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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资源中心专利信息服务模式的

实证研究及启示

□雷琴∗　田雅娟

　　摘要　通过网络调研法和文献调研法,对美国专利商标资源中心(PTRC)专利信息服务工作

模式和内容进行了系统调研,分析总结了其服务模式的优势;然后以PTRC成员馆马里兰大学图

书馆为例,对PTRC服务模式在成员馆的实际开展方式进行实证研究,总结了其服务的特点和经

验.国内高校图书馆可以借鉴PTRC及其成员馆的服务模式,如建立服务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全方位咨询与指导等,从而探索建立适合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专利信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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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信息由于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相关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等都在积极推动开

展专利信息服务[１].国家知识产权局在２０１７年确

定了１２０家单位为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以促进

专利信息的传播和利用[２].教育部办公厅与国家知

识产权局办公室联合印发的«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明确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为高校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提供

全流程的服务,支撑高校协同创新和优势学科建设,
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３].因此有多所高校主要挂

靠图书馆成立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４],并于

２０１９年３月择优遴选了首批２３家高校国家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心,切实发挥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引

领示范作用[５].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专利制度的国家之一,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专利信息

公共服务体制,其服务模式和经验值得国内高校图

书馆工作人员在开展专利信息服务工作中学习及应

用.在国内学者对美国专利信息服务的研究论文

中,慎金花等、冯扬等对美国专利商标资源中心

(PTRC)的工作模式进行了概括性描述[６－７];陶荣湘

研究了美国专利信息服务的演变过程[８];冯君分析

和研究了PTRC的运行及服务实践,并对１４所被认

定为PTRC的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专利信息服务内容

及开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９];刘燕萍、姜丽芙等

对早期美国专利商标储存图书馆(PTDL)的发展、
建立和馆藏情况作了介绍[１０－１１].

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美国专利信息服

务的研究较少,而且多以概括性介绍或者以多个高

校图书馆集中进行宏观调查为主,几乎未见对于某

个高校图书馆开展专利信息服务的整体模式和内容

的探讨和研究.本文通过网络调研法和文献调研

法,首先对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成立的专利商

标资源中心(PTRC)的专利信息服务模式和内容进

行了研究,然后以 USPTO 指定的 PTRC成员馆马

里兰大学图书馆为例,对PTRC成员馆的专利信息

服务情况进行全面、系统调研并深入分析论述,以期

能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专利信息服务提供参考和

借鉴.

１　PTRC成员馆的基本专利信息服务内容和模式

１．１　成员馆构成

作为 USPTO的分支机构,PTRC自２０１１年１０
月由专利商标储存图书馆(PTDL)更名以来,目前

共有８５个成员馆[１２].成员馆由USPTO指定,按区

域和类型分布在全美各州.成员馆类型有高校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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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州立图书馆以及特殊图书馆,
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各 PTRC成员馆的目的

主要是为当地发明人、企业以及其他公众提供专门

的专利商标信息服务,为研究人员提供有益的帮助

服务,传播专利和商标信息.

１．２　成员馆专利信息服务模式

符合条件后被指定的各成员馆在 USPTO 指

导、帮助 和 支 持 下 开 展 规 定 的 专 利 信 息 服 务 工

作[１３－１４],各成员馆的服务模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美国PTRC及其成员馆专利信息服务模式

　　成员馆可根据自身需要,在本校图书馆网页上

设置 PTRC 专 栏 或 者 以 研 究 导 航 (Research
Guides)的形式将专利信息服务的内容和模式展示

给用户.

USPTO 网站上同时也明确指出,PTRC 工作

人员不是专利代理人,因此不能提供法律咨询,不帮

助进行专利检索、撰写专利申请、提交或处理申请以

及不能提供专利是否具有显而易见性的意见等这些

属于专利代理机构和代理人工作范畴的服务.

