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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知产信息服务的发展



科技查新服务
(1997年开始/2010年获批资质)

国际论文统计分析服务
(2001年开始/2015年增加ESI)

学科服务
(2015年至今)

知产信息服务
（2016年至今）

知产信息服务的发展



知产信息服务的发展

专利信息服务基础建设

 已有7种商业专利信息资源，增购专利检索分析工具Innography。

 馆内设置“创客空间”作为大学生实践基地。

 成立专利信息服务中心，实现专利信息服务专人专管。

专利信息检索培训

 举办全国专利实务培训班。

 开设 “专利信息检索与分析”课程，举办专利资源读者培训。

围绕高校“双创” 开展专利信息服务

 嵌入式学科服务：为重点团队提供科研全程专利信息服务。

 决策支持：编制完成多份学校、学科、科研团队专利分析报告。

 科技查新：项目获批后共完成查新报告920项。

专利信息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持续派员参加调研及专利服务研讨会、培训班。



02 专利分析服务现状



不仅担当校园里的信息提供者，更要成为知识顾问和解决方案专家专利分析服务现状



专利分析服务现状



03 基于学科团队的典型案例



基于学科团队的典型案例

始于

查收查引

熟于

科技查新

信于

文检课程

合于

专利分析

麦文杰，男，博士，研究员职称，物理学系系主任。1979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
2002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2009年博士毕业于美国佐治亚
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王中林（Zhong Lin Wang）院
士；2009年被暨南大学作为海外优秀人才引进入校，破格评聘为副教授；2013年破格
评聘为研究员；2015年起担任物理学系系主任。已承担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7

项。曾荣获广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省杰青）经费资助，入选广东特支计划百
千万人才工程青年拔尖人才，入选广东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和荣获南粤
科技创新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所指导的研究生有2人获广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本
科生有6人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



为了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结合物理系麦文杰教授团队需
求，本项目开展了基于物理与材料交叉学科研究方向，同
时也是“攀登计划”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重
点项目的超级电容器研究的专题专利分析，旨在为研究团
队提供超级电容器研究的科技情报，为团队后期研发优质
器件产品提供资讯参考。



基于学科的典型案例-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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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电容器国际研究论文的年度分布

国家/地区 论文篇数 占比

中国 6064 51.212%

美国 1539 12.997%

韩国 1159 9.788%

印度 1013 8.555%

日本 537 4.535%

新加坡 382 3.226%

法国 362 3.057%

台湾 343 2.897%

澳大利亚 338 2.854%

德国 314 2.652%

超级电容器国际论文的国家 /地区分布(前10位)



基于学科团队的典型案例-基础研究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康飞宇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范壮军教授、王君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邱介山

教授，兰州理工大学康龙教授和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胡啟章教授等在国际上发文量均在40篇以上。

 超级电容器的前沿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超级电容器组成成分中，电极材料是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2）石墨烯基电极及其在双电层电容器、法拉准电容器和混合型超级电容器中的

应用，石墨烯凝胶薄膜电极的制备过程等；（3）超级电容器储能技术与机理，以及电容特性的

研究等；（4）基于碳纳米管薄膜的柔性储能器，尤其是在智能可穿戴设备中的应用。



基于学科的典型案例-基础研究

综上所述，超级电容器相关的基础研究方面，超级电容器的相关报道和研究起于

发达国家，但从学术成果统计分析来看，近年来我国在超级电容器研究领域的研究已

经远远超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形成了较强的科研团队，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科研

成果。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学者在国内发表的论文也呈高速增长趋势，研究实力较

强的科研机构和代表性学者凸显。随着学技术发展以及对超级电容器需求的提高，超

级电容器研究涉及的理论知识和超级电容器应用到的生产生活领域越来越宽，已经成

为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德国、俄罗斯及中国等大国，均

将超级电容器列为国家级的重点研究对象，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领域，学者们都将超级

电容器的电极材料性能及其储电能力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学科团队的典型案例-专利

