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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複雜科學是探討超越單一事物運作時群體交互作用所呈現的結構與規則,其中包
含對網路動態與結構的研究, 無論處於自然界或社會之中的任何互動單位元所組成之
集合體都可以視為一種網路, 例如人類疾病的傳播網路、電力傳輸網路、自然界的食物
鏈網、學術論文的引證網路乃至於互聯網都屬於介於隨機網路與有序網路之間的複雜網
路。
隨著連結時代的到來與網路科學的興起，探討各種關係所構成的網路組織以及分
析其結構特性與應用的相關研究日益受到重視，本研究將透過社會網路分析系統化地瞭
解法律複雜網路之動態,特別是關注專利的文本動態分析。專利檔利用彼此之間引證的
關係可產生專利引證文件網路，然而專利引證檔網路的建立通常涉及到自然語言處理技
術，本身有技術門檻上的限制。本研究採取新的思維，透過其他方式建構專利檔網路並
實際應用於網路分析，嘗試從日本專利局多維度專利分類系統 (Multi-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中的技術特徵碼與專利之間的關係建構出專利標籤網路，並
且利用該網路進行動態分析。網路分析的項目內容分為（ 1）標籤網路的網路基本特性
（ 2）專利單元網路的動態分析（3 ）技術特徵碼網路的動態分析。
經由網路分析，除了能夠進一步瞭解 "網路基本性質" 之外，還能夠對"專利網路
隨時間變化 "、" 產業技術發展趨勢"、 "以專利為中心的關聯網路" 及"以技術特徵為
中心的關聯網路 "作進一步的探討，另就應用面而言，還可藉由動態分析得到重要的專
利趨勢變化與競爭情報。

關鍵字︰網路科學、專利分析、複雜網路與法律、社會網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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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lexity science attempts to explain structures and rules governing systems which
take organized but unpredictable form. Two important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e network
structure and dynamic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under examination
are biological, social or physical in manner, they can often be understood in network form.
Common examples include disease epidemics, electric power transmission, ecological food
chains, academic citation networks, and of course the internet, all of which are complex
networks somewhere between random and ordered on the complexity scale.
Following up on recent network theory research, the author will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dynamics of complex legal networks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patent documents. Patent citation networks are generated by unidirectional citations among
patents. Analyzing these links typically requires computerize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However, the use of NLP in analyzing patent networks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The
author has therefore adopted a new approach using the connec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chnical codes and patents under the Multi-Dimens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used
by the Japan Patent Office (JPO). This system is used to construct patent tagging networks,
which can then be subjected to three further analyses examining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s of
the tagging networks, the dynamics of patent unit networks and the dynamics of technical
code unit networks.
The author will first expla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atent tagging network before moving
on to discuss applications, including dynamic network analysis.

Keywords: Network Science、Patent Analysis、Complex Networks &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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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1.1

研究背景
在知識經濟快速爆發的今日社會，專利對於科技或經濟的發展，皆至為重要，
然而如何從龐大的專利文件群中分析專利發展趨勢並擷取出具商業價值之競爭
情報乃專利資訊學必須研究之範疇。隨著近年來網路科學的興起，各種網路結
構都正受到學者的廣泛研究與討論，專利文件組織成的網路亦是其中一種可能
性，這也提供了專利資訊學一個絕佳的切入點。
網路分析日益受到重視，專利的文件網路亦屬適合進行網路分析的研究標的，
惟目前專利的文件網路分析只側重於專利引證網路之分析，對於引證網路的建
立又必須依靠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在正式進行分析前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去解決
專利文本語意上模糊的難題，本研究試從另一方向探討專利文件網路的建立，
並利用日本專利局的多維度專利分類系統中之技術特徵碼與專利之間的關係，
架構出有別於傳統專利引證網路之專利標籤網路，此外就實際的網路動態分析
來探討專利標籤網路在應用面之價值，亦為本研究的重點。

1.2

研究動機
希望藉由本研究來了解專利標籤網路的網路基本特性與專利標籤網路的實
際應用價值，因此研究動機可以分為(1)了解專利標籤網路的基本性質 (2)了解
專利標籤網路能夠提供的專利資訊
(1)了解專利標籤網路的基本性質︰
專利分析是企業進行專利佈局或尋找新興技術發展趨勢所不可或缺的活動，
在專利分析過程中，時常需要利用文字探勘等資訊擷取的方式對資料庫的專利
進行專利計量，並且以圖表生成的方式輸出，專利計量能夠提供大範圍的專利
資訊，往往對於專利分析的最後決策產生重要的影響。專利引證分析是利用專
利引證網路進行網路計量的一種專利分析方法，但由於專利引證網路的建立方
法涉及到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準確性也受到技術的限制，本研究提出一種有別
於專利引證網路的專利標籤網路，並且從網路科學的角度來探討專利標籤網路
的結構特性與基本性質。
(2)了解專利標籤網路能夠提供的專利資訊︰
本研究首先探討如何建立專利標籤網路，其次，再利用網路分析方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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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erm 標籤二分網路特化為專利的單元網路，以及技術特徵碼的單元網路，最
後在分別以這兩種單元網路進行專利的動態分析，藉由專利的動態分析可以使
我們了解專利標籤網路能夠提供的專利資訊，例如
a. 動態分析可以作為一種政策分析工具︰
專利局可以藉由專利標籤網路的動態分析來取得歷年來專利變動或專
利分類的分布情形的實證結果，這種資訊有助於專利的政策制定與專利
法制修改。
b. 動態分析可以發掘重要商機︰
企業的經營管理部門可以藉由專利標籤網路的動態分析來了解正在成
長或正在衰退的專利領域，除了有助於發掘商機外也有益於企業的專利
佈局策略發展之參考。
c. 動態分析可以尋找核心技術︰
企業的研發部門可以藉由專利標籤網路的動態分析來了解技術特徵碼
單元網路的變化，著重”技術”的變化分析，有助於研發部門尋找核心
技術。

1.3

研究目標
研究目標分為:(1)探討何謂專利標籤網路
(2)建立專利標籤網路
(3)專利標籤網路的性質研究
(4)專利標籤網路的動態分析。
(1)探討何謂專利標籤網路︰因為專利標籤網路是一種新型態的專利文件
網路所以本研究必須先行探討專利標籤網路的理論基礎
(2)建立專利標籤網路︰本研究欲利用日本專利局 F-term 分類系統中對應
機械類次領域的專利建立標籤網路，其次，再以 F-term relation 特化
專利側或技術特徵碼側的單元網路
(3)專利標籤網路的性質研究︰利用網路計量的方式取得此網路的群聚度、
分隔度與連結度等資訊，並探討其網路基本特性
(4)專利標籤網路的動態分析︰最後，分別就專利與技術特徵碼兩種單元網
路來進行網路動態分析，分析項目有”專利單元網路基本現象觀察”、 ”
專利單元網路之網路隨時間變化”、 ”專利單元網路之產業技術發展
2

趨勢”、 ”專利單元網路之以專利為中心的關聯網路”、”技術特徵
碼單元網路之以技術特徵碼為中心的關聯網路”。

3

二、文獻探討
2.1

專利
專利在知識經濟時代是非常重要的利器，企業如果掌握了重要的技術專利，
他就可以利用手上的專利維持自己的技術優勢、和其他高科技公司進行技術交
換授權、或是對於侵犯自己技術的敵對公司提起訴訟，例如美商 IBM 在 10 年前
開始進行企業轉型，由原先以研發生產為主的導向轉為專利的管理授權為主，
此一改變獲取了更大的商業利益，近年來台灣的高科技產業紛紛開始重視所謂
的知識經濟，例如工研院也利用現有專利的授權與管理而獲利，此外，如鴻海、
台積電、聯發科等公司的智財部門也特重專利的開發與發展。
專利具有排他效力，並且是保障發明者的法律文件，但另一方面，專利亦
是重要的技術文件，依據世界專利組織（WIPO）的統計指出，善加利用專利資
訊可以縮短研發時間 60％、研發經費 40％。此外，專利權人可以利用專利權的
讓與、授權或利用權利和其他企業間作策略聯盟，這也展現了專利的經濟性。
綜上所述，專利的性質涵蓋了法律、經濟、技術等三個面向，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
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期刊編輯部曾指出:網際網路的興起對於專利發
展的影響是”maggots in the garden of paradise”（天堂花園的蛆蟲）這句
話的意思是說網際網路表面上提供了專利事務很大的便利性，然而基於這種便
利性導致專利在網路世界的蓬勃發展或專利的網路化之背後，又隱含了某些隱
憂。
網際網路對專利的主要影響有三:
1.以前技術的發展反映各地的差異性，但網際網路的出現使這種差異逐漸消失，
造成同一技術呈現全球的普遍化
2.日益增多的技術種類與數量無可避免地促成文件格式的複雜化
3.網際網路直接促成電子商務的興起，也因此造成了軟體專利的需求，可專利
的對象除了具體的事物外，也包含了抽象的事物。
網際網路的興起對於專利的影響固然有利，惟亦有其弊，這也反映了專利
事務的發展需要資訊技術加以輔助之必要。

