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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sNexis 公司 

LexisNexis 公司（旗下 Reed Tech 公司），致力于提供

业内一流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和服务，满足客户的广泛需

求。我们在专利领域已有近五十年的丰富经验，精心打造

一系列 LexisNexis IP 解决方案，为整个专利生命周期提

供全程服务，达到令客户满意的结果。 

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子公司和办公室，汇集

和整理来自全球的专利信息，通过规范化的加工和翻译工

作，提供全球客户使用。 

根据 LexisNexis PatentSight 的独有的 Patent Asset 

Index（专利资产指数）专利评价指标体系，对目标专利

的竞争力、技术影响力、市场影响力、内外部技术影响力进行评价。 

同时以上评价指标会进行多角度复合分析，包括技术分类（IPC）、公开时

间、地域保护范围、引证、法律状态等。 

2019 年 LexisNexis PatentSight 荣获“最佳大数据报告和分析解决方案” SIIA 

CODiE 奖项。 

PatentSight 给 SIIA CODiE AWARDS 的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评估过程

中，CODiE 的专家评审小组对该产品的功能表示十分认可。评委们以“强劲”和

“顶尖”来称赞该工具的技术先进性。其中一位评委表示： 

 

--------“PatentSight 解读专利大数据的能力，绝对令人叹为观止。他们深入研究专利持

久价值和影响的衡量标准，努力验证其结果，并以有用、有趣的方式呈现各种各样的结果，

实属非常精湛的工作。可视化也令人印象深刻，PatentSight 是一款出色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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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专利全文检索，避免漏检 

▪ 105 个专利局的专利信息。 

▪ 28 个为专利全文英文：标题、

摘要、权利要求和说明书。 

 

➢ 同样检索条件，PatentSight 检索结果明显更加全面，避免漏检。 

 

在权利要求和说明书范围内检索：PatentSight 见左图。对比数据库检索式为 

(@claims phone* AND NFC*) OR (@body phone* AND NFC*) AND (@* 

(source_JP or KR)) 

PatentSight 命中 267,620 件; 对比命中 41,595 件; 此结果通过 TotalPatent 

One 进行了验证，在 TotalPatent One 中检索也达到了 26 万多件。 

差距在于 PatentSight 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英文全文率远高于对比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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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法律状态准确、防止失真 

▪ INPADOC 数据。 

▪ 多个国家的 National Register 数据，对 3700 多种法律状态代码进行人工

处理，每周更新。 

 以 JP2006065813 为例，该专利已经失效。原因是：WITHDRAWAL OF 

APPLICATION BECAUSE OF NO REQUEST FOR EXAMINATION (A300) 

在 PatentSight 中该专利已经失效，在对比数据库该专利仍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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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专利权人规范化，准确分析 

PatentSight 配备不同语言（中、日、俄、德、英等）技能的专业团队对数据

进行质量规范。 

以海信公司为例。2017 年 11 月海信收购了 Toshiba Visual Solutions Corp 

公司。目前该公司已经在海信的目录结构中。 

海信集团在 PatentSight 中 723 中表述（子公司或不同写法的名称进行的申

请）；对比数据库仅有 8 个子公司或不同写法的表述。 

最终，以海信公司总体进行分析时，对比数据库的结果即为 0，没有包含被海

信收购的日本公司。 

 

例如公司目录树，以海信公司为例。2017 年 11 月海信收购了 Toshiba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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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丰富检索、多种图表、灵活设置 

丰富检索 
▪ 100 多种检索条件可选择 

▪ 检索条件随意组合 

▪ 英文全文检索 

▪ 支持复杂检索式设计 

 

 

 

 

多种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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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设置 
▪ 字体大小 

▪ 颜色 

▪ 排列方式 

▪ 图表刻度 

▪ 绝对值 vs. 百分比 

▪ 中文注释 

▪ 合并专利权人、技术领域、标签、国别 

▪ 记录分析思路、提示备忘、与他人分享、文字和图像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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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项目经验积累和重复利用 

在专利分析工作中，经常遇到分析思路相同、输出分析图形类似，只是每次根

据不同技术主题或不同机构进行分析。 

传统工具，不得不进行重复的设置、条件筛选、拷贝和复制、调整格式等等。

甚至要对照过往分析报告回忆之前的分析思路和分析路径。当不同的人利用其

它同事之前的分析成果时，回顾工作更加复杂和费时费力。 

现在 PatentSight 的 Workbook 功能可以更好的实现专利分析经验的积累和

重复利用，摆脱上述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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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自定义字段，连接自有数据 

专利分析往往不是从一个软件开始的，而是一张 Excel 表格。表格中有分析者

或机构自己标引的数据，比如自身的技术类别注释、涉及的产品、参与的技术

人员等等。 

如何在专利分析工具中将“自己”的表格与专利分析间架起一座桥，一直是专利

分析工作的难点。 

PatentSight 的 Custom Fields 功能就如同一座桥，将专利分析与非专利的业

务信息连接在一起。可以自由导入文本型和数值型数据。导入的如果是数值型

的数据，分析时会提供“平均、最大、最小以及总值”几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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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技术聚类，打破 IPC 分析的局限 

“技术聚类”是指将相似的技术进行分组整合。聚类的结果是形成包含彼此相似

的技术的一些组或“聚类”。PatentSight 利用 AI 技术，通过衡量不同技术领域

语境中的单词和短语的相似度来解决词语歧义的问题，比传统聚类方法更为准

确和科学的技术聚类方式，提供 4 层技术聚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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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评价体系：Patent Asset Index 

一直以来专利排名和专利记分牌很受欢迎。过往的专利影响力评估方法过度依

赖于美国专利数据且专注于美国专利，忽略了全球专利活动的重要性。 

鉴于各个国家的专利审查制度在专利审查的难度、时间长度以及其他方面的差

别，传统的以计量专利数量为专利影响力主要评价指标的方法也无法得出真实

准确的专利影响力全景评价。 

PatentSight 在考量专利影响力时，对影响专利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数据标

准化（归一化）处理。不同评价指标往往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纲单位，这样的

情况会影响到数据分析的结果，为了消除指标之间的量纲影响，需要进行数据

标准化处理，以解决数据指标之间的可比性。原始数据经过数据标准化处理

后，各指标处于同一量纲，适合进行综合对比评价。 

Patent Asset Index 系列指标是进行专利分级管理、专利质量分析以及科技

成果转化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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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费用：成本优势和增值服务 

成本优势 
PatentSight 的使用成本是其他国外专利分析工具的 35%到 70%。 

增值服务 
与用户一起，创建适用于客户不同专利分析需求的 Workbook。 

包括但不限于： 

▪ 专利分级管理模板 

▪ 技术主题分析模板 

▪ 机构专利分析模板 

▪ 研发专利分析模板 

▪ 突破性技术分析模板 

▪ 其他依据 PatentSight 一百多项分析维度可形成的其他模板。 

按照客户要求，每季度一次的面对面培训和产品功能更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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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人：卢宝锋 

电话：+86 13911030930；010-85208717 

Email: peter.lu@lexisnexis.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