Patent Group（专利分组） PG 仅检索已批准的专利，或仅检索专利申请。值： Grant（批准）或
Application（申请）

Payment status（费用缴纳状
态）

LSSF 布尔检索“已支付费用”（是/真）或“未支付费用”（否/假）

Priority Date（优先权日期） PRD 检索所有的优先权日期。
Priority Number（优先权编号） PRN 检索所有不带主管当局代码的标准化优先权编号。请参阅术语表，

了解更多信息。
Priority Authority（优先权主管当
局）

PRC 检索所有的优先权主管当局代码（ISO 3166-1，2 个字母的代
码）。请参阅附录 II：主管当局和语言的当前列表 详情见 99。

Publication Authority（发布主管
当局）

PC 检索所有的主管当局代码（ISO 3166-1，2 个字母的代码）。请参
阅附录 II：主管当局和语言的当前列表 详情见 99。

Publication Date（发布日期） PD 检索所有的申请日期（采用美国格式 MMDDYYYY）。
Publication ID（发布 ID） PID 检索所有的唯一发布编号，如：US6365495B2。这些编号在数据

库中经过规范化处理，移除了空格、逗号等内容。
Publication Kind（发布种类） PK 检索所有的种类代码，种类是一种与专利分类有关的代码，也被称

为发布种类。
Publication Number（发布编
号）

PN 检索所有不带主管当局代码的标准化发布编号。请参阅请参阅术语
表，了解更多信息。

Standardized Assignee（标准化
申请人）

PAS 检索所有的标准化申请人名称。

Standardized Current Assignee

（标准化当前申请人）
PACUS 检索所有标准化的当前申请人的名称。

标题 TI 检索所有的原始标题（英语或机器翻译的标题）——处于最新发布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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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简称 Description（说明书）

Title per Language（各语言的标
题）

TI.XX 检索所有的原始标题，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会以特定的语
言进行检索。 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标题或摘要 TA 检索所有独立于语言的标题或摘要。
Title or Abstract per Language

（各语言的标题或摘要）
TA.XX 检索所有的标题或摘要，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会以特定的

语言进行检索。 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Title, Abstracts or Claims（标
题、摘要或权利要求）

TAC 检索所有独立于语言的标题、摘要或权利要求。

Title, Abstract or Claims per

Language（各语言的标题、摘要
或权利要求）

TAC.XX 检索所有的标题、摘要或权利要求，XX 是语言代码 ISO639-1，并
会以特定的语言进行检索。 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检索简称与字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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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导出字段列表
您在导出文档时，可选择以下字段（按默认排序顺序）：

名称 Description（说明书）

发布编号 专利文档发布编号。
状态" 法律状态（已授权、已终止、已申请）。
摘要 摘要，摘要用于总结描述中的披露事项。
申请日期 申请日期（采用美国格式 YYYY-MM-DD）。
申请编号 带有主管当局代码的标准化申请编号。请参阅术语表，了解更多信息。
优先权日期 专利优先权日期。
说明书 描述，用于对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规范化申请人 申请人名称，这些名称是按照级别最高的公司名称进行分组的。
标准化申请人 申请人名称，这些名称经过修正，可适应拼写、标点、音调符号、法律实体等方面的变

化。
原始申请人 发布时原始专利申请人的名称。
当前申请人 专利的当前持有人。
代理人 代理人姓名。
主管当局 专利主管当局代码（ISO 3166-1，2 个字母的代码）。请参阅附录 II：主管当局和语言

的当前列表 详情见 99。
前引证专利 本文档中引用其他较早文档。
后引证专利 本文档被其他较新文档引用。
权利要求 专利权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 未引用（即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权利要求的权利要求。
CPC CPC 分类。
ECLA ECLA 分类。
ICO ICO 分类。
IPC IPC 分类，该分类分为 IPC1 至 7，具体取决于文档的年限。
IPC8 IPC8 分类。
F-Terms F 字词分类。
FI FI 分类。
USPC USPC 分类。
US Class US Class。
指定国家 专利的适用国家，检索操作会使用主管当局代码（ISO 3166-1，2 个字母的代码）。请