2.2

專利資訊
專利文獻集經濟、技術、法律三種特性於一身，本身隱藏非常豐富的資訊，
惟隨著世界專利數量呈現急速成長的趨勢，利用傳統人力的方式已經完全無法
4

分析處理日益增多的專利文獻，因此探討分析巨量專利文獻之關連與呈現的趨
勢是有必要的，同時，對於資訊領域來說也是相當值得投入研究的對象，根據
Trippe 的觀點，專利資訊(Patent Informatics)是發掘出專利彼此之間關聯與
趨勢的科學[1]，它是巨量(Marco)分析的學問，同時也是跨領域的新興研究學
門。
Trippe 指出專利資訊可以歸結出三種方向分別是:
1.Patent Intelligence ︰如何利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發現專利之間隱含
的趨勢，並實際應用於策略性的技術發展規劃。
2.Patent Mapping︰如何利用資訊視覺化技術(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來
呈現專利資訊，使趨勢容易被觀察，並實際應用在特定領域或創新的發明。
3.Patent Citation Analysis︰如何利用專利文件引證網路(Patent Citation
Networks) 發現專利之間隱含的趨勢。

2.3

專利分類系統
由於專利資訊的數量非常可觀，如果希望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的掌握特定
技術領域的專利技術與產品，就應該對專利分類有更深入的了解。
專利分類是透過有系統的綜合歸納，將發明者的創作依其技術主題加以組
織和整理，以使專利資料呈現一種邏輯性的、系統性的架構。其目的是對發明
創作的技術內容進行組織和建立索引，以便將特定主題或某一技術領域的專利
說明書歸類，期能準確且以簡單容易的方法再檢索出來，如此對於資料的應用
與檢索裨益甚大。
專利分類系統（Pat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是世界各國專利局利用
分類概念制定出來的索引系統，目前除了 WIPO(世界專利組織 )所發展的
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2]，國際專利分類系統是全世界
通用之外，各國專利局也依自身的需要，分別開發出適合本國國情的專利分類
系統，例如美國的 USPC 系統[3]，歐洲的 ECLA 系統[4]和日本的 FI/F-tem 系統，
除了日本的 FI/F-tem 分類系統較特殊之外，其他各國的專利分類系統都採用和
IPC 相同的分類方式，即類似生物學階層式的分類法[5]，以一個抽象的分類概
念為起點，不斷向下進行分類，同時，下層的分類概念被上層所包含，這可以
視為”Top Down”的分類方式。
就應用面的角度而言，充分了解專利分類的結構特性對於發展專利資訊是
有正面幫助的。例如專利分類搜尋技術中非常依賴 Automated

Categorization

的自動分類技術，而 Automated Categorization 技術的建置必須依賴專利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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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構資訊，如歐洲專利局的 ECLA 系統的 Automated

Categorization 是採用

和 IPC 類似的 Top Down 階層分布做為基礎，另一方面 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所
的 NTCIR-5 專利資訊檢索研究計畫則是以日本專利局的 F-term 專利分類系統為
基礎，研究 Bottom Up 的分類結構要如何進行 Automated

2.4

Categorization[6]。

多維度專利分類系統
世界普遍採用之分類是 IPC 專利分類系統，但是 IPC 是單維度的分類結構，
惟一的分類方法僅以發明的內容做區分，然而專利搜尋者有時尋找專利會依靠
多種角度切入，例如目的、功能、效用等，只採用 IPC 單一觀點的作法，並不
利於專利之搜尋。為了克服此一問題 JPO（日本專利局）開發了多維度專利分類
系統（Multi 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或稱為 F-term（Filing -Term）
System[7]。
在 F-term System 中，每種技術領域都會被定義為 theme（技術主題地圖）
每個 theme 會對應到複數的 FI（IPC 的延伸）codes，舉例說明如下：
theme〝5B001〞代表和電腦中”偵測與糾錯”有關技術主題，同時 5B001
對應到 FI 分類系統的〝G06F11/08-11/10.330@Z〞在 F-theme 系統中有超過 2500
張的 theme。
在每張 theme 中收錄了各種和特定 theme 有關的技術觀點。例如在 5B001
中有”Purpose

Means”和”ERROR LOCATION”等技術觀點，技術觀點的收錄

隨著各種 theme 而有所不同，在此”MEANS”代表 AC。
在每個技術觀點中包含許多技術元素，例如在 MEANS 的技術觀點中包
含”Code Operation””Comparision””Interlearning”等，技術元素以 2
碼數字表示，例如 Interlearning 代表 05。
F-theme 分類系統中的最小單位或稱為技術特徵碼應以 9 碼表示，即技術主
題（5 碼）＋技術觀點（2 碼）＋技術元素（2 碼），以 5B001 技術主題中的
Interlearning 為例，其技術特徵碼為 5B001AC05。
多維度專利分類的最大優點在於它採 Bottom UP 的方式進行分類，即以特
定專利為中心，專利有什麼樣的技術特徵就附著上相對應的技術特徵碼，這些
Codes 也可以視為定義專利屬性的文件標籤(tag)，這種 Bottom UP 的專利分類
法和傳統 IPC 分類所採的 Top Down 生物學階層式分類有很大的不同。
目前居於主流的 IPC 國際分類系統，其分類結構是採用由上至下的生物學
階層式分布，不論資料庫內專利數目的多寡，其分類結構皆不會改變，也許有
的分類分支聚集數目龐大，而有的分類分支只有數目稀少的專利，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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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分類越切越細的時候只用一種分類分支，並無法完整定義單一的專利，IPC
國際分類系統的做法是另外附加其他相關的分類分支，以上的情形容易導致無
效率的專利分類檢索，然而日本的 F-term 多維度專利分類系統是採用由下而上，
即以技術主題地圖和其內的技術特徵碼為核心的方式組成的分類結構，F-term
分類系統缺乏強烈不變的結構性，其分類結構會伴隨資料庫內專利數目的多寡
而有所變動，因此，F-term 分類系統中技術特徵碼和專利之間所形成的對應關
係可以看做是一種文件標籤網路。

圖 1 日本 F-term 技術主題，以 3C007 機器人技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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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網路科學
複雜科學是探討超越單一事物運作時的群體交互作用所呈現的結構與規則，
網路科學是複雜科學中的一項子領域 [8]，任何互動部分所組成的集合體都可
以是為一種網路，從網路動態關係中尋找出特定規則是網路科學的研究目標
[9]。
網路科學是 21 世紀新興的學科 [10]，網路指的是節點（node）和節點之
間藉由連結所建立的關係，所以網路科學的研究對象除了實體網路，如鐵路交
通網路、電力輸送網路之外，亦可以是無形的虛擬網路，如疾病傳染分布網路
或者是學術論文的引證網路等，另一方面連結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要素 [11]，
從人類腦神經組織或免疫系統到人類的家庭組織或人際關係都是一種網路結構，
90 年代全球資訊網路與網際網路的出現更大幅地影響了人類的互動與溝通，造
成人際關係、商業型態甚至生活模式的改變，換句話說我們正步入連結的時代
(A connected age)之中 [12]，網路科學的興起乃勢所必然。
網路分析是了解網路科學的分析方法，藉此種方式除了能夠了解網路的基
本結構特性之外，利用網路分析還能達成網路科學的三個目標 (1) 分析網路結
構 (2) 了解網路成長 (3) 瞭解網路中節點的動態。

