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錄

開始使用 4

Quality Insights 能為您做甚麼? 4

相似前案: 4

檢索結果和申請歷程文件: 4

請求項剖析 4

如何進入 Quality Insights 5

檢索 5

購買 6

退款資訊 8

購買歷史 8

QI 分析報告 9

QI 分析報告包含了甚麼? 9

總覽 12

事件歷程 12

同族當前狀態 15

引證前案 15

請求項剖析 17

同族前案 19

二階引證 22

相似前案 25

申請歷程文件檢索 27

訣竅 28

如何儲存How to Save Prior Art References 28

頁面瀏覽功能 30

可列印 30

全選 30

加入專案 31

2



比較 32

匯出 34

下載 35

詞彙表 36

現有技術專利號後的星號 (*) 和雙星號 (**) 36

家族現有技術 36

現有技術的有效期限 36

現有技術的資格 37

預計到期日 37

事件日期 38

事件描述（和事件代碼） 38

法律基礎 38

當前狀態 39

拒絕次數 39

原專利權人 40

專利家族 40

專利現有技術 40

美國專利的優先權 40

可專利性/可被核准的修改的原因 41

相關程序/授權後程序 41

二次引證 41

語義相似度 43

3



開始使用
Quality Insights 能為您做甚麼?

Quality Insights 為一鍵式解決方案，利用高品質數據分析自動化的前案整合功能助您發掘所有專
利有效性問題，品質，相似前案，審查歷史和再審/複審程序的資訊。

Quality Insights 中的數據包括：

檢索結果和申請歷程文件:
A. 審議過程總覽包括申請歷程文件、審查意見、個人意見陳述、核准審定書
B. USPTO 美國專利商標局再審/複審程序事件概要和申請歷程文件包括:

a. 繼續審查請求(RCE)、個人意見陳述(REM/CLM)、發出專利權確認通知、再審查證明
，其中包含單方再審查(EPR)、多方再審查(IPR)。

b. 請願書、答辯/申復及判決、立案決定書、多方再審查最終判決書、涵蓋商業方法
(CBM) 專利複審、獲證後復審 (PGR) 程序資訊。

C. A 項中審查意見以及 B 項中的請願書。

請求項剖析
A. 請求項剖析由系統的演算法辨認審查歷程以及再審/複審程序事件中所揭露的關鍵字，並
且提供請求項比對功能。

B. 此功能幫助您了解專利請求項的結構問題以及了解專利獲證的關鍵。
C. 請求建構更能幫助您有策略的執行前案檢索，將資源專注在重點技術。

相似前案:
A. 系爭專利在 USPTO 美國專利商標局審議過程中被審查委員提出過的相似前案專利和再審

\複審程序中被提出過的引證前案。
B. 二階引證: 引證 A 項中提到的專利或被 A 項中提出過的前案引證的專利皆為二階引證。
C. 系爭專利中引用過的美國或他國家族專利，尤其是未被對方准許的引證。
D. 通過語義相似性進行排序的美國專利，包括比較系爭專利與相似前案的專利請求項中的
共同概念（相關關鍵詞）。

Quality Insights 提供您有效率的前案檢索解決方案i，讓您不再需要耗費大量人力資源以及時間。
使用我們得一鍵式解決方案讓專利有效性檢索和和品質剖析便得輕鬆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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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入 Quality Insights
您需要三個步驟取得 Quality Insights

檢索
1. 請輸入您欲執行有效性檢索的專利號碼再點選「檢索」。

2. 您可以在檢索結果頁面預覽法律狀態和專利資訊，選擇您想要訂閱的專利號碼再加入購
物車內。

a. 點選專利號碼預覽法律狀態。
b. 若某專利還未有資訊可以查看您可以點選「更新並通知」 ，您將會在數據更新的 12
小時內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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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
選取您欲訂閱的專利報告後，請參照以下步驟完成購買。

a. 在「檢索結果」頁面中，請點選「購買」。.
b. 您將會被導入至帳戶頁面，請確認您欲購買的專利號碼正確，再點選「繼續」。.