１．３　成员馆基本专利信息服务内容

１．３．１　提供专利服务资源

与中国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

种类型不同,美国专利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

专利和植物专利这三种类型(其中美国的实用新型

专利与中国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大体相同).而且由

于 USPTO工作内容涉及专利和商标,USPTO 向

各PTRC成员馆提供的涉及专利方面的资源(不含

商标资源)如表１所示,其中各种专利文献资源的载

体形式可以是纸本、电子数据库、缩微胶片及光

盘等.

表１　USPTO向各PTRC成员馆提供的专利资源

资源类型 资源名称

美国专利文献

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植物专利

自２００１年４月起的公开专利申请

法定发明登记、更正证明、重颁专利

USPTO官方公报

和联邦公报

年度指数及累计电子官方公报

USPTO纸质和电子官方公报

自１９９５年起的官方公报和联邦公报

USPTO工具、手

册、指南和一般

出版物

任务历史数据库、植物专利、专利的一般信息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指南

专利审查程序手册(USPTO 专利审查员审查

实践指南)

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共检索设施(小册子)

绩效和责任报告、临时专利申请、费用表

公共信息产品和服务、专利代理人检索

其他

USPTO网络专利数据库(１９７６年１月１日以

来的美国专利)

如何进行初步美国专利检索(网络教程)

七步策略概述专利检索的建议程序

CPC分类体系、IPC分类体系、专利文献种类

代码

PubEAST和PubWEST(通过PTRC成员馆访

问)

注:笔者根据 USPTO网站公布的信息[１５]翻译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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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专利检索服务工具

USPTO提供帮助公众进行专利申请和检索,
以及更有效地利用专利审查信息和明确审查流程的

服务.USPTO向各PTRC成员馆提供的专利检索

工具包括:美国专利分类系统索引、分类指南、分类

系统手册、分类顺序、档案光盘、分类顺序索引、CPC
方案及定义、CPC统计地图、专利全文数据库(PatＧ
FT)、专利申请全文数据库(AppFT)、专利申请信息

检索(PAIR)、USPC与IPC对照表、CPC外观设计

对照表等.其中的PAIR数据库可以查看某个专利

申请在 USPTO 的当前审查状况、法律状态以及官

方发文(包括审查员的各类表格通知书、检索报告、
审查意见和决定等)和申请人/专利权人的答复意

见等.
上述工具可以在 USPTO 网站上获取,或者通

过PTRC成员馆协助提供;一部分工具是任何人都

可以进入使用,另一部分工具则需要PTRC成员馆

工作人员来协助获取使用.各类工具的获取和使用

可以联系咨询就近的PTRC成员馆工作人员.

１．３．３　专利培训服务

为让PTRC成员馆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优质、专
业的专利信息服务,提升服务人员的业务能力,USＧ
PTO会向成员馆提供多种形式的培训,供成员馆工

作人员参与和应用.
(１)交流研讨会

为发明家、企业家、教育工作者、学生和法律专

业人士举办免费公共研讨会,向公众传播专利和商

标信息.各方参会人员也可以交流专利信息以及专

利检索资源和工具的使用经验.
(２)培训会

USPTO设有年度培训计划,聘请经过 USPTO
培训的专业人士进行教学,除了能加强PTRC成员

馆工作人员和 USPTO 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
还能帮助用户使用专利和商标数据库,帮助 PTRC
成员馆工作人员不断更新专利商标领域和信息技术

方面的知识.培训内容包括:基于网络的分类工具、
专利商标数据库检索、新的分类变化、商标立法,地

理标识、电子商标申请演示等,以及美国植物专利、
公开申请、外国专利制度、国际专利分类等.

在 USPTO网站上也会公布已经开展的或即将

开展的培训活动,鼓励更多馆员参与到培训中来,提
升自身的专利信息服务能力.

