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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S 简介
WIPS是提供在线专利信息综合服务的公司, 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第一的地位.

WIPS Global 
全球专利检索 & 分析一体化系统.

同时, 由专利检索/分析专家, 专利代理人, 企

业技术价值评估员, 国家最佳技术转让代理

人组成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优质服务. 并在

2005年被韩国知识产权局指定为现有技术查

新机构.

17年以来, WIPS凭借其不断投资和努力确保

了独家专有技术, 为客户创造价值做出了贡

献. 

在未来, WIPS将不会满足于现状而不断地成

长, 希望可以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方便和满

意地服务. 

100多个全球专利数据, 高质量的机器翻译, 统计, 分析, IP专家功能和AI. 

WIPS Global 涵盖了对专利, 技术, 研发, 创新等方面的所有需求. 它专注

于 "易于使用", 并且适合从初学者到专家使用.

WIPS Company Profile

合作伙伴 & 荣誉

被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指定为现有技术查新机构

被韩国知识经济部指定为世界级产品和服务

获得韩国信息通信部颁发的产品数据(DB)
质量大奖

获得ISO / IEC 27001 : 2013年获得信息安全管理系
统的认证

人工智能  全文高质量
机器翻译

各种预
览方式

高级信息深层分析 IP 专家
中的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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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S Global 主要特色 A.I.(检索)  
CN, JP, KR 全文高质量机器翻译 
/ 多国语言混合检索 WIPS Global 主要特色

高质量的 NMT(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人工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人工智能支持

多语言混合检索

·WIPS Global 提供专利完整的英文翻译功能，透过高质量的人工神经网络机器翻译(NMT) 功能，来提
供CN、JP 和 KR 的英译版本。

·其中针对韩国专利，WIPS更提供英文和中文两种翻译版本。

·    针对专利进行了优化的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基于含义的相似度来提供搜索结果
·    它通过句子或短语而不是复杂的检索式输出相似文献列表的一种方式

·    搜索结果-根据相似度分数显示与输入句子或专利号相似的文献列表

· WIPS拥有自己的翻译引擎和数据库, 并根据专利文献进行了优化.

· 输入句子(英语,日语,中文或者韩语)文档/号码进行检索
· 选择技术领域-WIPO IPC的35个技术领域

· 使用统计图过滤
· 选择国家-US,EP,PCT,JP,KR,CN

· 人工智能算法的相似度评分
· 二次检索-再次基于选定的专利AI检索。

检索指令内容 

检索结果选项 : 过滤、删除重复、同族聚群和显示设置。

·WIPS Global支持使用多种语言编写检索式进行检索, 支持的语言包含英文 / 日文 / 中文 / 韩文. 同时针
对编写的检索式通过检索式编辑模式查看各个检索字段之间形成的逻辑算法.

检索式编辑模式

全文机
器翻译

发明内容细分

多国语言支持

技术领域

选择国家

图形过滤

二次检索

相似度评分

句子/文档/号码

删除重复, 同族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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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S Global 主要特色各种预览方式

简易查看

双页预览 – 对比查看

·  根据用户的不同操作流程, WIPS Global提供不同的预览方式以便缩短工作时间. 简易查看可以快速预
览大量的专利.

·    简易查看可以快速预览下一篇文献并捕捉重要信息. 如申请人, 摘要, 代表图和主权利
要求等信息.

·两个不同的文献在同一页上显示的方式方便用户对比两个文献的权利要求, 说明书和附图等详细信息.

•权利要求
•说明书
•附图

附图

原始PDF

权利要求对比

双页比较附图

分类标签和文献备注

高亮显示和标签功能

A.I.(人工智能)  WIPS Global 主要特色

·    WIPS检索系统应用了人工智能. 使用人工智能的功能有无效化检索, 词云检索和化学式检索等. 通过使
用AI算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时间效率.

无效检索
当用户使用我的列表时, 可以添加关注的关键字
并选择关键词的重要程度, 则WG会按用户的操
作重新排列检索结果列表.

词云检索
A.I. 智能分析检查列表和文献. 它会自动显示更
重要的关键字并去掉专利文献中的常用关键字.

化学式检索 
通过化合物名称和文献找到所有包含该化合物
的文献后, WG将自动显示相关的化合物结构图, 
并且显示该结构图时, AI人工智能启动而自动删
除一些杂音.

人工智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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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S Global 主要特色深层分析

智能分析- 强大的统计分析系统
·智能分析是一种可视化的统计分析功能, 用户可以在智能分析菜单中执行各种统计分析.