圖 2 網路科學-21 世紀新興科學(轉載自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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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法律與網路科學
網路科學研究的範圍十分廣泛，經實驗發現不論是河流主幹與支流之間流
量和數目的關係或人類社會中財富分布與人數的關係都呈現冪次律的分布，實
體的河流網路或是虛擬的財富分布網路都呈現少數富裕(流量大)而大多數貧窮
(流量少)的現象，物質世界的實體網路與經由人類互動行為所形成的虛擬網路
都能夠發掘出特定的結構與規律，雖然人類個體的行為是難以預測的，但是人
類集體的行為卻因為社會背後隱含的法則與模式反而具有可預測性 [13]，例如
在電影終極警探 4(DIE HARD 4.0)[14]的情節中恐怖份子掌握了交通信號網路便
可以任意改變車潮方向與速度，做為個體的汽車駕駛在其中只能配合群體來行
動，故群體行為具有可預測性。
綜上所述藉由網路分析在人類社會中可能找出影響集體行為的數字法則或
有意義的模式，網路科學亦可與法律結合形成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的研
究，”法律與網路科學”是以法律網路(legal networks)為基礎進行經驗性的
分析，目的是了解法律網路的結構特性，以更加了解司法事務運作的機制，法
律網路可以是文件組成的網路，例如司法判決書的引證關係所連結而成的網路
以美國為例，司法裁決或法律研究都包含大量的引證活動，以統計方法為
基礎的引證分析提供了充分利用法律文獻中大量豐富引證資訊的可能[15]，除
了用單純的計量方式分析文獻引證之外，將引證關係組成一個巨大網路然後加
以分析亦是一種經驗性的研究方式，例如參考圖 3 Folwer 將美國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從 1792 年至 2005 年的判決引證關係組成一個”司法判決書引
證網路”[16]
除了司法判決書引證網路之外，專利文件亦適合用於網路分析 [17]，
Strandburg 在 2006 年利用專利文件的引證網路分析過去幾年來專利數量急數
暴增的原因，Strandburg 認為網路分析可以做為一種提供法律經驗實證研究的
可能性，Strandburg 除了呼籲法學界正視網路科學這個新興學科之外，她還提
出三點網路科學對法律產生的影響 [18]:
1.無尺度特性對法律政策的影響︰所謂的無尺度分布特性，係指富者愈富的現
象，也就是說在網路結構內單一節點之間的連結數量是不帄均的，有的節點
會有大量的連結，有的節點僅有少量的連結，但是有大量連結的節點居於少
數，反之有少量的連結的節點反居於多數，若以連結的數目來看整體的帄均
值，應會在中位數之下。
以往法律或政策分析對於分析對象都是採取整體的帄均值來進行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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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分析對象數目龐大，不可能進行實際的統計，所以通常會取群體中
的中位數做為帄均值，如果我們將被分析對象的單一個體皆視為節點（node）
來探究其存在的網路結構，將可發現節點之間存在無尺度分布的特性，在這
種情況之下，採用中位數做為整體帄均值，顯然會有錯誤或偏差的情形產生，
利用網路分析可以更準確的找出整體的帄均值。
2.利用網路結構可以充分掌握群體資訊︰以往的法律或政策分析都是採用整體
(Global)背景為前提，但是利用網路分析可以分層次觀察並特化出區域
(local)背景，例如研究某教育政策對學生的影響，利用網路分析我們可以研
究這個政策對於學生、大學生、資工系學生等各種不同層次的影響，這樣的
方式可以增加法律政策分析的準確度。
3.觀察集體動態行為︰傳統法律分析強調獨立個體的權利義務變動,但是獨立
個體的行為又時常受到周遭群體行為的影響，利用網路分析，我們可以了解
群體對個體產生的影響，可以了解集體行為，這是傳統法律分析所忽略的。
目前以法律網路進行分析的研究已經開始興起，但絕大部分都是探討藉由引證
關係所形成的網路，在目前的這股研究熱潮之下應該繼續探究經由其他形式產
生的法律網路的可能性

圖 3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書引証網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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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

專利標籤網路
傳統的分類方法，沒有辦法對物件進行明確的定義及分類，近年來興起了
在網路上利用下標籤的方式，將物件定義多種符合特性的標籤，以便利資訊的
檢索及搜尋，符合這種機制的資訊系統稱為 Tagged Based System，例 如
de.licious[19]，You Tube[20]等。
Tagged Based System 的標籤（Tag）與被定義的物件（Object）之間的聯
結關係所構成的標籤空間(Tag space)[21]若限縮為標籤和文件的關係則可以看
做是一種文件標籤網路（Document Tagging Network）。
日本專利局開發的 F-term 分類系統中期技術特徵碼和專利文件之間的聯結
關係也和上述 Tagged Based System 所產生的文件關係相仿，亦是一種文件標
籤網路。
在標籤與專利的文件關聯網路中，當 2 個節點有共同的脈絡時，它們被視
為是相關聯的，當節點彼此藉由共同的脈絡形成文件標籤網路時，在網路結構
中會具有 2 種形態的節點，一種是原先的節點，而另一種是脈絡，以 F-term 的
關聯網路為例，它亦具有 2 種形態的節點，一是長度 9 碼的技術特徵碼，另一
是包含此技術特徵碼的專利，由於 F-term 的文件標籤網路由 2 種不同型態的節
點組成，我們亦可稱其為 F-term 的二分網路﹙見圖 4﹚。

圖 4 專利標籤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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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F-term 的二分網路為基礎，我們可以從專利側節點之間的共同脈絡﹙技
術特徵碼﹚產生專利網路。或者利用技術特徵碼側節點之間的共同脈絡﹙專利﹚
產生技術特徵網路。

3.2

由 F-term 的二分網路轉換成單元網路
在 F-term 的二分網路中，專利的節點之間會因為有相同技術特徵碼的連結
而具有較緊密的關係，反之，技術特徵碼的節點之間也會因為有相同專利的連
結而產生較緊密的關係，我們可以利用這種共同的脈絡的關係將 F-term 的二分
特化網路成 2 種單元網路，一是專利的單元網路（見圖 5），另一則是技術特徵
碼的單元網路（見圖 6）。

圖 5 技術特徵單元網路
基於原始的專利標籤網路 F-term 的二分網路涵蓋太多不必要的資訊，所以
我們必須採用 Hierarchical Clustering(階層化分群)的方式來讓專利標籤網
路的網路資訊明晰化，對於專利標籤網路而言，分成專利的單元網路和技術特
徵碼的單元網路，這兩個部分具有專利分析應用上的意義，因此，本研究將以
此做為階層式劃分群的依據。

12

圖 6 專利單元網路
為了能夠使 F-term 二分網路特化為單元網路，我們必須先明確定義何謂節
點之間共同脈絡，這種規則稱為 F-term Relation。
F-term Relation 的脈絡關係之建立在於對於門檻的決定必須在合理範圍
內，當我們的門檻太高時會出現過量的連結，這會造成單元網路的雜訊而產生
混淆的情況，另一方面當我們的門檻太低時會出現少量的連結，這會造成資訊
量的不足以及不穩定的結果，不穩定是指當門檻過低時曲線變化率大可能導致
兩個專利在 20%是沒關聯的，但是在 21%就突然變成有關聯，所以這種對於參數
設定過於敏感造成結果大符變化的不穩定結果，不能夠做為網路分析的參考，
因此合理範圍的門檻就是指避免雜訊過多與連結不穩定兩種情形出現的數值。
對於門檻的參數調整，我們以 3C007 F-term 為例，分別使用由 0~100%不同
的參數值來觀察就專利的單元網路中一個專利能夠連接多少技術特徵和技術特
徵碼單元網路中一個技術特徵能夠連接到多少專利兩個面向，就專利的單元網
路方面參考圖 7，就技術特徵的單元網路方面參考圖 8，而這兩個面向分別是圖
的橫軸與縱軸，我們可以看出從上面圖 7 專利的單元網路連結度門檻值中橫軸
的百分比由 0%到 50%的這個階段，縱軸的連結度由 500 急速下降至 100 以下，
所以這個階段就是所謂的”不穩定”，等橫軸在 50%之後專利的連結度就呈現穩
定的狀態，此外從從上面圖 8 技術特徵的單元網路連結度門檻值中橫軸的百分
比由 0%到 25%的這個階段，縱軸的連結度由 110 急速下降至 20 以下，故這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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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數值並不適合用於 F-term relation 的門檻。