(３)专利相关知识链接、培训讲义和视频

USPTO为了让公众和PTRC成员馆工作人员

更好地理解专利及专利信息服务,还提供专利信息

基本知识、专利检索和获取的介绍视频和讲义[１６],
比如美国专利表格(USPTOPatentForms)、发明人

帮助中心(InventorsAssistanceCenter)、美国临时

专利申请(USPTOProvisionalPatentApplication)、专
利检索教程(TutorialsforSearching)、美国专利审

查手 册 (ManualofPatentExaminingProcedure,

MPEP)、七步检索策略及详细示例(ASevenStep
SearchStrategywithDetailedExamples)、３６分钟

的 如 何 进 行 初 步 美 国 专 利 检 索 视 频 (How to
ConductaPreliminaryUSPatentSearch:AStep
byStepProcess)、常见问题解答(FAQs)等.

１．４　PTRC专利信息服务模式的优势

USPTO通过在各州指定不同类型PTRC成员

馆的方式在全国指导开展专利信息服务,促进专利

信息利用和传播.这种服务模式具有以下优势和

特点:
(１)服务对象和范围广

为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用户的需求,更好地为当

地公众提供专门的专利信息服务,推广和传播专利

信息,PTRC成员馆的设置权衡考虑了地区和用户

特点.根据每个州图书馆的位置和规模,基本上每

个州都至少设置一个成员馆;东部地区成员馆分布

相对密集,且以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为主.
(２)专利资源和工具丰富且专业

USPTO给各成员馆提供的专利检索资源和检

索工具与其内部工作人员使用的相同,同时还提供

了培训讲义和视频教程,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及时

性和专业性.除了检索资源和工具外,还提供官方

专利公报、专利登记与更正信息、审查程序指南以及

各类分类体系信息等全面的专利信息,满足用户各

方面的需求.
(３)服务人员业务能力强

PTRC各成员馆工作人员都是信息专家,接受

过 USPTO的如何使用检索工具访问专利和商标信

息的专业培训和指导.每年一度的馆员培训活动保

证了各成员馆的工作内容和馆员业务内容的一致

性,定期更新服务人员的专业知识,使其业务能力不

断提升,从而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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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PTRC成员馆专利信息服务内容和模式的实证

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 PTRC成员馆的专利信息服务

模式和内容,以 USPTO 指定的高校类型的 PTRC
成员馆———马里兰大学图书馆为例,对PTRC服务

模式在成员馆的实际开展方式进行分析.马里兰大

学为美国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因其卓越的教学及

研究实力而享有盛誉.该校拥有８个图书馆,每个

图书馆分别涉及不同的学科,如建筑、艺术、工程、表
演艺术等.

２．１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模式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采取由专门的专利商标服务

人员以创建和维护 PTRC研究导航的形式为该地

区的公众(包括本校师生)提供专利信息服务,目前

负责该导航的工作人员是马里兰大学８个图书馆之

一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图书馆(Science,TechＧ
nology,Engineering,andMathematicsLibrary)的
专利商标馆员.公众如果需要帮助和指导,可以根

据网站上提供的各种联系方式预约咨询 PTRC工

作人员[１７].
作为 USPTO指定的成员馆,工作人员会向公

众提供 USPTO 规定的所有相关服务,比如介绍专

利申请流程、专利资源和工具并指导进行专利检索,
提供检索建议,提供当地专利代理机构和代理人目

录等.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会根据自身的专业知

识和本校馆藏特点提供 USPTO 未明确规定的专利

信息服务,比如在导航中提供网络免费资源获取专

利基本信息和进行专利文献检索并获取全文的途径

和方法;增加本校购买的专利相关数据库列表及其

链接,并指导公众如何去使用这些数据库;本校馆藏

的专利书籍和电子资源介绍、专利引用介绍等.

２．２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内容

２．２．１　专利基本知识指导和咨询服务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 PTRC研究导航中给出

了各个国家或地区组织的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网站

中关于专利基本知识以及专利检索方面的指导信息

及其链接.比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网站上

关于专利基础、专利检索和获取以及专利分析的信

息、教 程 及 其 链 接;WIPO 关 于 如 何 使 用

Patentscope专利数据库进行有效的专利检索以及

如何使 用 各 种 工 具 的 视 频 指 导 等;欧 洲 专 利 局

(EPO)网站专利信息与专利实践介绍;USPTO 网

站知识产权评估工具、关于专利的一般信息(如 USＧ
PTO功能介绍、专利法、代理人和代理机构、电子申

请、申请程序和法律流程、费用介绍、答复时间、专利

和专利权的性质、外国申请人申请美国专利等);以
及免费专利在线帮助中心(FreePatentsOnlineHelp
Center)提供的信息及其对应链接等.