1. 在付款頁面上，請輸入您的信用卡和發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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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拉頁面到「付款」頁面的底部。 閱讀並勾選服務條款和隱私政策聲明的複選框。 然後，按「訂購完成」。

5. 恭喜您！ 您現在可以開始使用您所選購的專利 Quality Insights 分析報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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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資訊

請注意，Patentcloud 的訂閱服務不予退款。

購買歷史

您的購買記錄可以在您帳戶的「帳戶管理」中查看。請按照以下步驟訪問您之前購買的商品。

1. 點擊「帳戶」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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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帳戶管理」頁面後，在頁面左側按「已啟用項目」，您將看到您的Quality Insights 訂閱資訊。

QI 分析報告
QI 分析報告包含了甚麼?

不論您是否有購買 QI 分析報告，檢索完成後您將會被導入至「檢索結果」介面。在此頁面您可以
預覽以下資訊；例如，申請號碼、專利名稱、核駁次數、公開/公告日、標準/當前專利權人，及相關
再審/複審程序事件。

一旦您購買完成後，您便可以「檢視」分析報告，該報告的有效區間為您購買完成日起算一年。

恭喜! 您現在可以汲取以下數據，幫助您快速掌握系爭專利有效性概況，包括所有與品質相關的
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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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覽包括三項重點摘要:事件歷程、同族當前狀態和引證前案。

● 事件歷程摘要以時間横軸方式呈現事件歷程，包括審查、再審/ 複審程序的事件
紀錄以及相關重要事件之專利引證前案。

● 同族當前狀態以條狀圖摘要所有同族專利當前法律狀態其中包括放棄、有效中、

申請中及其他法律狀態。

● 引證前案以條狀圖整理所有有效引證前案總數，除了審查和再審/ 複審前案外，亦
包括同族前案、二階引證、語意相似前案等。

2. 請求項剖析從請求項的元件層級跟比對文件的審查理由段落，快速分析高風險專利的請
求項當中還有哪些技術元件並未被比對文件所涵蓋。

3. 家族前案列出所有家族成員審查中、再審 (Reexam) 中、複審 (IPR/CBM) 中，及獲證後複審
(PGR) 中依據美國專利法 35 U.S.C § 102/103 被提出的引證前案以及相關非專利文獻。

4. 二階引證包含與前案相關的引證資訊，例如前案和系爭專利相關前案。Quality Insights 內
包含三種二階引證，其定義分別如下，

Second Degree Art includes relevant prior art derived from First Degree Art, ie. prior art and
subsequent art of the patent at issue. Three types of Second Degree Art, which are prior art’s
prior art (backward - backward,) prior art’s subsequent art (backward - forward ), and
subsequent art’s prior art (forward -second).

5. 相似前案包含語意相似度最相關的 300 件美國、歐洲、日本、中國、韓國及 WIPO 專利，並
根據專利摘要及請求項的相關性排序。

6. 申請歷程文件檢索提供您再審/複審程序中主要歷程文件的關鍵字檢索頁面，申请歷程僅
涵蓋主要申請歷程文件，包括：審查意見 (CTNF/CTFR)、申請專利範圍 (CLM)、申請人意見陳
述 (CLM/REM)、核准審定書 (NOA)、期末拋棄 (DIST) 、繼續審查請求 (RCE)、再審查或專利複
審案件中的請求書/請願書、立案決定書、專利權人的答辯/意見陳述，以及再審查證明/最
終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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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
總覽頁面包含以下資訊:

1. 事件歷程
事件歷程下的數字代表直至今日在審查歷程和再審/複審程序中所經歷過的事件總數。以
下範例專利 US9606907B2 在審查過程中經歷過一項繼續審查請求 (RCE) 以及四項多方復
審 (IPR) 事件。時間軸的圖像設計讓專利生命一目瞭然，下圖中您可以看到專利的申請日
為 2013/08/20，公告日為 2017/03/28，預期屆滿日為 2030/07/05。