圖 7 專利的單元網路連結度門檻值

圖 8 技術特徵的單元網路連結度門檻值
我們建立網路的目的是為了後續的分析應用，因此對於建立連結的門檻除了
要達到前述的合理範圍之外亦必須考慮將所有門檻統一以成為比較的基準，但
是基於使用方法(例如特殊專利或技術子領域)或使用者的不同(例如人類直接
使用或搭配系統分析介面採用機讀作法)，針對不同的需求只要在合理範圍內，
F-term Relation 門檻可以做不同的調整，在本實驗我們分別選取 75%(4.33 連
結度)做為專利的單元網路的 F-term Relation 門檻與 25%(22.69 連結度)做為
技術特徵的單元網路的 F-term Relation 門檻，選取這兩個值是為了確保達到
合理範圍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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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F-term Relation 門檻時除了要避免過低的門檻值導致連結呈現不穩定
狀態之外，也必須避免過高的門檻值導致過多雜訊的不必要連結產生，參考圖 10
我們將 3C007 技術主題的技術特徵單元網路之 F-term Relation 門檻由原定的
25%提高到 75%時發現技術特徵的連結出現過多的雜訊。

圖 9 雜訊過多的 3C007 技術特徵單元網路
配合本實驗我們分別選取 75%(4.33 連結度) 與 25%(22.69 連結度)分別
做為專利的單元網路的與技術特徵的單元網路的 F-term Relation 門檻，基
於此前提我們定出下面的脈絡關係︰
1.就專利的單元網路之脈絡關係
(1)當專利 A 與專利 B 有 75%以上的技術特徵碼重疊時，我們定義這 2 個專利
之間緊密相關。
(2)當專利 A 中有 75%以上的技術特徵碼和專利 B 中的 25%以上之技術特徵碼
重疊時，我們定義專利 A 與 B 相關。
2.就技術特徵碼單元網路之脈絡關係
(1)當長度 9 碼的技術特徵碼 A 和技術特徵碼 B 間彼此有 25%以上的專利重疊
時，我們定義技術特徵碼 A 與技術特徵碼 B 之間彼此緊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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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標籤的產生方式
專利標籤網路產生的方式，對於網路的建構與網路的分析有關鍵性的影響，
關於標籤的產生方式，可以區分成以下三種:
1.自然語言處理：
利用自然語言處理的作法逐一讀取文件的文字內容，由系統判讀後自動
產生符合文件的標籤 [22]。
2.Folksonomy(大眾分類法)：
Folksonomy 的好處是利用每一個人所提供的片段知識形成整合性的知
識，
但其缺點在於不容易形成 Ontology，例如，有一個物件是握壽司，有些
人的認知是 Sushi(廣義的壽司，除了握壽司也包含大阪壽司)，也有些人的認
知是 Nigiri(狭義的壽司，僅限握壽司)，但是不論用 Sushi 或 Nigiri 來定義
握壽司都是正確的，在 Ontology 不易達成的情況下，標籤註記的品質是會降
低的。此外 Tagging System 的三大難題，分別是 Polysemy(一語多義)、
Synonymy(同義詞)以及 Basic level variation(專有名詞或通用名詞)，這些
問題都是利用此種方式產生標籤所必須考慮的問題[23]。
3.利用官方統一定義標籤：
例如日本專利局完全利用人力的方式集合各領域的專家事前定義 F-term
分類系統的 Theme（技術主題）與 Code（技術特徵碼）與產生長度 9 碼（Theme
5 碼+ Code 4 碼）的技術標籤。採用完全人力的官方統一事前定義標籤、半
人力的群眾集體動態地定義標籤或利用人工智慧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自動生成
標籤，各有其利弊，採用官方統一事先定義標籤的優點是找技術領域的專家
統一制定標籤，並由專利局決定標籤和專利的對應關係，此可達到正確且一
致的結果，同時也免除了 Ontology 不一致或自動機讀時語意模糊不清的困境，
但其缺點在於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有鑑於專利本身能夠衍生出龐大
的經濟利益，收支相衡之下仍然是正數，但是目前這種官方統一定義的標籤
的方式只限於日本的專利和歐洲專利資料庫中部分的專利，若其他國家的專
利亦進行專利標籤網路之動態分析，其標籤的生成方式必須參考前面的兩種
作法。

3.4

專利標籤網路與專利引證網路之比較
雖然專利的標籤網路是藉由節點之間共同的脈絡而建立連結關係，此與專
16

利引證網路（Patent Citation Networks）中共同引證（Co-Citation）的關係
類似，因而容易被誤認為專利引證網路的一種特殊型態，但事實上專利標籤網
路與專利引證網路是兩種不同的文件網路，其主要的差異有三:
1.先就建立網路的方式而言，傳統的專利引證網路必須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
或是分析專利文本上的語意來建立引證的連結關係，但是我們的標籤網路利
用預先建立個別標籤的方式避免了語意處理的部分，所以可以很明確地藉由
專利和標籤之間的關係建立出網路。
2.專利標籤網路節點之間的連結有粗細之分，以專利的單元網路為例，專利節
點之間的共同脈絡是技術特徵碼，如果兩個專利有愈多共同的技術特徵碼，
則這兩個專利之間的連結會越粗，反之，專利的引證網路的連結只能反應引
用與被引用關係的有無，節點之間的連結並不會有粗細的差異。
3.專利標籤網路節點之間藉由共同脈絡所建立的連結並沒有方向性，但專利引
證網路中節點之間引用的節點與被引用的節點會有隸屬關係，所以引證網路
的連結會有方向性，故專利引證網路呈現樹枝狀分布，而此網路中的根節點
（Root Node）就是最重要的專利，基於,被引最多的專利一定在根部,要分析
的話要看整顆引證樹狀網路,但是標籤網路沒有方向性,所以可以藉由去除和
本分析無關的標籤得到部分(精緻化)的專利網路.。
根據 Aker 由智慧財產生態循環(IP Lifecycle)的角度切入之分析見解，未
來專利網路的分析與應用將持續成長[24]，本論文所探討的專利標籤網路也提
供了專利網路的分析與運用中一種新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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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設計

4.1

實驗架構
藉由專利標籤網路本身為二分網路的結構特性，我們可以利用專利側中技
術特徵碼的共同脈絡關係或相對地經由技術特徵側專利的共同脈絡關係建立出
專利網路和技術特徵碼網路二種單元網路。
接著我們將探討專利標籤網路的一些網路特性，最後進行專利網路和技術
特徵碼網路的動態分析。就專利網路的動態分析部分，將會進行”專利網路的
基本現象”觀察、”專利網路隨時間變化”，”產業技術發展趨勢”，”以專
利為中心的關聯網路”之分析。技術特徵碼網路方面，將會進行，”以技術特
徵碼為中心的關聯網路”的網路分析。
經由建立的專利標籤二分網路以 F-term

Relation 規則進行 Mapping 分析，

我們可以將一個具專利與技術特徵碼兩種型態節點組成的二分網路，特化為二
種單元網路，分別是專利之間節點組成的”專利單元網路”與技術特徵碼之間
節點組成的”技術特徵碼單元網路”。
專利分析是企業進行專利佈局或尋找新興技術發展趨勢所不可或缺的活動，
在專利分析過程中，時常需要利用文字探勘等資訊擷取的方式對資料庫的專利
進行專利計量，並且以圖表生成的方式輸出，專利計量能夠提供大範圍的專利
資訊，往往對於專利分析的最後決策產生重要的影響，本實驗的動態分析是以
標籤網路的專利計量方式來進行專利分析，由於日本專利局的 F-term 分類系統
採用官方統一定義的標籤生成方式，所以本實驗的專利計量和專利引證網路的
計量分析不同，並不涉及自然語言處理技術。
我們自日本專利局特許電子圖書館所取得的專利資料是以(2006)該年度通
過申請的專利為基準，在實驗中必要部分(例如觀察專利網路隨時間變化)時會
取其他年份的資料，我們不採累積計算做法因此不同年份資料庫中取出的專利
資料是不相同的，雖然專利並不相同但是基於專利網路本身所反映的是一個技
術領域，例如利用 2006 年與 3C007 技術主題有關聯的專利群和 2004 年與 3C007
技術主題有關聯的專利群的差異性來看”3C007”這個技術主題本身的變化，所
以個別專利造成的影響有限，不影響網路分析的進行。
本實驗所進行的分析主要可分為三大部分，分別是(1)專利標籤網路的性質
分析 (2)專利單元網路的動態分析 (3) 技術特徵碼單元網路的動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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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架構>

