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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提出专题专利预警平台建设方案，旨在为长期的专题跟踪预警分析、专题数据再
利用等工作提供一种解决途径。[方法]平台集成开源代码平台和工具（DSpace、OpenRefine、
ECharts、Vosview 等）并开发实现了对专题数据的存储、跟踪、分类、清洗、分析、管理
等功能。[结果]研究选择极紫外光刻技术专题进行应用实践，测试并解决实践过程中的细节
问题，且验证了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局限]目前的专题专利预警平台数据
处理全自动化、数据分析指标化、内容挖掘的关联实现等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结论]专题
专利预警平台所实现的功能，对于在技术研发生命周期内进行技术专利及时跟踪预警并分类
管理有着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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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Patent Early Warning work,
this paper proposed a Realization of Subject-Based Patent Early Warning System, providing a way
to long term project tracking, early warning analysis, data reuse and so on. [Methods]
Subject-Based Patent Early Warning System integrated open source system and tools (DSpace,
OpenRefine, ECharts，Vosview, etc.) and developed the function of data storing, tracking,
classifying, processing, analyzing and so on. [Results]Choosing 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as
a subject, a patent early warning system demo was constructed.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has been verified by the demo system. [Limitations ]Some techniques as data
processing automation, data analysis indicators, content mining need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Conclusions]With the importance to build patent success in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 system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to track and utilize patent information.
Keywords： subject-based system patent early warning system cons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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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专利信息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创新活动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专利预警通
过检索和分析专利信息，对可能面临的专利风险进行研究和预测，从而支撑应对
策略[1]，专利预警的相关利益主体大至区域国家小到研发团队。在技术创新和产
业发展生命周期中，利益主体需要及时敏锐的捕捉相关专利信息，分析和预测专
利风险并做出风险应对。
由于贯穿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生命周期专利风险是动态变化的，利益主体
针对特定创新专题进行专利预警工作是有时效性的。从专利检索到专利分析，从
风险捕获到风险评估，人工专利预警工作无法实时监测专利信息，过程专利数据
往往仅实现一次性利用，这些弊端阻碍了专利预警的时效性及专利数据的再利
用。专利数据作为专利信息的主要载体，在专利预警工作中的有效利用至关重要。
在数字化的今天，网络日益成为科技交流和传播最重要渠道，利用网络平台及时
跟踪专利信息实现专利预警有着现实的意义。
笔者在使用和调研目前国内外相关系统平台中发现：1)专利分析平台,可较好
的满足单次专利分析需求，但对于专利预警来说功能较为分散，有些平台可实现
部分预警分析的功能，但是存在专题创建不灵活、定制化程度不高、或者无法实
时跟踪等不同功能缺失。如，Thomson Innovation 平台可以通过创建预警实现某
个专题的数据跟踪但无法进行数据清洗、分类管理等。Orbit 分析平台可以通过
创建工作文件夹对固定专利数据集进行数据清洗、分析但无法实时跟踪、分类管
理。2)企业竞争情报系统，基本遵循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服务的逻辑框架，
数据源庞杂非结构化信息占据主力，但专题专利预警的针对性不足，并不重视多
来源数据的清洗。如，谷尼竞争情报系统对各种信息源进行全面整合和利用，综
合对比提供企业竞争情报资讯，但是对于技术研发创新来说信息过于庞杂。3）
自主建设平台，根据专利管理体系、专利情报分析体系、专利信息价值体系等自
主建设相关平台，如，中科院计算所开发的专利价值分析与评级电子系统从专利
价值评估、发明人自评、专家评审等角度进行建设与实践。
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一个实现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实现方案，该平台根
据利益主体对技术创新及管理的具体需求建立，并有效结合专利情报分析流程，
可实现技术或产业链各环节的定制化的专利分类管理和预警，数据主体既可以是
整个行业的专利数据集合，也可以是某一具体产品或技术的专利数据集合。在功
能上，利益主体利用该平台可以形成专题专利数据集、分类管理研发关键技术、
监测最新技术发展动向、了解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等实现专利预警分析及专利数
据的再利用。在技术上，本研究基于该方案集成开源代码平台和工具并开发实现
专题专利数据的存储、跟踪、分类、清洗、分析、管理等功能模块，大大节约了
系统开发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2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建设方案设计及实现
专利数据作为专利信息的主要载体，也是专利预警工作的主要分析对象。专
利数据的开放性为本专利预警平台的采集、整理、加工提供了实现基础。专利预
警需要全面及时跟踪专利信息，专利数据的开放资源众多，不同的资源的元数据
及内容格式并不统一。专题专利预警平台需要通过对研发专题的定制实现专题数
据的自动采集，从不同的专利信息资源中，匹配制定内容且结构化抽取专利元数
据信息，且实现本地存储。专利预警平台需要通过统一定制的元数据实现不同来