每件歷程的重大事件也在時間軸上被特別標記出來，以 690 專利為例您可以看到在審查
歷程中該專利提交過繼續審查請求 (RCE)以及期末拋棄 (Terminal Disclaimer)。而多方復審
IPR2018-00362 及 IPR2018-00363 則是已進入最終階段。

下方時間軸中審查歷程以及再審/複審程序事件中的官方審查意見書 (OA)以白色與藍色的圓圈標
記發生的時間點，只要將滑鼠拖曳至點上方您便可以知道該審查意見書發生的時間點，值得注意

的是藍色的標點為核駁文件。

若事件歷程的標點聚集在同一個區域上難以辨識，請拖曳滑鼠圈選您想要了解更多的區間上，系

統將會自動放大該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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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成後請點選 “Reset Zoom” 系統將會回復為原始檢視大小。

您可以在歷程概要中取得與申請歷程文件相關的官方審查意見書 (OA)，以及在「專利引證前
案」欄位看到被審查委員以及請願人以  § 102 和 § 103 為法律依據提出過的引證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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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審查意見(CTNF/ CTFR) 請點選「理由」，「理由」旁的數字代表在法律依據下，被審
查委員以及請願人成功核駁的請求項。您可以點選「專利引證前案」下方的專利號碼進入全

文頁面，了解資訊如當前專利權人和當前狀態。

每項官方意見審查書皆有相對應的審查文件，不論是 審查意見 (CTNF)、個人意見陳述 (REM)
還是核准審定書 (NOA)，Quality Insights 都提供您. pdf 全文及可檢索內文，兩種檔案並排顯
示提升您檢索的簡易度。使用「螢光筆」標記關鍵字幫助您快速找到全文相對應段落。

若您欲瀏覽原始文件，請點選「 隱藏 OCR」，再點選放大縮小鍵控制瀏覽範圍。若您欲下載或
列印該文件，請點選右上角相對應的圖像，您也可以設定書籤後晚點再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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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族當前狀態

同族當前狀態以條狀圖摘要所有同族專利當前法律狀態其中包括放棄、有效中、申請中及其他法

律狀態。

在下圖中您可以看到系統預設「放棄」的專利家族優先顯示，US9606907B2 的家族成員
JP2012-533793A 已經放棄申請，欲了解放棄日期和原因請點選專利號碼。想要了解其他法律狀態
下的專利家族成員，請點選相對應的條狀欄。

3. 引證前案

引證前案以條狀圖整理所有有效引證前案數，包括「核駁引證前案」、「同族前案」、「二階引證」、

「相似前案」。下圖中您可以看到 US9606907B2 的引證前案摘要，其中包括 23 項 「核駁引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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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287 項「同族前案」、18 項「二階引證」及  244 項「相似前案」。想要了解前案細節請由頁面上方
的欄位切換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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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剖析

本表以百分比的方式，呈現了每個請求項是否在審查歷程（或再審/複審程序）中所揭露過的被引
證前案。這些數據表明前案對於可專利性以及請求項的範圍的潛在影響。您可以選擇請求項並點

擊「確認」以檢查該請求項的狀態，更可以比對請求項之間的差異。

表格中請求項的百分比是以請求項技術特徵數量為基礎，對於審查委員（或第三方）於文件中認

定有對應到引證前案的數量而計算的。例如，權利項 #1.05 擁有兩項請求項技術特徵，其中一項
被 US20090248969 揭露，該揭露比例則顯示為 50%。
您可以直接點選該權利項的編號或是揭露比例查看引證前案、審查歷程文書內容以及審查意見。

「單一前案揭露比例」及「多個前案揭露比例」二欄，進一步量測揭露程度所使用的引證前案:

● 「單一前案揭露比例」所有請求項技術特徵皆完全僅由一個引證前案揭露

● 「多個前案揭露比例」請求項技術特徵由一個引證前案所揭露。

若特定請求項的「單一前案揭露比例」及「多個前案揭露比例」皆為 0%，代表該申請歷程文件並沒
有包含任何與該請項有關的前案。這將使得找到能成功無效該專利的前案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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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需要勾選請求項再點選「確認」便可以取得關於該請求項在審查過程中被揭露過的引證前案

的分析。

左側的請求項技術特徵中，系統已自動辨認重點技術關鍵字並顯示為紅色或藍色，紅色表示審查

文書中揭露的關鍵字， 藍色表示審查文書中未揭露的關鍵字。您也可以透過點擊請求項的數字標
記輕鬆的切換並察看各請求項。

右方的審查歷程文書內容中包含「引證前案」以及「審查歷程文書內容」。若您想要查看審查歷程文

書原文請點選右上角的 20151123-CTNF ，您也可以使用「篩選」功能進一步篩選出您欲檢視的技
術特徵或是法律依據的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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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族前案

在同族前案中您可以找到以下的專利家族的資訊: 家族專利號碼、專利名稱、法律狀態、公開/ 公
告日、申請日以及再審/複審程序事件。

在左上方列表中您可以看到進階功能「全選」、「加入專案」、「比對」及「匯出」讓您進一步使用數

據。

法律狀態欄位為專利的當前狀態，US, CN, EP, JP 和 WO 的專利當前狀態都以專利局的審查/ 維護
費用繳費狀態以及 INPADOC 的數據為依據。法律狀態包括了審查中、有效中及放棄申請。其他專
利局的專利只會顯示公開或公告兩種法律狀態。

專利家族摘要也可以在總覽中的同族當前狀態中看到相關資訊。

點選上方的下拉目錄您可以點選「引證: 專利文獻」和「引證: 非專利文獻」，在此頁面您可以找到
系爭專利的相關前案，尤其是在審查中未獲批准的國外相對應的引證專利。

「出處」欄位條列引證前案的系爭同族專利，且在申請中放棄的同族專利將會標示 "A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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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中、再審 (Reexam) 中、複審 (IPR/CBM) 中，及獲證後複審 (PGR) 中依據美國專利法 35 U.S.C §
102/103 (非美國案則為 X/Y) 的引證前案，將標示 「*/E/I/P」「102/103」(「X/Y」)。例如：「*102」(「*X」)
表示申請歷程中的 §102 引證前案。

「相關舉發」欄位中包含了專利家族成員引證過的前案，若家族成員在申請歷程中放棄該專利則

會顯示為 "ABAN"。

想要快速找到家族成員的相關前案，請在搜尋欄中填入 “*102” 、 “*103”或“ABAN”

Quality Insights 的閱覽模式除了 list view 外，也提供了 grid view讓您同時可以瀏覽專利的圖片以
及摘要，讓您能夠快速地找出最相關的專利。

19



20



二階引證

二階引證提供在審查過程依據美國專利法 35 U.S.C § 102/103 被引證的前案資訊，相關前案的引
證資訊可以從總覽中事件歷程找到相關資訊。

請注意引證前案可能會受限於 Quality Insights 中已有的資料，主要包括2003年以後獲證之專利之
引證前案。

在左上方列表中您可以看到進階功能全選本頁、全選、加入專案、比對及匯出讓您進一步使用數

據。

一階引證的頁面上您可以找到所有依據美國專利法 35 U.S.C § 102/103 被核駁過的被引證資訊，
以及根據 U.S.C § 102/103 被核駁過的引證資訊。以 US7865498 為例，您可以看到該專利一共有 13
項一階引證資訊，前八項為引證資訊而後九項為被引證資訊。

系爭專利的二階引證包含以下資訊:

1. § 102 及 § 103 的被引證資訊以及該資訊的被引證資訊(只限於系爭專利的美國專利局申請
號，您也可以在總覽頁面找到專利引證前案的資訊)(被引證前案的被引證前案)