建立資料庫

產生專利網路和技術特徵網路

[4.3] 分析專利標籤網路的基本性質

[4.4] 專利單元網路之動態
分析

[4.4.1 ] 專利單元網路
基本現象觀察

[4.4.2 ] 專利網路隨時
間變化

[4.4.3 ] 產業技術發展
趨勢

[4.4.4 ] 以專利為中心
的關聯網路

圖 10 實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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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技術特徵碼單元網
路之動態分析

[4.5.1] 以技術特徵碼
為中心的關聯網路

4.2

實驗數據取得
本論文的原始實驗資料採用日本特許廳特許情報電子圖書館資料庫中的部
分專利文獻，實驗範圍是 F-term 專利分類系統”3”機械次領域中的相關專利，
我們經由取得的專利文獻和其上所附註對應技術特徵碼的資訊，建立了 F-term
的二分網路，並且利用 F-term Relation 特化的專利單元網路與技術特徵碼單
元網路分別進行網路分析。
資料來源︰日本專利局特許電子圖書館（見圖 8）
(http://www.ipdl.inpit.go.jp/homepg.ipdl)
資料範圍︰(1) 2006 年 F-term 分類系統中與”3”機械類技術主題群對應的專
利，機械類技術主題群對應的專利有 65594 筆，技術特徵碼為
6716 筆。
(2)基於”3”機械類技術主題群的範圍仍然過於龐大，所以在部分
的網路動態分析將縮小分析範圍，”3”機械類技術主題群的次
領域技術主題 3C001~3C692 為主，3C001~3C692 技術主題所對應
的專利數為 19271 筆，技術特徵碼為 969 筆。

圖 11 日本特許廳-特許電子圖書館(專利資料庫)

4.3

專利標籤網路的性質分析
在進行專利網路與技術特徵碼網路的動態分析之前，我們將先就連結度、
20

分隔度、群聚度等面向來對專利網路與技術特徵碼網路進行分析，以釐清專利
標籤網路的網路特性。
在本實驗中連結度的定義是指一個節點與其他點有多少小連結，分隔度是
指一個節點到此網路所有節點的最短路徑之帄均值，群聚度是指一個節點他周
圍鄰點所可能產生的最大連結數除以這些鄰點 實際上所擁有的連結數。
經由(2006 年 3 領域 9896 筆專利分析結果)專利網路中的連結度(帄均連結
度為 90.37)、群聚度、分隔度等統計發現其連結度為冪次律分布，符合無尺度
網路的成立要件，同時專利網路的帄均群聚度為 0.63，帄均分隔度為 3.48 亦符
合小世界網路的高群聚度與分隔度屬性，因此專利網路同時具有小世界與無尺
度兩種網路特性。

圖 12 專利單元網路分隔度統計

圖 13 專利單元網路群聚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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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專利單元網路連結度統計
經由網路科學家的研究我們已知有許多的網路具有小世界與無尺度等性質，
但也有某些網路(例如電力網)並不具備這些網路特性，現在探討專利標籤網路
的基本結構性質是有意義的，從本研究發現專利的標籤網路具有小世界與無尺
度等性質，小世界的特性告訴我們專利之間的連結可能會產生捷徑(若是以傳統
IPC 為主的專利分類搜尋檢索則無搜尋的捷徑)，另外無尺度的性質告訴我們專
利和標籤之間的連結關係是極度不帄均的，這和傳統政策分析習慣採用中位數
當成整體帄均並做為分析依據有所出入，這樣的性質也有助於未來專利分類系
統的修訂參考之用。
經過本次分析之後，我們發現在”3”機械技術次領域中的專利彼此之間具
有高群聚度和低分隔度的特性，這種網路具有小世界性質，這在專利搜尋上的
意義是可能會產生搜尋的捷徑，此外，專利之間亦具有很高的連結度，換句話
說它具有無尺度的特性，這在搜尋上的意義是優先掌握連結度最高和最少的專
利會有助於目標的搜尋

4.4

專利單元網路之動態分析
首先從 4.4.1 開始探討專利單元網路之基本現象觀察，接下來 4.4.2 探討
專利單元網路隨時間變化情形，4.4.3 探討利用專利單元網路進行產業技術發展
走向的分析，4.4.4 探討以特定專利為中心，其他專利與此專利形成的專利關聯
網路。

4.4.1

專利單元網路之基本現象觀察
經由 3C 部分主要技術主題（3C001(Automatic control of machine tools)、
3C002(Automatic

tool

replacement

in

machine

tools)

、

3C007(Manipulators/robots)、3C011(Auxiliary devices for machine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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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020(Gripping jigs, holding jigs, and positioning jigs)、3C029(Machine
tool sensing apparatuses)）之專利網路的觀察，可以發現專利網路的動態分
布有 2 種明顯的特性，即（1）專利標籤網路通常分成單一技術核心以及多重技
術核心的分布（2）專利標籤網路會有消長的現象。
（1）專利標籤網路通常分成單一技術核心以及多重技術核心的分布
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將具有高度關連的專利用紅色連結標示，藉此表
示連結的差異性，從圖 12 3C001(Automatic control of machine tools)
技術主題之專利網路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主要技術匯集形成單一核心，其技
術核心為”制御裝置”，而另一方面從圖 13 3C011(Auxiliary devices for
machine tools)技術主題之專利網路則是有多種核心分布，在這個技術主
題中有複數的核心技術，其技術核心分別為”液體供給”、”安全裝置”、”
開關機構”、”切屑處理”、”冷卻”。

圖 15 3C001 專利單元網路 (工作機械的輔助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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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3C011 專利單元網路（工作機械的自動制御）
（2）專利標籤網路會有消長的現象。
經由 3C029 技術主題(Control of cutting processes)在 1986、2002、2006
三個年份的專利單元網路分布之觀察，可以發現在 1986 年的時候 3C029 技術主題
一共有五個技術核心(見圖 14)，分別是加工狀態的檢出(3C029CC00)、位置的測
定與工具狀態的檢出(3C029AA00+DD00)、位置的測定 (3C029AA00)、位置的測定
與 其 他 的 檢 出 (3C029AA00+EE00) 、 加 工 狀 態 的 檢 出 與 其 他 的 檢 出
(3C029CC00+EE00)，在 2002 年的時候 3C029 技術主題一樣是五個技術核心(見圖
15)，但是技術核心的連結數減少，同時有向外擴散的趨勢，至於在 2006 年的時
候 3C029 技術主題只剩下三個技術核心(見圖 16)，分別是工作物的特徵測定
(3C029BB00) 、位置的測定 (3C029AA00) 、其他的檢出(3C029EE00)，並且連結
數急衰退。
因為技術特徵碼和技術主題是由日本專利局官方定義的”標籤”，而標
籤的制定又必須時常配合當時社會情形做出調整，因此技術主題中技術特徵
碼的密度高低會呈現消長情形，由於專利單元網路中的”技術核心”和技術

24

特徵碼成正比關係，所以這也反映出了專利單元網路的消長特性。

圖 17 3C029 專利單元網路 (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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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3C029 專利單元網路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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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3C029 專利單元網路（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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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專利網路隨時間之變化
利用標籤網路的動態分析我們可以將範圍設定在某個特定的技術主題
(Theme)以了解特定專利單元網路在不同時間的網路分布變化與趨勢發展。
在本實驗中採用 3C007（Manipulate/ Robot）機器人技術主題建構出的專
利網路做為研究對象，並且分析此專利網路自 2002 年～2006 年隨時間之變化
(見圖 17 至圖 21)。

圖 20 3C007 專利單元網路(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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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3C007 專利單元網路(2003 年)

圖 22 3C007 專利單元網路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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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3C007 專利單元網路(2005 年)