源专利数据的归一化并可通过设置专利数据的唯一项进行数据去重，具备数据处
理功能实现内容格式的统一性，从而帮助利益主体实现专利信息的动态捕捉、跟
踪，并为预警分析提供良好的数据质量。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功能框架如图 1
所示，基于这一框架重点完成预警平台的五项功能：专题定制、数据采集、自动
分类、数据处理、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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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功能框架

“专题定制”指的是对需要预警的目标进行定制，通过制定完善的检索策略
实现专题定制。在制定检索策略之前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如专题领域调研，
主题词多样性调研，目标专利资源预检索，检索策略调整修正等，检索策略的完
备性直接影响后续跟踪数据的有效性。利益主体通过专题定制实现所需专题的个
性化跟踪预警。
“数据采集”指的是定期对目标专利资源进行采集，构建一系列可分布部署
的网络定向采集器来实现对目标专利资源的精准采集[2]。数据采集阶段将目标专
利资源的元数据项进行归一化处理，实现不同来源数据的描述统一化，并通过专
利数据唯一项进行数据去重。利益主体通过数据采集实现定制研发专题的实时跟
踪，如图 1 所示。
“自动分类”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定制化分类处理。通过制定完善的匹配策
略实现主题分类管理，对于每一条采集下来的专利信息进行主题识别，并被自动
分配到相应的主题分类里，同时实现专利信息的自动标引。利益主体通过自动分
类实现定制专题的分类跟踪及管理，如图 1 所示。
“数据处理”对采集到的专利信息进行数据处理，包括数据清洗、格式处
理等。专利信息资源的多元化导致著录格式不统一，数据采集阶段对元数据进行
了归一化命名处理，但采集到的专利信息著录规则存在多样性，数据处理阶段的
目的之一便是将著录格式统一化。未经清洗的数据普遍存在命名不规范，如 IBM
公司可能存在 IBM、IBM Corp.、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各种形式的写法、且存在下属公司、各地区分公司以及其他法人机构，如不进行
数据清洗加以规范，针对申请人的跟踪预警分析则失去准确性，数据处理阶段的
另一个目的便是实现数据清洗。利益主体通过数据处理规则的保存实现规范有效

的预警信息。
“数据分析”提供面向利益主体的自动预警分析服务。通过上述一系列工
作，数据分析阶段呈现包括重点机构的跟踪、重要发明人的揭示、热点主题的揭
示等服务，同时利益主体可根据需求实现多角度的分析，深度发掘预警信息，如
图 1 所示。

3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关键技术实现方法
根据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功能框架，本研究基于开源软件 DSpace[3][4]（4.2
版本）进行扩展开发，并集成开源软件 OpenRefine、ECharts 及 Vosview 实现相
关的功能。DSpace 是基于 Java 开发的开源系统，其具有完善的元数据定义、数
据的本地化分层存取、数据的索引与检索，成为专题专利平台开发建设的首选系
统。基于 DSpace 的元数据功能，专题专利预警平台对监测的目标数据字段进行
统一规范。DSpace 的社群（community）和集合（collection）为专题专利预警平
台的分类管理提供了技术实现基础。为了实现更加准确的预警分析，专题专利预
警平台需要对采集后的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OpenRefine[5]的数据处理功能及开
源性成为实现数据处理功能的首选，平台集成 OpenRefine 实现了对采集数据的
清洗、处理以及处理规则的保存。DSpace 系统提供一维的统计分析，平台通过
二次开发实现自定义多维组合分析，从而拓宽预警深度及广度，并集成 ECharts
及 Vosview 实现分析可视化，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技术框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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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技术框架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建设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点是数据的定制化采集、自动
分类、数据清洗、数据分析等四个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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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关键技术实现流程