2. 系爭專利已 § 102 及 § 103 的被引證資訊為引證前案，您可以在總覽頁面找到專利引證前
案的資訊(被引證前案的引證前案)

3. 系爭專利的引證前案中屬於美國專利局的前案資訊(引證前案的被引證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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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以下圖片了解以上不同二階引證的關係:

您可以從列表中選擇要檢視一階引證或是二階引證，並利用以下的資訊幫助您迅速獲取您所需

的資料:

1. 前案適格性:

初步評估二階引證在 35 USC § 102 下的適格性。

2. 專利名稱

專利名稱當屬評估專利相關性最有效的方式。

3. 當前狀態

法律當前狀態可以幫助您評估二階引證前案的有效性，即

1. Legal Basis
The legal basis may help in evaluating the relevance of the second degree prior art, which is the
basis of sorting the backward/forward citations and the second degree prior art. Namely, the
backward/forward citations of the patent at issue are ranked by their legal basis when they are
considered as prior art of the patent at issue or they have the patent at issue considered as their
prior art. For example, citations under 35 USC § 102 are ranked in advance of citations under §
103;  Similarly, second degree prior art are also ranked by their legal basis when they are
considered as prior art of backward and forward citations of the patent at issue, or they have the
backward citations the patent at issue considered as prior art.

以專利 US7865498B2 為例，有 67 項二階引證前案被列出，但其中幾項並不具前案適格性基於該
專利申請日早於 US7865498B2 的最早優先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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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Insights 的閱覽模式除了 list view 外，也提供了 grid view讓您同時可以瀏覽專利的圖片以
及摘要，讓您能夠快速地找出最相關的專利。

23



相似前案
提供了摘要中語義相似度最高的前300名，包括US, EP, JP, CN, KR, WO, 並要求保護所涉專利的權
利。有關特定權利要求條款的相關專利，請參閱Patentcloud的語義搜尋。

為了避免重複對於同族前案, 二階引證, 起訴, PATB, 利用交叉引用比對來表示(請參考底下說明)。

CONS.曾經在起訴或PATB時考慮過，此專利是引用或是在PATB使用過的。

2nd:同樣也顯示在 “二階引證”

FAMI:同樣也顯示在 “同族前案”

在左上角的區域有頁面瀏覽功能，包括列印, 全選, 加入專案, 比較, 匯出的功能，有助於進一步的
應用。

除了列表示圖之外，Quality Insights 還提供網格視圖以利於幫助評估專利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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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歷程文件檢索
此頁面是該專利的主要專利檔卷，包括有：

1. 專利說明書和權利要求修正案的所有版本
此項會幫助在起訴歷史中追蹤被拒絕情況下的原始索賠文檔 (CLM) 和備註索賠修正案
(REM)。

2. 起訴歷史上的拒絕，陳述，領證通知
可以找到非最終駁回 (CTNF) 和最終駁回 (CTFR) 中已考慮的現有技術和專利的比較，也可
以容易地使用過濾搜尋權利要求條款。另外的內在證據可在起訴歷史中也可以找到領證

通知 (NOA), 放棄專利後期 (DIST), 繼續審查請求 (RCE).

3. 授權後複審中的請願，答覆，決定
複審請求中會找到有爭議的第三方在請求（請願書），查明確定（機構裁定），專利所有者的

評論（或答覆）和證書（最後決定）和現有技術與專利的比較（IPR, CBM, PGR 專利評論），也
可以簡單進行過濾來進行搜尋權利要求條款。另外還可從授權後程序中找到

專利範圍解釋。PTAB 專利檔卷每天會更新一次，重新檢查專利檔卷只會出現請求和重新
檢查證書時才更新。

頁面的左上角有頁面視圖功能列表，可以活用列印，全選，比較，匯出下載來進一步的利用專利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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訣竅