圖 24 3C007 專利單元網路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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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5 個年份的專利網路分析可以發現 3C007 之專利網路的網路型態不斷
在變化，在本分析中網路型態代表的是在 3C007（Manipulate/ Robot）機器人
技術主題之下子技術領域的聚合情形，個別的專利在網路中代表一個節點並且
藉由技術特徵(標籤)的共有程度決定此節點在網路中的動向，最後導致網路型
態的變遷，是故可以利用專利節點在網路中的聚合或離散來判斷技術的發展趨
勢。
微軟總裁 Bill Gates 在 Scientific American 中發表一篇論文”A Robot in
Every Home”[25]，文中 Bill 認為機器人產業的發展過程和過去的電腦產業之
發展有許多相似之處，具有相當之潛力，但是它也指出在現階段機器人的發展
將 會 面 臨 兩 個 主 要 的 問 題 ， 分 別 是 作 業 系 統 以 及 驅 動 器 協 調 (acturator
concordness )的問題，除了點出機器人產業發展的不足之處外 Bill Gates 在
文中發揮了敏銳的觀察力來向大眾介紹一個未來的重要趨勢，那就是做為論文
題目的 A Robot in Every Home，然而這種能夠適應非結構性開放環境並具有自
律行為獨立完成任務的機器人和現在工廠生產線的組裝機器人是完全不同的
[26]，日本政府經濟產業省於 2004 年 4 月召集相關領域專家組成次世代 Robot
Vision 懇談會[27]，會議中以 2025 年能適應並融入人類社會的機器人為前提
探討機器人產業的形成與現階段的發展策略，經濟產業省於 2005 年 5 月組成
Robot 政策研究會，並且在 Robot 政策研究會的中間報告書[28]中首次對這種
稱為次世代機器人的未來機器做出明確定義，並做出”服務型機器人”和”次
世代工業機器人”兩種基本分類，之後經濟產業省又於 2006 年 5 月提出 Robot
政策研究會報告書，書中提出日本機器人政策的三大基礎發展方向，其中之一
的任務導向型機器人開發(Mission-Oriented RT System Development)[29]，
裡面提及了針對未來日本國內需求在製造業領域(2 種)、特殊環境作業領域(2
種)、服務業領域(3 種)所應該發展的次世代機器人。
在 3C007 技術主題的專利網路中，2002 年的技術核心分布相當帄均，但是
在 2003 年專利網路的技術核心開始向外擴散，在 2004 年專利網路明顯分為兩
群，在 2005 年專利網路只有一個明顯的技術核心，從其技術特徵碼來看皆和服
務型機器人有關，在 2006 年除了一個大的技術核心之外還有兩個小的技術核心，
在 2006 年 3C007 專利網路之大核心所聚集的專利和服務型機器人有關(ex. 保
全用、醫療用機器人)，而小核心所聚集的專利普遍和工業用機器人有關，因此
經由本分析得出 3C007 之機器人技術的專利網路正走向服務型機器人為主，工
業用機器人技術為輔的趨勢，以上分析所反映的結果和日本機器人產業的發展
趨勢大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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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產業技術發展趨勢
F-term 分類系統的每張技術主題都代表ㄧ種具有市場價值的產業技術領
域，我們將特定幾張技術主題歷年來其內技術特徵碼的變化來做統計分析，
就可以得出每張技術主題隨時間的發展情形，這也同時代表ㄧ種產業技術的
發展趨勢。
本實驗中採用 3C007（Manipulate/ Robot）機器人技術主題為研究對象，
為了使實驗結果明確，過濾掉不必要的資訊，所以再從機器人技術主題中選
取出特定的”技術特徵碼群組”進行產業技術發展趨勢之分析。
首先我們選定 3C007（Manipulate/ Robot）機器人技術主題中”機器人
用途”的重要技術特徵碼進行分析，目前日本機器人的學術機構、研究單位
或機器人公司皆採各自專精領域發展機器人技術，通常以用途做分野，例如
救難機器人、保全機器人、娛樂機器人等，所以”機器人用途”是一種能夠
充分反映產業技術發展趨勢的指標[30]。
從機器人用途的產業技術發展趨勢分析之結果(見圖 22)，橫軸是代表年
份而縱軸是代表數量，從 1986 年到 2006 年之間救災機器人(技術特徵碼
3C007AS32)與醫療機器人(技術特徵碼 3C007AS35)的相關專利數量成穩定成
長的趨勢，但是服務用機器人(技術特徵碼 3C007AS34)與清掃用機器人(技術
特徵碼 3C007AS15)從 1995 年開始到 2006 年的十年間相關專利數量持續增加，
甚至從 2000 年開始專利數量增減幅度十分明顯，有時大幅上升有時大幅減少，
變動非常劇烈，

圖 25 特定技術特徵碼相關專利隨時間成長-- 機器人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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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根據分析結果認為服務用機器人(技術特徵碼 3C007AS34)與清掃用
機器人(技術特徵碼 3C007AS15)是目前機器人技術發展的重要方向，雖然這個
產業技術領域充滿許多的商機與可能性但也具有許多風險和不確定性，這可
能是為何從 2000 年開始專利數量增減幅度十分明顯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們選定 3C007（Manipulate/ Robot）機器人技術主題中”機器人
仿生型態”的重要技術特徵碼進行分析，日本政府經濟產業省近年來召開的”
機器人政策研究會”其主要目的並不僅限於發展機器人產業同時在解決未來”
機器人與人類的共生”之問題，人機共生問題和機器人倫理、機器人安全與
機器人環境密切相關[31]，而機器人仿生學與仿生型態基本上就是為了配合
人機共生的目標同時受到倫理、安全與環境等因素所發展的技術，所以”機
器人仿生型態”不但是一個未來重要的社會議題也是背後涵蓋龐大商機的重
要產業技術[32]。
從機器人用途的產業技術發展趨勢分析之結果(見圖 23)，縱軸代表年份
而橫軸代表數量(百件)，從 1986 年到 2006 年之間，技術特徵碼 3C007WA00
反映的是整體自律型機器人的專利數量成長趨勢，在 2000 年之前其專利數量
成長幅度帄穩但是在 2000 年之後開始出現大幅度的成長，到了 2006 年突然
衰退，除了蟲型機器人(技術特徵碼 3C007WA05)一直沒有成長之外，其餘的仿
生機器人從 2000 年開始呈現明顯的成長，其中人型機器人呈現持續成長的趨
勢，貓狗型機器人雖然 2000 年開始成長但是在 2002 年以後持續呈現衰退的
趨勢，基本上人型機器人較貓狗型機器人擁有更大的市場需求與潛力。

圖 26 特定技術特徵碼相關專利隨時間成長- 機器人仿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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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以專利為中心的關聯網路

圖 27 以特定專利為中心的關聯網路

網路分析的特色之一在於可以分層次觀察，前面的動態分析是以總體
的層次進行分析，分析所得到的是一種巨觀的趨勢，”以專利為中心的關
聯網路”分析和前者不同，本動態分析是以個體的層次進行分析，分析所
得到的是一種微觀的具體資訊
在專利單元網路中每個節點是專利文件，基於專利文件之間技術特徵
碼形成的共同脈絡關係，使我們能夠以單一特定專利為中心找出與其技術
特徵相似的其他專利，本研究稱這種關係為”關聯網路”，關聯網路除了
在分析上能提供企業專利佈局有利的參考之外，在搜尋與檢索上也具有應
用和發展的價值。
本實驗以一則工業機器人專利為中心，利用先前 F-term Relation 定
義的”緊密相關的關聯”建出工業機器人專利的關聯網路(見圖 24)，我們
得到”熔接機器手”、 ”機器人制御方法”、 ” 產業用機器人制御裝
置”、 ”機器軌跡制御方法”、 ” 熔接用機器人”等與網路中心的”工
業機器人”專利緊密相關的其他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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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5.1