3.1 数据采集
为了实现全面的监控，目标专利数据可能来源于不同的专利信息网站，网页
的内容结构差别较大，同时网站的更新升级也会导致网页结构的变化，这对系统
的适应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专利预警平台需要具备灵活的分析能力，针对目标
专利信息资源的网页内容进行自动分析并采集，把采集的数据按照事先定义好的
元数据进行本地化存储。系统主要采用 apache 的 httpclient 模拟浏览器的功能：
1） 采用单例模式封装 HttpClient，并利用 Double Check 解决在多线程采集
时，创建多个实例的问题，如图 3 所示的初始化模拟浏览器。
2） 利用 httpclient 模拟浏览器，实现采集功能。不同的专利信息网站的检索
规则有所差别，将事先定制好的检索策略按照目标专利信息资源网站的检索规则
进行检索式配置，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将会根据配置的检索式进行数据检索，实现
过程与人工检索相似，如图 3 所示的加载采集规则。
3）对采集的 html 格式数据采用 jsoup 组件进行提取，通过配置 html 元素选
择器与 DSpace 的元数据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从而把专利信息内容按配置好的元
数据格式存储到本地，如图 3 所示的按配置的元数据规则提取数据。

3.2 自动分类

为了实现技术或产业链各环节或行业各分支的分类管理和预警，专利预警平
台的自动分类预警功能是必要的，本研究中采用分类配置实现自动分类管理。分
类配置信息采用 xml 的方式进行存储，并与 DSpace 中的社群（community）和
集合（collection）进行关联，从而实现数据的分类存储。首先通过社群（community）
进行实现技术或产业链各环节或行业各分支的预定分类设置，便于专利预警平台
的前端展示。其次通过集合（collection）进行存取分类定义，即对每个存取分类
设置匹配规则，从而使采集到的数据根据定义规则进行分类存取从而实现专利数
据的自动分类。自动分类的实现利用了 DSpace 强大的搜索功能，对于符合预设
分类规则的数据，利用 DSpace 的内置应用程序接口，移动到相应的集合
（collection）里去，如图 3 所示的根据自动分类规则重新分类存储。

3.3 数据处理
尽管数据采集阶段进行了元数据统一化处理，但是各信息网站的数据仍存在
著录格式不统一，内容表达不统一等，使得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数据处理及清洗
功能必不可少。数据处理开源工具 OpenRefine[6]迎合了需求，但是 OpenRefine
的数据清洗是不可以重复的，一次的数据处理过程，不能作为模板进行下一次数
据处理，需要对其进行二次开发，实现数据清洗模板化，以便对更新的监测数据
自动进行相同数据处理，从而避免了重复工作。
OpenRefine 是基于项目的数据处理，内部的处理记录是针对数据的变化，并
没有对操作步骤进行记录，因此不能作为通用的数据处理规则。经分析发现
OpenRefine 的数据处理是基于命令的模式进行的，也就是每个操作都是一个命
令，这样只需要对每个命令操作进行持久化存储，就可以记录 OpenRefine 的操
作步骤，然后再针对存储的操作步骤，针对不同的数据进行回放操作，就实现了
利用 OpenRefine 进行数据处理的模板化，如图 3 所示的数据处理。