如何設定儲存搜尋設定
當使用Quality Insights時會遇到搜尋非常相關的現有技術。為了在使用上更方便，建議執行以下步
驟來確保使用此功能。

1. 在簡易檢索下輸入專利號，然後進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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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搜尋結果下選擇專利。

3. 在單篇專利頁面上，點擊加入專案可將此專案添加到專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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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瀏覽功能
Quality Insights 提供多樣化方便的功能

1. 可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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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出的格式如下，可以印出來也可以保存成檔案，但檔案沒有支援可連結的功能。

2. 全選
點擊全選的功能，可利用於加入專案，比較，匯出，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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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入專案
被選擇的專利可以選擇檔案夾加入專案內。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加入新的檔案夾並可以更改檔案夾名稱，另外還有筆記的功能可以為

加入的專利註明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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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較
針對選擇的專利來做互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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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個功能可以協助在互相比較不同的專利，專利清單，螢光筆，筆記。

● 專利清單可使用拖拉來將專利拉到右方的區域，來進行互相比較。

● 螢光筆可用於在兩篇專利中快速地檢索關鍵字和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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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記可容易比較不同篇的筆記和短語也可在圖上做註解。協作中的所有用戶都可

以查看所有筆記註解。

5. 匯出

點擊匯出圖示 , 會跳出視窗可選擇匯出類型或項目欄位，也可自己填入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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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Insights 可讓用戶選擇不同類型的檔案來匯出，檔案格式包括有 專利清單的.xls.csv
專利全文PDF和專利首頁PDF, 點選想匯出的選項後點擊匯出。

6. 下載
在選擇所有或部分檔案後，點擊下載可以看到下方的訊息欄。

點擊檢視狀態後，當作業完成後點擊下載，可下載檔案格式.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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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現有技術專利號後的星號 (*) 和雙星號 (**)
專利號後標記的星號 (*) 表示是102現有技術。103的現有技術的第一級主要參考文獻後標記雙星
號。例如，專利號後標記的星號（*）表示這被認為是102現有技術參考。 在對103個現有技術的主
要參考文獻（第1級）之後標記了一個雙星號（**）。 例如，鑑於參考文獻B，相關專利在參考文獻A
**之上變得顯而易見。然後，參考文獻A用**標記，參考文獻B沒有用**標記。 根據經驗法則，對第
一現有技術參考文獻的區分可能與所討論專利的相關性有關。

家族現有技術
Family Prior Art is provided as respective web links corresponding to each patent family, direct to a single
page of reference, including reference cited data (backward citation of patents), referenced by data
(forward citation of patents) and other reference data (backward citation of non-patent literature). The
reference cited and other reference data are the same as the data printed on a published patent.

系列現有技術作為與每個專利家族相對應的相應Web鏈接提供，直接指向單個參考頁面，包括引
用的參考數據（專利的反向引用），引用的數據（專利的向前引用）和其他參考數據（反向引用） 非
專利文獻）。 引用的參考文獻和其他參考數據與印刷在已發布專利上的數據相同。

現有技術的有效期限
The eligible date of prior art falls under 35 USC § 102, including Pre-AIA 102 (a), (b), (d), and (e), and AIA
102 (a). A document or a patent application shall be published or patented before the eligible date under
any of the aforementioned 35 USC § 102 to be eligible as prior art to a patent at issue.

Note that there are date of invention issues for the eligible date under Pre-AIA 35 USC § 102 (a) and (e):
Prior art is eligible if it is patented or published before THE DATE OF THE INVENTION. The eligible date
provided herein is THE EARLIEST PRIORITY DATE of the patent, which is often inferred as being the date
of invention based on public data, because swearing to an earlier priority date is usually not considered
to be proper or allowable. Please note that this inference COULD BE OVERTURNED by uncovered
evidence, such as an affidavit of inventors.