技術特徵碼網路之動態分析
以技術特徵碼網路為中心之關聯網路

圖 28 以技術主題為中心的關聯網路
在技術特徵碼單元網路中每個節點是技術特徵碼，基於技術特徵碼之
間藉由專利形成的共同脈絡關係，使我們能夠以單一特定技術特徵碼為中
心找出與其有相似專利脈絡的其他技術特徵碼。
ZMP(Zero-Moment Point)零矩點技術是二足步行人型機器人中的核心
技術[33]，本實驗以 ZMP 技術的技術特徵碼為中心建立出關聯網路(見圖
25)，得到”腳式”、 ”步行制御”、 ”無軌道移動”、 ”基台”、 ”
移動型式”、 ”自走/自律型制御”等和 ZMP 技術有密切關聯的技術特徵
碼。
這種”以技術特徵碼為中心的關聯網路”， 對於企業的專利分析決策
有應用價值之外，但是對於專利分類結構的再組織與修改，以及自動分類
技術等相關發展而言，亦有參考價值，此外對於不熟悉某技術領域的生手
來說，”以技術特徵碼為中心的關聯網路”是相當重要的參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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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小範圍技術領域為中心的技術特徵碼關聯網路
前面所提到的以技術主題為中心的技術特徵碼關聯網路是在該技術主題
下(例如 3C024 技術主題)所有技術特徵藉由共有專利所形成的關聯網路，在
實際的分析應用上有時不需要看全部的技術特徵碼所形成的連結關係，故我
們可以限縮範圍，只看在專利主題中部分技術特徵碼所形成的連結關係，例
如”小範圍技術領域的技術特徵碼關聯網路” (見圖 26)，或者我們可以只看
”單一技術特徵碼為中心的關聯網路”(見圖 27)依照分析的需求自行決定網
路的層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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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單一技術特徵碼為中心的技術主題關聯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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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討論了專利標籤網路之建立方法與其分析應用，建立專利標籤網路必
須著重於使用何種建立標籤的方式，因為日本專利局的 F-term 分類系統已經採用
以專家制定標籤的方式所以我們可以在實驗略過探討建立標籤的方式，而直接使
用 F-term 分類系統的技術特徵碼做為標籤並以技術特徵碼和專利的對應關係建立
出專利標籤網路。因為目前只有日本專利局的 F-term 分類系統能夠支援以官方統
一定義的方式建立標籤，所以專利標籤網路的動態分析對象目前只能直接用於日
本專利，至於對美國專利或其他國家的專利甚至其他法律文件如果欲利用專利標
籤網路加以分析，必須先考慮選擇使用何種建立標籤的方式，可以是專家直接制
定標籤的方式、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或 Tagged Based System 的方式產生標籤，是
故本研究的應用範圍還有持續擴大的發展空間。
專利標籤網路和目前專利分析應用的專利引證網路之間除了建立網路的方式
不同之外，專利標籤網路本身缺乏方向性因此和專利引證網路這種具有根(Root)
節點的樹狀網路結構不同，同時其連結會依據脈絡關聯的緊密程度(共有專利或共
有標籤)呈現粗細之別，這和專利引證網路的連結只能顯示有與無有所區別，因此
或許能夠利用專利標籤網路和專利引證網路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來補專利引證網路
在現有專利分析應用的不足之處。
本研究分為專利單元網路與技術特徵碼單元網路兩者進行動態分析，藉由動
態分析除了能夠了解專利整體發展趨勢之外還能得到專利個體的連結關係，整體
趨勢方面可以得到”專利網路隨時間變化”、”產業技術發展趨勢” ，個體的連
結關係方面則得到”以技術特徵碼或專利為中心的關聯網路”，但是以上的分析
接採用人工判讀的方式進行，當然，專利分析在大部分情況必須利用人的經驗和
推論來得到分析結果，但是如果能夠應用人工智慧技術將自動機讀介面與專利標
籤網路作出結合，將可以做出更加深入、準確的分析結果。
尋找專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發明人需要藉由檢索專利來確定自己的想法是
否具備新穎性，專利局的審查委員需要利用專利搜尋來判斷是否存在先前技術，
專利律師需要搜尋專利資訊來取得在訴訟攻防中的有利事證，企業在進行專利分
析決策之前，需要利用專利搜尋來取得某特定範圍內的專利。目前專利的搜尋技
術，主要有利用關鍵字的方式以及利用專利分類系統的方式，但是實際找出理想
目標專利的效果卻十分有限，在本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出專利的關聯網路或技術特
徵碼的關聯網路，這種網路反映了專利與專利之間帄行或隸屬、群聚或離散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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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關聯分布關係，這種關係是基於具體的技術相關而建立出來，所以可以徹底必
面目前專利搜尋以文本語意做為專利關係親疏的依據，利用這種動態關聯分布資
訊結合專利的搜尋介面，我們將能夠發展出一種專利關聯式搜尋方法。
網際網路創造了新的通路來串聯受地理、經濟地位、倫理、宗教、種族等差
異而分隔但卻臭味相投(like-minded)的人群[34]，對於網路科學而言專利標籤網
路不啻也扮演了連接臭味相投的專利間新通路的角色，並且利用新的連結發現未
知的事物與創造新的可能性。

39

參考文獻
[1] Trippe, A.J., ”Patinformatics: Tasks to tools”, 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25,
pp.211-221, 2003.
[2]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http://www.wipo.int/
classifications/en/
[3] U.S. Pat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USPC), http://0-www.uspto.gov
mill1.sjlibrary.org/web/patents/classification/uspcindex/indexa.htm
[4] European Pat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ECLA),
http://l2.espacenet.com/eclasrch
[5] 維基百科-生物學分類法,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F%E7%89%A9%E5%88
%86%E9%A1%9E%E6%B3%95&variant=zh-tw
[6] Iwayama, M., Fujii, A., Kando, N.,”Overview of Classification Subtask at
NTCIR-5 Patent Retrieval Task”, Proceedings of NTCIR-5 Workshop Meeting,
Tokyo, Japan, December 6-9, 2005.
[7] Schellner, I., ”Japanese File Index classification and F-terms”, 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24, pp.197-201, 2002.
[8] Gribbin, J., Deep Simplicity : Bringing Order to Chaos and Complexity,
Random House, New York,2004.
[9] Buchanan, M., Nexus: Small Worlds and the Groundbreaking Theory of
Networks,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2003.
[10] Watts, D.J., ”A twenty-first century science”, NATURE, 445, pp.489,
February, 2007.
[11] Chambers, J., ”Guts and Glory: Why the technology revolution will go on
and on”, Forbes Asia, vol.3 no.8, May 7, 2007.
[12] Watts, D.J., Six Degrees, Vintage, New York, 2004.
40

[13] Buchanan, M., The Social Atom: Why the Rich Get Richer, Cheaters Get
Caught, and Your Neighbor Usually Looks Like You, Bloomsbury, London,
2007.
[14] DIE HARD 4.0, 20th Century FOX Movies, 2007.
[15] (美) 波斯納 (Richard A. Posner)著, 法律理論的前沿, 武欣．凌斌 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民國九十二年.
[16] Fowler, J.H., et al, ”Network Analysis and the Law Measuring the Legal
Importance of Supreme Court Precedents”,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GA, USA, January 5-7, 2006.
[17] Zhang, P., Koppaka, L., ”Semantics-Based Legal Citation Network,” In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ICAIL 2007) (Stanford University, Palo Alto, CA, USA), ACM Press,
New York, pp.123-130, June 4-8, 2007.
[18] Strandburg, K.J.,et al, ”Law and the Science of Networks: An Overview
and an Application to the “Patent Explosion””,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21 no.4, pp.1293-1362, 2006.
[19] de.li.ci.ous: http://del.icio.us/
[20]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
[21] Begelman, G., Keller, P., Smadja, F., ”Automated Tag Clustering:
Improving 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 the tag spa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WWW 2006), Edinburgh, UK, May 22-26, 2006.
[22] Dozier, C., et al, ”Fast Tagging of Medical Terms in Legal Text, ” In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ICAIL 2007) (Stanford University, Palo Alto, CA, USA), ACM Press,
New York, pp.253-260, June 4-8, 2007.
[23] Golder, S., Huberman, B.A.,”The Structure of Collaborative Tagging
Systems”, Arxiv preprint cs.DL/0508082, 2005
41

[24] Akers, “The future of patent information-a user with a view”, 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vol.25, pp. 303-312, 2003.
[25] Gates, B., “A Robot in Every Home”, Scientific American, January 2007.
[26] Anzai, Y.,“Next generation robots as real world-oriented media”, Journal of
Robotics Society of Japan, vol. 16, no 1, pp. 15-18, 1998 (in Japanese).
[27] 経済産業省次世代ロボットビジョン懇談会、２０２５年の人間とロボットが共
存する社会に向けて-次世代ロボットビジョン懇談会報告書、経済産業省、２００４。

[28] 経済産業省ロボット政策研究会、ロボット政策研究会中間報告書（案）～ロボ
ットで拓くビジネスフロンティア～、経済産業省、２００５。

[29] 経済産業省ロボット政策研究会、ロボット政策研究会報告書 ～ＲＴ革命が日
本を飛躍させる～、経済産業省、２００６。

[30] Kusuda, Y.,” How to Commercialize Robotic Research into Real Business”,
Journal of Robotics Society of Japan, vol.24 no 3, pp. 327-332, 2006 (in
Japanese).
[31] Weng, Y.H., Chen, C.H., Sun, C.T., “The Legal Crisis of Next Generation
Robots: On Safety Intelligence,” In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ICAIL 2007) (Stanford
University, Palo Alto, CA, USA), ACM Press, New York, pp.205-210, June
4-8,2007.
[32] Dario, P., “Biorobotics”, Journal of Robotics Society of Japan,Vol.23 No 5,
pp. 552~554, 2005 (in Japanese).
[33] Lee, Q., Takanishi, A., Kato, I., “Learning of Walking Stabilization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a Human for a Biped Walking Robot”, Journal of Robotics
Society of Japan,vol.13 no 4, pp. 553~557, 1995 (in Japanese).
[34] Post, T., “The Power of Networks”, Forbes Asia, May 7, 2007.