3.4 数据分析
经过采集、分类、清洗等过程专利数据已优质的分类存储在专利预警平台中，
实现专利数据的及时跟踪。专利预警平台需要数据分析来深度发掘专题专利信息
达到多维预警效果。DSpace 系统可实现一维专利数据分析，如对机构、发明人、
时间等一维统计分析，为了增强专利预警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使其可以进行多
维组合分析，本研究进行了二次开发。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利用 solr 的 facet 功能作为数据分析的开发基础。一维统
计分析可直接利用 solr 的 facet 功能，系统开发元数据显示选择功能，从而实现
前端界面定制化显示。实现定制化组合分析[5]，首先需要确定分析维度。其次在
系统实现上，针对第一维度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基于统计出的数据子集与第二维
度进行组合分析。例如进行主要机构的趋势分析时需要确定分析组合是机构和年
份，分析时需要对机构进行 TOP 查询，取出 TOP 机构的子数据集，然后针对该
子数据集利用 facet 的统计功能，分析其年度数据（可以指定时间区间或离散值），
最后利用系统集成的 ECharts[7]进行组合分析可视化，如图 3 所示的数据分析。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对内容的文本挖掘进行了初探，集成 Vosview[8]进行主题聚类
分析，但目前的聚类与数据的关联性不足，也是下一步工作待解决的问题。

4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应用实践

本节以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预警平台建设实践为例，对本文提出的专利预警
分析平台的实现加以说明，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预警平台可实现极紫外光刻技术
专利数据的自动采集、实时更新，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并且结合极紫外光刻技
术的实际需求，实现了自动分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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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预警平台首页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根据专利数据特征制定了统一的元数据规则（适用于不同
来源的所有专利数据），如图 5 中名称、元数据 element、元数据 qualifier 等对
于所有专利数据都是统一的。不同来源的数据需要配置针对性的 html 元素选择
器，从而将其与本平台的元数据对应。如图 5 所示，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预警平
台针对来源于 freepatentsonline 的专利数据所进行的元数据配置，从而实现平台
数据结构的统一化。平台通过专利申请号即“Application Number”作为唯一标识
进行数据去重处理，在此阶段原始待采集数据 7356 条，进入系统去重后的数据
为 5787 条。平台实时监测更新数据在首页最新提交模块呈现，实现预警跟踪。

图 5 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预警平台的元数据配置

根据极紫外光刻预警平台的分类跟踪、管理需求（如图 4 所示），对各分类
配置相应规则（如图 6 所示），从而实现专利数据的自动分类，对于规则无法识
别的数据可通过人工判读进行补充。极紫外光刻技术的分类管理可在首页实现导
航（如图 4 所示）。

图 6 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预警平台的自动分类配置

良好的数据是得到精确专利预警分析结果的基础，完成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
数据采集之后，通过本平台的数据处理功能进行数据清洗，得到统一的、规范的
数据。如图 7 所示，未经处理的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数据中，尼康公司拥有的专
利数量为 148 件，经过处理后其数量变为 266 件，可见未经处理的数据会误导专
利预警结果。本专利预警平台的数据处理过程会自动保存，如图 7 所示，以便后
续实时更新数据的再处理。

图 7 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预警平台的数据处理过程

经过数据处理规则的制定，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预警分析平台已经可以很好
的实现自动采集、分类管理、实时更新，并具备良好的预警数据。接下来，通过
平台的分析功能实现了极紫外光刻技术的专利预警分析，且分析结果可以通过灵
活的定制在平台首页展示，实现导航。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预警平台首页提供了
专利申请时间、专利申请人、专利发明人等的预警分析导航模块，如图 4 所示。
正如文章 3.4 节所述，本平台可实现二维组合分析，平台用户可根据具体需求自
由组合进行二维分析并可视化，如图 8 所示。

图 8 极紫外光刻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随时间变化趋势分析示例

极紫外光刻技术专利预警平台的建设过程表明“专题专利预警分析平台”，
可以定制化实现专题的专利数据采集、分类、跟踪、分析，并提供了优良的预警
分析数据结果。

5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后续工作
专题专利预警平台建设方案为需要进行专题长期跟踪预警分析、专题数据再
利用的专题研究、专题管理、专题情报等工作提供一种可行的定制化解决途径。
本文针对专题专利预警平台的建设方案、技术实现进行了阐述，并基于“极紫外
光刻专利预警分析平台”的建设过程进行了分析实验，验证了专题专利预警平台
建设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基于这一思路开发的“专题专利预警平台”还存在需
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如：基础平台的优化，数据处理的全自动化，数据分析的指
标化，内容挖掘的关联实现等，这也是未来在实践应用中需要提升和探索的工作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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