其次,在PTRC研究导航中还给出关于专利检

索帮助的指导信息及其链接.如 EPO 的合作专利

分类、USPTO的分类检索页面、USPTO 专利分类、
美国专利分类体系索引、EPO－USPTO 的合作专

利分类的新闻和信息、国际专利分类检索、美国专利

局１７９０－１８７３年发明专利主题索引、早期未编号的

美国专利信息等.这些检索帮助信息为公众在专利

检索时提供采用各种专利分类号作为检索字段的

指导.
另外,还提供了与专利相关的企业/商业信息及

其链接,如马里兰大学创新网站、USPTO 的“发明

人资源”等;提供专利有效期计算器和一些帮助性的

资源,如专利指南、开放访问资源等.

２．２．２　专利检索资源服务

除能获取 USPTO 提供的各类资源外,为了更

好地发挥该馆在所在地区作为专利商标资源中心的

功能,在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网站的PTRC研究导航

中还给出了专利检索时常用的数据库资源介绍及其

链接[１８],其中涉及的部分专利检索资源如表２所示.
表２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专利检索资源

资源类型 资源名称

常用专利数据库(任

何人可获取)

谷歌专利、Freepatentsonline．com、Depatisnet、
TheLens

WIPO、中、日、韩、加、欧、美专利局专利检索
网站

校内检索(仅校内使

用或拥有本校用户

名及密码)

德温特创新索引(DII,１９６３年至今的专利)

LexisNexis学术专利检索

IEEE/IEE电子图书馆(IEL)

ScienceDirect、SCIE、JSTOR

PubEAST和PubWEST(预约进行现场使用)

官方公报缩微胶卷 Vol．１(１８７２年)－Vol．

８４５(１９６７年)

非现场存储中的纸质官方公报

包含最近５２期专利的线上官方公报

引用检索 Freepatentsonline、Patft．uspto．gov、GoogleBooks

知识产权新闻快报 IPNews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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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众有超出图书馆服务范围的专业问题或研究

需要,会向公众推荐在线教程和其他可靠的 Web资

源,并且还可以指导其与 USPTO 专家联系来解决

自己的问题.

PubEAST 和 PubWEST 是 USPTO 提 供 给

PTRC成员馆的与审查员检索现有技术相同的数据

库资源,比 USPTO免费网络数据库更新更快、功能

更强 大,数 据 包 括 世 界 各 国 专 利. 为 了 保 证

USPTO自身信息系统的安全,访问这两个系统需

要PTRC成员馆的工作人员采用用户名和密码加

动态口令的访问控制策略,以确保所有对该系统的

访问都合法[１９].而且这两个检索系统还有一个特

点,就是他们都使用命令行操作模式,这种操作方式

对公众而言较为陌生和困难.因此,在PTRC实际

对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公众需要在资深图书馆员

的协助下完成专利信息检索操作.

２．２．３　其他特殊专利相关资源指导服务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 PTRC研究导航网页中还

给出了进行特殊专利检索,如历史既往专利研究、专
利引用工具、专利法律状态检索的资源和工具,以及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专利相关书籍和电子期刊

等资源的介绍及其链接,特殊专利资源情况如表３
所示.