現有技術的合格日期屬於35 USC§102，包括AIA 102之前的（a），（b），（d）和（e）以及AIA 102（a）。 根
據上述35 USC§102中的任何一項，文件或專利申請應在符合條件的日期之前公開或獲得專利，才
有資格作為有爭議專利的現有技術。

請注意，根據AIA 35 USC§102（a）和（e）規定的有效日期存在發明發布日期：如果在專利發明日期之
前獲得專利或公開，則現有技術是合格的。 本文提供的合格日期是專利的最早優先日期，通常將
其推斷為基於公共數據的發明日期，因為宣誓優先日期較早通常不被認為是適當或允許的。 請注
意，此推論可能會被未發現的證據（例如發明人的誓章）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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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技術的資格
為了提供參考產生作為現有技術的資格，評估有爭議的專利The eligibility as prior art is generat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to evaluate the eligibility of a patent/patent application as prior
art to the patent at issue. The result is calculated by comparing the dates, the applicant, and the
inventors under 35 USC § 102, including the pre-AIA or AIA versions.

There are also exceptions not considered which may also overturn the result of an evaluation:

a. The date of invention issued under pre-AIA 35 USC § 102 (a) and (e);
b. The PCT priority issued under pre-AIA 35 35 USC § 102 (e); and
c. Exceptions under AIA 35 USC § 102 (a), such as AIA 35 USC § 102 (b) issues.

產生作為現有技術的資格是為了提供參考，以評估作為有爭議的專利的現有技術的專利/專利申
請的資格。 根據35 USC§102（包括AIA之前的版本或AIA的版本），通過比較日期，申請人和發明人
來計算結果。

還有一些未考慮的例外情況，這些例外情況也可能會推翻評估結果：

根據AIA 35 USC§102（a）和（e）之前的發明日期；

根據AIA之前的35 35 USC§102（e）發布的PCT優先權； 和

根據AIA 35 USC§102（a）的例外，例如AIA 35 USC§102（b）問題。

預計到期日
估計到期日期包括將支付所有假設維護費用。

估計的到期日期包括將支付所有維護費用的假設。 該日期是根據最早的生效日期加上專利期限
（例如，1995年6月8日之後申請的實用新型專利為20年）計算的，並由USPTO PAIR系統中記錄的專
利期限調整來調整。

請注意，在此估算的到期日期中，不考慮根據35 USC§156進行的專利期限擴展和終端免責聲明。

事件日期
對每個事件於複審或起訴歷史中，事件日期是從USPTO PAIR系統中相應圖像專利檔卷程序的郵件
日期開始提供，和對於在USPRO PTAB中進行專利審查的每個事件，事件日期是從USPRO PTAB系統
中相應文檔的提交日期起提供。

事件描述 (和事件代碼)
對於複審或起訴歷史中的事件，每個事件均於與USPTO PAIR系統中的圖像文件專利檔卷。

對於復審或起訴歷史中的事件，每個事件均由與USPTO PAIR系統中的圖像文件包裝程序相對應的
文檔代碼和文檔描述來定義。 和對於USPTO PTAB中專利審查中的事件，每個事件均由USPTO P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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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的規範化文檔類型和文檔標題定義，包括請願書，初步響應，機構決定，專利所有者的響

應，口頭聽證和最終決定。 。

法律基礎
法律依據可以是任何35 USC代碼，CFR代碼或從以下方面確定的拒絕原因：

● 起訴歷史的拒絕文件包裝；

● 重新審查中的請求，拒絕和決策文件包裝器

● 專利審查中的請願書和決策文件包裝器

法律基礎可以包括35 USC 101、35 USC 102、35 USC 103和35 USC112。法律基礎上也可以提供雙重
專利和相關的現有技術，這在文件包裝程序中大多被引用而沒有任何代碼。