 发现超级电容器技术主要的技术应用国或

地区是中国(14894 件)、日本(8093件)、

美 国 (7694 件 ) 、 WIPO(3950 件 ) 、

EPO(3160件)、德国(2610件)、韩国(2504

件) 、法国(2223件)等。中国是遥遥领先、

日本第二、美国第三。中国体现了较强的

竞争实力。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中文名 专利拥有量

1 Panasonic Corporation 松下公司 959

2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通用电器公司 687

3 NEC Corporation NEC公司 563

4 Johnson & Johnson 美国强生 482

5 Alticor Inc. 安达高公司 372

6 Siemens AG 西门子公司 345

7 Corning Incorporated 康宁公司 343

8 TDK Corporation TDK株式会社 337

9 Nisshinbo Holdings Inc. 日清纺控股公司 310

10
DEKA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rp.

DEKA研发公司 296

 来自日本的 Panasonic Corporation（松下公司）以

959件专利数量排在第一，美国General Electric

Company）（通用电器公司）以687件专利数量排

在第二。在专利申请拥有量前20名的公司中中国公

司只有两家，分别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泰山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学科的典型案例-专利

 发现超级电容器核心专利数量排名前六的国家分别是: 美国(2041件)、 日本（277件）、加拿大（98件）、法国

（85件）、德国（79件）、中国(63件)。可见超级电容器的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美国手中，以2041件核心专利奠

定了其超级强国地位；中国总专利数量排名第一，但却以63件核心专利屈居第六。

 专利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10大核心领域: 活性炭、集流器、负电极、储能、可极化电极、控制电路、电源、正电极、

电压检测。

专利强度(%) 类型划分 专利数量（件）

80-100 核心专利 2882

30-80 重要专利 18310

10-30 一般专利 44309



2001年前专利申请量较少，2001年后专利申请进入快速增长期，2016年专利申请量最多。

超级电容器技术主要的技术应用国或地区情况是：中国遥遥领先、日本第二、美国第三。中国体现了较强的

竞争实力。

在专利申请拥有量前20名的公司中中国公司只有两家，分别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泰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说明了中国在该领域处于技术劣势，在专利的品质方面仍然和日美等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按照文本聚类分析，可见专利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10大核心领域: 活性炭、集流器、负电极、储能、可极化

电极、控制电路、电源、正电极、电压检测。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该领域的专利技术性最强。海洋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综合技术实力、经济实力相对而

言比较强。

国内高校大学申请人排名第一的是清华大学，第二是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以13件专利排名第95位。

基于学科团队的典型案例-专利



基于学科团队的典型案例-专利、论文的选择与解读

 论 文 ： 1979 年 日 本 电 气 股 分 有 限 公 司 的

SANADA, K 发 表 在 《NE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介绍了双电层超级电容器

 专利：首先将电容器应用于大量电荷存储的人叫Becker

，其 1957 年申请了第一个该方面专利，用多孔碳的双

层界面在充满水系电解质的密闭容器中实现了大量电荷

的存储。



项目团队在围绕 WO 3 、CNT-WO 3 及 TiN@C 三种材料的设计、制备、赝电容性能及组成柔性储能器

件的潜能研究的基础上，可继续在超级电容器材料的设计与提升、以及柔性超级电容器甚至是可穿戴式超级

电容器方面，开展以下相关研究：

① 进一步通过设计电极材料的纳米结构、调节晶格结构等手段，提升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性能，尽量以

低成本的手段实现接近理论极限的效果；

② 继续探索和推进在柔性基底上生长性能优异的纳米材料的机制，多开发出自支撑结构且性能和机械强度均

十分优异的柔性电极材料，并进一步解决大规模制备的问题；

③ 采用新型的柔性器件结构，如二维单平面微型电容器结构以及一位纤维状电容器结构，通过大批量的制备

，实现器件编织成可穿戴衣物。开发更适合人体穿戴的基底材料，如高分子、化纤等，尝试在这些人体友好

的基底上实现储能材料的生长及利用；

④ 将一维纤维状超级电容器与其他一维结构能源器件以及传感器件等柔性电子器件整合成为系统，真正实现

完整的智能衣物，可完成自供能以及感应外界环境变化等多种功能；

⑤ 不断探索与发现多功能性超级电容器，如可同时进行电致变色调节亮度、或可同时感应光强作为光探测器

等等。

基于学科团队的典型案例-建议



04 不足与反思



不足与反思-专利报告

交流沟通：细节沟通不足，未能激发更多需求。

报告整体：基础研究与专利分析应该综合考虑，但报告两部分相互独立，

融合性不够。

报告内容：较为宏观，具体研究内容的分析不足，检索能力与专业知识解

读不均衡。



不足与反思-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暨大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人才队伍、数据资源建设有待加强。

学校知识产权管理政策及奖励机制有待完善，专利研发热情与氛围不

浓厚，学科对信息服务的主动需求不多。

资金缺乏，政策不给力，不能很好的支持资源、设备、人才等方面的

建设。



单位：暨南大学图书馆 汇报人：汤敬谦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