表３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其他专利相关资源

资源类型 资源名称

历史既往专利
PTRC协会历史专利数据库、各州发明人数据
库、发明人指数、专利指数等

专利书籍

馆藏有关专利的书籍及参考材料列表:给出索引
号和书籍内容介绍
仅限本校师生获取的电子书数据库:CredoRefＧ
erence、Knovel、NetLibrary、SpringereBooks等

电子期刊

主要专利相关电子期刊:加拿大专利局记录、日
本专利文摘(PAJ)、日本新闻专利文摘、知识产权
法报告(IDEA)、PCT 专利申请、世界专利报告、
世界专利信息等

引用工具
APAStyleManual、MLAStyleManual、文献管
理软件EndNote、Zotero和 Mendeley

法律、转让和
状态信息

公众PAIR数据库、GlobalDossier数据库、美国
专利转让数据库、欧洲专利局 EuropeanPatent
Register数据库、INPADOC和同族专利信息数
据库

知识产权相关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对知识产权的介绍、EPO
的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学习和教学、USPTO 的知
识产权意识评估工具

２．２．４　专利趋势分析信息服务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 PTRC工作人员为公众

提供各种专利趋势分析信息及其链接,比如马里兰

大学专利申请情况及最新专利申请跟踪;美国专利

统计报告(包括 USPTO 数据可视化中心的专利仪

表板、USPTO技术监察组的日历年专利统计、财政

年度专利统计、USPTO 绩效和责任报告、专利和商

标委员会年度报告);美国各领域授权专利趋势报

告;欧洲专利局年度报告;各领域最新美国专利申请

跟踪;以及五局统计报告与数据(IP５StatisticalReＧ
portsandData,五局指中、美、欧、日、韩五国专利

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与数据、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专利统计与数据等.

２．３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开展专利信息服务的特点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作为PTRC成员馆,在 USＧ
PTO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馆藏资源和学校优势学

科开展专利信息服务,形成了自身的服务体系和

特色.
(１)PTRC研究导航内容清晰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 PTRC研究导航界面友

好,分类细致明确,层级清晰有序.导航中共设１４
个子栏目,包括基础知识、常用数据库、历史既往专

利、书籍、电子期刊、专利趋势、引用工具、法律状态

数据等.每个子栏目下针对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分

成不同的区块,每条信息都有对应的网页链接和解

释说明(如数据库和工具的简单介绍、数据收录范

围、数据库使用权限等).用户在使用导航时能够快

速锁定自己需要的专利信息类别,从而大大提高了

效率.
(２)提供丰富的专利资源和工具信息

除了 USPTO提供给每个成员馆的各类专利检

索资源和工具以外,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PTRC工

作人员还会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参与过的业务培

训内容为公众拓展提供一些资源和工具,比如谷歌

专利、引用检索和知识产权新闻快报网站、引用工具

以及法律、转让和状态信息工具,以及各国专利局网

站的专利检索系统等,以期能为用户提供更优质、更
全面的服务.

(３)PTRC成员馆规定之外的额外服务

马里兰大学图书馆还会根据服务的群体类型

(周边公众、学校师生、企业等)、馆藏内容和优势学

科拓展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本校购买相关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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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数据库(德温特创新索引、LexisNexis、IEEE/

IEE等)、专利书籍以及专利趋势分析报告等.其中

专利趋势分析报告可以让本地区公众跟踪学校专利

申请情况、本领域专利发展情况以及全球专利发展

趋势等,为公众的科研工作指明研究方向的同时,也
能帮助公众进行专利预警和专利布局.

３　启示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体系最重要的关键环节,每
年都会承担大量的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项目,同时

由此产生大量的专利信息服务需求.高校图书馆应

当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人员优势,努力提升自身

的专利信息服务能力,从而为高校科技创新提供服

务.根据美国 PTRC及其成员馆马里兰大学图书

馆开展的专利信息服务的模式和内容,提出对我国

高校图书馆在进行专利信息服务工作时的几点

启示.