参阅附录 II：主管当局和语言的当前列表 详情见 99。
主家族成员 主家族成员的专利 ID。
完整家族成员 完整家族成员的专利 ID。
扩展家族成员 扩展家族成员的专利 ID。
国内家族成员 国内家族成员的专利 ID。
发明人 发明人。
法律状态 (INPADOC) INPADOC 法律状态代码。
法律状态（授权之后） 授权之后法律状态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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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escription（说明书）

法律状态（标准化） 标准化法律状态代码。
PCT 申请 PCT 申请编号。
PCT 发布 PCT 发布编号。
优先权编号 专利优先权编号
发布日期 专利文档发布日期
标题 专利标题
审查员 审查员姓名
美国相关申请 相关美国申请编号。
PDF 链接 链接到完整的原始 PDF 文档。
剪辑图像 文档中出现的首幅图像的图像剪辑文件。不可导出至 CSV 文件。
注释 您自己的注释（已添加至文档）

导出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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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约 93
保存导出 61
保留字符 57
标准化编号 94
标准化申请人 84
Boost 关键字 43
布尔运算符 48

C

查询语法 38
创建导出 61
创建提醒 74, 79
创建文件夹 66
词干提取 95
CPC 检索 52
CSV 111
错误消息 11

D

待显示的家族成员 12
当前申请人 83
导出 111
导出注释 78
导出专利 61
登录资料 8
电子邮箱 8
独立权利要求 85
短语匹配 43
对比 75
对比查询 74, 75
对象检索 33, 37, 93

E

ECLA 检索 52
Excel 111

F

发布显示语言 14
发布种类 91, 94
法定代理人 92
发明人 91
分类 85
分类检索 52

FIC 检索 52
FTC 检索 52

G

更改提醒 80, 81
关键字频度 12, 27
关键字图例 12
规范化申请人 84
国内家族 87

H

化学名称 57

I

ICO 检索 52
IPC 检索 52

J

机器翻译 93
家族 12, 87
家族 ID 87
家族检索 25
家族设置 12
简称 41, 106
简单检索 41
键盘快捷方式 37
检索 23
检索历史记录 74
检索 PID 编号 70
检索语言 12
检索运算符 48
检索、查找、查看 18
结果列表偏好 12
结果页面 25
进一步 CPC 86

K
Client ID 10
扩展家族 90

L
LexisNexis 92
历史记录 74
LOC 检索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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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密码 8
模糊匹配 43

N
NPL 85

O
OCR 93

P

偏好 12
拼写运算符 48

Q

权利要求 31, 85

R

日期格式 11
日期检索 47

S

删除提醒 80
删除文件夹 66
上载 CSV 71
申请 83
申请编号 83
申请日期 83
示例权利要求 85
申请人 83
数学公式 57
数字格式 11
缩小主管当局的检索范围 23

T

特殊字符 57
提醒选项 80
提醒状态 80
同族 86
通配符 43
通知 11
TotalPatent One 96
突出显示 27, 32
图像 22
图形筛选器 25, 59, 61

U

USC 检索 52

W

完整家族 89
完整图像 22
位置运算符 48
文档视图 18, 21, 28
文件夹 66
文件夹检索 68

X

显示语言 12
限制条件 97
向文件夹中添加文档 66
旋转图像 22

Y

引导式日期检索 33, 35
引用 85
用户 ID 8
用户界面语言 12
优先权 93
优先权编号 94
优先权日期 93
预先选择的主管当局 23
语言 99, 104
语言代码 91
语言切换 31
语言设置 12
原始申请人 84

Z

在文件夹之间移动文档 66
暂停提醒 80
摘要 83
支持的语言 104
种类代码 91
主分类 86
主管当局 12, 84, 99, 104
主管当局代码 99
主家族 88
注释 76, 77
注释导出 78
注释检索 77
准备 CSV 72
字段 41
字段类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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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查询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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