當前狀態
a. 美國專利/專利申請的法律地位

對於任何美國專利或專利申請，其合法狀態都是根據USPTO PAIR系統中記錄的狀態數據和
維護費支付狀態計算得出的。 美國專利/專利申請的法律狀態選自待審（待審專利申請），
有效（已授予專利）和無效（放棄的專利申請，由於未付款而失效的專利或過期的專利）。

b. 非美國專利/專利申請的法律地位

對於任何非美國專利或專利申請，其法律地位均表明該專利/專利申請是已發布還是已公
開（由於數據可用性，無法單獨顯示待決或放棄）。

拒絕次數
專利起訴歷史中非最後駁回和最後駁回的數量。

原專利權人
對已公吿的專利，原專利權人是指專利發佈時的受讓人。同樣的對已公告的專利申請，原專利權

人是指專利發佈時的受讓人。對於已發布的專利，原始受讓人是指專利發佈時的受讓人。 同樣，
對於已發布的專利申請，原始受讓人是指專利發佈時的受讓人。

專利家族
專利家族由正在討論的專利具有完全相同的優先級或優先級組合的專利和專利申請組成。 USPTO
，EPO和其他主要專利局通過共同的標識（家族ID）按照上述定義在專利家族中提供專利/專利申
請。 通過上述定義，位於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專利和專利申請可能更可能要求相同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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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現有技術
專利現有技術僅包含先前被視為現有技術的專利/專利申請。 摘要表中當前沒有非專利文獻，但
是可以在圖像文件包裝器或圖像文件包裝器文檔的文本版本中找到它們。

美國專利的優先權
優先權提供有關美國專利/專利申請的以下信息:

a. 有爭議的專利：對於本身屬於Quality Insights的專利的專利/專利申請
b. 連續申請，部分繼續申請或分案申請的子類別：對於要求有爭議的專利的繼續申請，部分
繼續申請或分案申請優先權的專利/專利申請； 要么

c. 連續申請，部分繼續申請或分案申請的母公司：對於專利/專利申請，所涉專利要求連續申
請，部分繼續申請或分案申請的優先權。

可專利性/可被核准的修改的原因
審查員引用的未由現有技術公開（預期或顯而易見）的權利要求的要素。 起訴歷史中的允許通知（
NOA）和重新審查中的意圖發出重新審查證書（RXNIRC）中提供了可授予專利權或允許的主題的原
因。

相關程序/授權後程序
USPTO中專利相關的授權後程序，包括單方複審（EPR）, 多方複審，補充審查，多方複審程序，商業
方法過渡期複審，核准後複審。

務必注意關於授權後程序，對於複審資料，僅會更新請求文件和簽發證書。

二次引證
二次引證的參考文獻是根據前後美國35U.S.C.建議的其他現有參考文獻。

二等（現有）技術參考文獻是根據前，後美國35 U.S.C建議的其他現有技術參考文獻。起訴歷史和授
權後IPR / CBM / PGR程序中的第102或103條引用。提供每個第二學位參考文獻以及對引用是否滿
足作為所討論專利的現有技術的資格標準的計算。 “第二級現有技術”頁面中提供的所有第二級
（現有）技術參考文獻可以總結如下：

向後§102或103引用向後§102或103引用

向前§102或103的引用，向後§102或103的引用

向後§102或103的引用被向後§102或103的引用

注意：現有技術參考文獻可能僅限於Quality Insights中的DATA AVAILABLE，它主要包括2000年後授
予的專利的現有技術參考文獻。

如下圖所示，專利/專利申請的第二級現有技術可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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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視為所討論專利的美國專利現有技術的專利申請，也被視為“概述”頁面上列出的美國
專利現有技術的專利申請。

2. 具有與所討論的專利相同的美國專利現有技術的美國專利申請，也是具有在概述頁面上
被視為其現有技術的美國專利現有技術的專利申請。

3. 將所討論的專利視為其現有技術的美國專利申請的專利現有技術。

語義相似度
評估度量兩個專利申請有多少相關性。語義相似度是透過計算相關的關鍵字組進行比較，用來確

定有多少共同概念。這項技術是利用拓樸學的方式來完成的，並使用自然語言處理(NLP)評估語義
相似性。

Oct 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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