３．１　定期接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指导和培训

美国的PTRC成员馆是经过 USPTO筛选后指

定在所在地区为公众提供免费专利信息服务的机

构,工作人员都经过培训,具备专业知识和服务技

能,且在服务过程中遇到任何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时,可以通过专用电话直接与 USPTO 专家进行沟

通联系以获取解决方案.
而国内的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一般都是

自主成立,服务模式和内容也是自行确定.虽然在

２０１８年６月和２０１９年９月,分两批共４９个高校图

书馆成为“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成员,
旨在共同推进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发

展[２０].但各中心或联盟在开展各种专利信息服务

时都难以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的指导、支持和

帮助,也没有开通相应较畅通的渠道直接与国家知

识产权局进行联系并咨询在服务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
因此,借鉴美国 PTRC 的工作模式,国内高校

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人员也应当定期接受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家的指导和培训;拥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家的电话、邮箱,甚至参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部分项

目和课题等方式来接受专业的、系统的专利信息服

务实践培训,提升图书馆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

３．２　建立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美国所有 PTRC成员馆都设有 PTRC服务专

栏,比如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则是以建立研究导航的

方式分步骤、分类型地向服务对象展示其能提供的

服务,包括 USPTO 提供的资源、网络免费资源、本
馆资源、专利图书、专利引用工具等,并且给出相应

的介绍和链接,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快速定位

自己所需的资源和工具.
国内高校图书馆也可以借鉴上述模式,搭建专

门的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平台建设可以借鉴马里兰

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导航形式,提供分类细致的服务

内容介绍,如专利基本知识介绍、专利分类工具的使

用、各类专利检索和分析资源(包括网络免费资源、
购买的专利数据库以及商业专利分析工具等);在平

台上展示和宣传本校开展的专利信息服务活动,扩
大服务的影响力;配合学校机构知识库的建立在平

台上嵌入学校专利信息机构知识库,进行专利档案

管理,促进专利成果转化.平台的建立可以使专利

信息服务更具专业性、及时性和便捷性,从而实现资

源共享和信息传递.

３．３　构建专利信息服务的专业化团队

服务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服务人员的业务能力.

PTRC所有成员馆的专利信息服务工作人员都定期

接受各类业务培训以更新知识和提升服务水平.而

国内高校图书馆由于开展专利信息服务的时间不

长,虽然已有的科技查新人员和学科服务人员对学

校的馆藏资源比较了解,具备某些学科的专业知识

背景,具备文献检索和情报分析的实践操作技能,从
而具备开展专利信息服务的基础能力.但这些人员

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系统的专利方面的培训,因
而普遍缺乏对专利的基本知识、性质以及专利申请、
流程及程序以及专利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因此,
为了提高服务团队的服务质量,除了让服务人员定

期接受专利知识、检索及分析等方面的继续教育和

培训外,还可通过鼓励服务人员参加专利代理师资

格考试、参与由专业人员指导的项目实践等方式来

提升服务效能和水平.

３．４　与各方合作开展专利信息服务

首先,可以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地方知识产权

局 合 作.与 PTRC 成 员 馆 工 作 人 员 定 期 接 受

USPTO的专业培训类似,国内高校图书馆专利信

息服务人员也应当接受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地方知识

产权局的专业培训或参与专利/知识产权相关的项

目,了解专利的基本知识、专利审查程序和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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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专利数据库的检索技巧(特别是利用各类专利

分类号进行检索是高校图书馆员的弱项)等培训;或
者直接参与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地方知识产权局开

展的行业专利分析及预警等课题中进行实践锻炼,
从而提升专利信息服务能力.

其次,可以与其他联盟成员的高校图书馆合作.
美国PTRC成员馆之间都有互相联系的邮箱,各成

员馆每年都必须参加的培训活动也是成员馆之间交

流服务工作的一次机会.国内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联盟之间也可以进行合作,如互相学习和

探讨服务模式和经验;对于某些专利信息、培训活动

以及专利检索和分析资源还可以实现共享;联合开

展服务活动等.通过合作充分发挥各校优势,在服

务过程中总结经验,使专利信息服务步入良性循环

的发展阶段.
再次,与校内管理机构和院系科研人员合作.