智能分析  专利概况分析

IP 竞争力分析
IP 竞争力分析 (技术性 v.市场性), IP竞争力分析 (技术性 v.市场
占有率), 专利活动指数 (AI)

主要申请人
从申请人的角度进行各种分析。 
申请人排行、合作申请人、申请人各国家分布,、申请人技分布

•添加目标
•我的申请人

2维分析

利概况分析
提供各种视图

WIPS Global 主要特色各种预览方式

详细查看

关联申请 同族时间序列表–一次性检索到
所有同族专利

·    包含单篇专利的所有信息. 如书目, 权利要求, 说明书, 法律状态, 专利评估, 审判及诉讼信息. 同时可以
执行权利要求分析, 引用分析和同族分析功能.  

·    可以了解单篇专利的原始申请到续案及分案等发
展流程.

·    按时间顺序显示一篇专利的所有同族信息并提供
时间序列图, 统计信息及同族专利国家和法律状
态等.

详细查看

细分菜单

申请历史

专利评估等级

分析功能
权利要求分析、引用分析、同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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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S Global 主要特色高级信息

审判信息

美国诉讼

·WIPS Global提供审判和诉讼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字段检索相关内容.

·用户可以查看所有美国诉讼进展情况.

检索结果

美国诉讼检索菜单

预览方式选择 :
审判清单 / 专利清单

细分类型

检索结果 : 子统计, 检索结果筛选, 诉讼分组

详细检索菜单 :
•联邦法院 

•ITC (国际贸易委员会)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WIPS Global 主要特色深层分析

权利要求分析

引用分析

·    一篇专利一般包含多个权利要求并随着专利文献的状太变化而变化, 所以需要迅速了解每篇专利从申
请到公开及授权过程中的权利要求变化是一个繁杂的过程. WG通过系统自动生成权利要求关系图并提
供权利要求变化的内容, 有助于客户迅速了解逻辑关系图及权利要求变化. 

·    勾画出引用和被引用的关系, 区分自引和他引, 提供文本模式和图形模式的预览方式.

·  引用矩阵图  
   引证阶段 (B3~3), 时间轴显示和高亮显示

构成要素分析
 通过权利要求构成要素分析功能可以方便分析权利要求内容, 

并且可以使用备忘录进行技术分类.

自动形成权利要求树

权利要求分析及
用户自定备忘录

权利要求分析  
·权利要求树
·构成要素分析
·权利要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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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S Global 主要特色IP 专家中的 A.I.

无效检索
·  想要无效一篇专利时, 通过WG无效检索可以迅速找到可以使其无效化的证据材料.
     用户只要输入目标专利授权号, 就可以快速找到相关的证据材料. 此方式按无效工作流程按顺序提供优

先证据材料.

检索结果
WIPS GOLOBAL系统自动分为3个阶段提供证据材料. 它分为引用的
参考文献, 推拿参考文献和其他参考文献. 用户可以根据工作流程按
标签的前后顺序查看证据材料.

我的列表
我的列表用于根据用户设置的关键字快速查看文档. 根据所选关键字, 
将重新排列搜索列表的顺序.

引用矩阵
可以查看每篇专利的引用关系并了解同族专利的引用情况和在哪个阶

段被引用等相关信息. 

输入目标专利授权号

WIPS Global 主要特色高级信息

FTO 药品检索

专利评估

·  WIPS Global提供美国FDA橙皮书信息及其相关专利清单.

·    WIPS Global提供一篇专利的专利评估总等级, 是以专利性, 技术性和可以利用性为指标进行了评级.

·    检索结果列表中可以查看专利评估
总等级, 而且可以通过过滤器按评
估等级进行筛选.

FTO药品检索字段

免费实施的专利清单 : 该清单显示将在3年内到期的药品专利 

详细查看中的专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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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专家中的 A.I. WIPS Global 主要特色

化学式检索 
·用户可以检索混合化合物名称或者绘制化合物结构图, 还可以同时查看包含该化合物的专利内容. 检索

过程中融入了AI智能分析技术.

选定混合化合物的专利检索清单 详细查看中的化合物检索
化合物检索中的附图有两种, 一种是文献内包含图像的化合物,  
另一种是文献内的所有化合物 (即说明书内包含化合物名称和
WIPS数据中的化合物名称匹配时也变为结构式进行搜索.)

•同一化合物检索
•结构式检索

绘制结构或使用名称

检索结果
 选择目标混合化合物

检索菜单  
·结构式检索
·化合物名称检索(IUPAC 名

称, 化学名称, CAS 号码, 
InChi Key)

查看专利

WIPS Global 主要特色IP 专家中的 A.I.

词云检索
·    针对某一企业或者某一领域希望快速了解相关企业的重点技术或者重点发展方向, 则WG词云检索可以

通过系统自动生成选定专利的重点关键字并显示, 而迅速了解相关技术或者企业的重点发展方向.

选择关键词及其列表 

关键字地图

每个申请人的关键字
和常用关键字

关键字过滤菜单深层分析 

•对比分析
•关键字组合

对比分析
通过关键字及其颜色确定竞争对手的密集研究领域和共同研究领域.

关键词组合
从地图中选择关键字并再次重组.

关键字重新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