如建立本校专利数据库需要与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合

作获取专利申请、授权、转让、许可、质押、法律状态

等相关数据;与科研人员合作协助进行专利申请、专
利文献获取、专利检索技巧、专利资源利用以及专利

审查程序的解释等,进行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利发展

趋势分析和预警等,从而帮助科研人员进行专利布

局,加强专利技术信息传播与专利市场化.
最后,还可与校外企业和组织合作.如与商业

性专利数据库运营商建立合作机制,让他们协助并

指导进行专利基本知识的普及、专利检索和分析等;
与对口企业合作开展专利信息服务,贯穿在企业科

研项目的选题与立项、研发与攻关、成果验收和管

理、成果转化与应用等各个阶段,根据企业需求开展

个性化的服务.

３．５　加强服务的宣传和推广

国内高校科研人员普遍存在重论文、轻专利的

问题.而 USPTO指定８５个覆盖全美各州的公共

图书馆、州立图书馆和高校学术图书馆的PTRC成

员馆的目的就是提供帮助以及传播和普及专利的重

要性;美国马里兰大学图书馆还在PTRC研究导航

中推送本校所申请专利的追踪结果以及本校的植物

专利数据库.
借鉴其经验,国内高校图书馆也应当在服务内

容中将宣传和推广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采取的

宣传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比如在每年的世界知识

产权日、读者服务周等时间段,通过邀请专家讲座、

开展专利检索大赛等方式,宣传和推广专利信息的

利用;还可以通过学科馆员加强与院系科研人员的

联系,开展专利信息的宣传、讲座和培训等,派发含

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内容的宣传单,同时了解、挖掘

和激发师生的需求,更有针对性地为师生做好服务

工作.

４　结语

高等院校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和实施知识产权

战略的主力军和重要力量,高校专利信息服务是知

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节点.借鉴美国

PTRC及其成员馆的专利信息服务经验,国内高校

图书馆应当建立起全覆盖、多层次、跨领域的专利信

息服务体系,支撑学校协同创新和优势学科建设,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对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支持

能力,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实施作出应有的努力

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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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Qin　TianYajuan

Abstract:Usingthemethodsofnetworksurveyandliteraturereview,theworkingmodeandcontent
ofthePatent& TrademarkResourceCenter(PTRC)inUSAaresystematicallyreviewedandtheadvantaＧ
gesoftheservicemodeareanalyzedandsummarized．Then,takingthememberlibraryofPTRC,UniverＧ
sityofMarylandLibraryasanexample,anempiricalresearchontheactualdevelopmentmodeofPTRC
serviceinthememberlibrariesismade,andthecharacteristicsandfeaturesoftheserviceareputforward．
ThedomesticuniversitylibrariescanlearnfromtheexperienceofPTRCandits memberlibrarieson
aspectssuchastheestablishmentofpatentserviceplatform,therealizationofresourcesharing,thorough
consultationandguidance,soastoexplorethepatentinformationservicesystemsuitableforChinese
universitylibraries．

Keywords:PatentInformationService;UniversityLibraries;Patent& TrademarkResourceCenter
(PT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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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andUtilizationofJapaneseCollectorsSealDatabaseandItsEnlightenment
WanYaping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collectorssealdatabasesisthefuturedirectionofdigitalintegrationof
collectorssealresourcesin Chineselibraries．Amongthe developed Japaneseseals databases,the
collectorssealdatabaseofNationalInstituteofJapaneseLiteratureisoneofthemostrepresentative．Based
ontheanalysisofthedatacollectionmode,descriptionstyle,retrievalfunctionandusersituationofthedaＧ
tabase,thispaperdiscussestheusevalueofthecollectorssealdatabaseandwithconsideringtherealityof
ourcountry,proposesthatChineselibrariesshouldfollowathreestepsprocesstodevelopthecollectors
sealdatabaseinourcountry．Theprocesstakenistodevelopcollectorssealsdatabase,integrateoverseas
Chinesebooksealsresources,andthenbuildaglobalknowledgebaseofChinesecollectorssealresources．

Keywords:CollectorsSeal;Database;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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