42

附錄
附錄.1 專利的單元網路連結度門檻值實驗數據
門檻值

連結度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517.7031
487.3044
369.2113
289.61
221.7313
174.8797
139.5363
107.3088
78.40737
59.50596
37.80932
29.93499
18.61322
12.96858
7.2026
4.331528
2.346696
1.384615
0.554713
0.24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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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技術特徵的單元網路連結度門檻值實驗數據
門檻值

連結度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10.4756
81.50066
57.01189
39.06737
28.88771
22.69749
18.06605
14.95376
12.19815
10.10568
7.878468
7.120211
5.804491
5.019815
4.287979
3.593131
3.151915
2.504624
1.725231
1.00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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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2006 年日本專利局的專利數與技術特徵數
2006 年 3 F-term 技術主題群
關連專利數 65594 筆 F-term9897 筆 所有 F-term 86883 筆
2006 年 3C F-term 技術主題群
關連專利數 19271 筆 F-term 879 筆 所有 F-term 969 筆
F - t e r m 技 術 主 題 2 0 0 6 專 利 數 2 0 0 6 F - t e r m 數 總 F-term 數
3C001

217

9

10

3C002

183

11

13

3C007

17166

698

923

3C011

271

10

11

3C012

45

8

12

3C016

352

21

22

3C020

35

15

24

3C021

`37

23

24

3C022

348

22

22

3C024

38

7

10

3C025

19

8

10

3C027

174

26

30

3C028

22

7

9

3C029

135

10

11

3C030

129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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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本實驗採用 2006 年日本專利局 3C F-term 技
術主題群英日文名稱對照
F-term 技術主題英
3C001
3C002
3C007
3C011

3C012

3C016
3C020
3C021
3C022
3C024
3C025
3C027
3C028
3C029
3C030

文

名

稱日

文

名

稱

Automatic control of
工作機械の自動制御
machine tools
Automatic tool
工作機械における自動工具交換
replacement in
machine tools
マニプレータ・ロボット
Manipulators/robots
Auxiliary devices for
工作機械の補助装置
machine tools
Workshop
equipment, work 作業場用の仕事台、支持台、貯蔵
benches, supports, or
手段
storage means
Jigs for machine
工作機械の治具
tools
Gripping jigs,
把持具，保持具，位置決め具
holding jigs, and
positioning jigs
Details of cutting
切断装置の細部
devices
フライス加工
Milling processes
Control of cutting
切断の制御
processes
歯車加工
Gear processing
Nonmetal cutting
非金属の切断装置１
devices
Machine tool
工作機械の位置決め装置
positioning
apparatuses
Machine tool sensing
工作機械の検出装置
apparatuses
自動組立
Automatic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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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AS 部分
AS00 APPLICATION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AS01
AS02
AS03
AS04
AS05
AS06
AS07
AS08
AS09
AS11
AS12
AS13
AS14
AS15
AS21
AS22
AS23
AS24
AS25
AS26
AS27
AS28
AS29
AS30
AS31
AS32
AS33
AS34
AS35
AS36

. Carrying, moving and loading, article supply, taking out
. . Palletizing, depalletizing
. . Storage and taking out for stores
. . Taking out from a number of works
. . Delivery to machine tools/processing devices
. Assembly
. . Fitting
. . Electrical or electronic component parts
. Microcyte operations (e.g. cell treatment)
. Welding, fusion cutting
. Machining (e.g. grinding, cutting)
. Painting, sealing
. Inspection, checking, measuring
. Cleaning
. For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y industries (e.g. fruit harvesting)
. For automobile manufacture
. For semiconductors of disc manufacture
. For clean rooms
. For high place constructions (e.g. for electric wire constructions)
. For nuclear reactors, steam generators
. For underwater purposes
. For spaces, aviations
. For high temperature or 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s
. For high pressure or vacuum environments
. For disasters (e.g. fire extinguishing, fire prevention, disaster relief)
. For special gas atmospheres
. For service purposes
. For medical purposes
. For entertainment purposes

47

附錄.6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BS 部分
與 BT 部分
BS00 KINDS, TYPES OF MANIPULATOR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BS01
BS02
BS03
BS04
BS05
BS06
BS07
BS09
BS10
BS11
BS12
BS13
BS14
BS15
BS17
BS18
BS19
BS20
BS21
BS22
BS23
BS24
BS26
BS27
BS28
BS29
BS30

. Serial arrangements of arms
. . Cartesian co-ordinates with two articulated joints
. . Cartesian co-ordinates with three articulated joints
. . . Frame types
. . . Gantry types
. . Cylindrical co-ordinates
. . Polar co-ordinates
. . Articulated types
. . . Vertical articulated types
. . . . Of five degrees of freedom
. . . . Of six degrees of freedom
. . . . Of seven degrees of freedom
. . . . Of eight or more degrees of freedom
. . . . Horizontal articulated types
. Snake types
. . Joints interlocking
. .Each joint moving independently
. .Bending with multiple degrees of freedom
. Parallel arrangements of arms
. .Parallel link types
. .Frog leg types
. . . Parallel link types
. Multiple arm manipulators
. .Humanoid manipulators
. Master-slave types
. Manual manipulators (Imparted also to XF)
. Micro manipulators (Imparted also to XG)

BT00 TYPES OF WRIST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BT01
BT02
BT03
BT04
BT05
BT06
BT07
BT08
BT09
BT10
BT11
BT12
BT13
BT14

. Wrist axes
. .Two axes wrists
. . . Two axes both being rotatable
. . . Two axes both being turning
. . . Having turning and rotating axes
. . Three axes wrists
. . . Three axes all being rotatable
. . . Two axes being rotatable, one axis being turning
. . . One axis being rotatable and two axes being turning
. . Having mechanisms for preventing accompanying rotation
. . Constantly maintaining hand directions
. Moving hand parts
. . Moving the parts at right angles to hand directions
. .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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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15
BT16
BT18
BT19
BT20

. Rotating with multiple degrees of freedom
. . By link mechanisms
. Floating mechanisms
. . Having locking mechanisms
. . Automatically returning to predetermined positions

附錄.7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CS 部分
與 CT 部分
CS00 BASE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CS01
CS02
CS03
CS04
CS05
CS06
CS07
CS08
CS09
CS10

. Traveling along tracks
. . Curved tracks
. . Closed passages
. . Floor tracks
. . Elevated tracks
. . . Arranging manipulators on lateral sides
. . Having branch means
. Moving on trackless (Imparted also to WA, WB)
. Having driving mechanisms built-in (Excluding traveling driving mechanisms)
. Fixing means (lock mechanisms, outriggers or the like)

CT00 COLUMN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CT01
CT02
CT03
CT04
CT05
CT07

. Characterized by operating forms of columns
. . Linearly moving within horizontal planes
. . . Movable in X, Y axial directions
. .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in vertical directions
. . Rotating around vertical axes
.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es of columns.

附錄.8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CU 部分
與 CV 部分
CU00 ARM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CU01
CU02
CU03
CU04
CU05
CU06
CU07
CU08
CU09

.Characterized by materials for forming arms
.Arms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 .Telescope types
.Arms being of parallel link type with serial arrangements
.Having drive sources in arms
.Having optical paths, fluid paths in arms
.Arms being pliable, flexible
.Of light weight and high rigidity
.Arms being exchange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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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00 OPERATING FORMS OF FIRST ARM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CV01
CV02
CV03
CV04
CV05
CV06
CV07
CV08
CV09
CV10

. First arms performing linear movements
.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 .Horizontal parallel progressing
. .Vertical parallel progressing
. First arms rotating
. .Rotating only within horizontal planes
. .Rotating only within vertical planes
. .Rotating with multiple degrees of freedom
. .Rotating around axial centers of arms

附錄.9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CW 部分
與 CX 部分
CW00 OPERATING FORMS OF SECOND ARM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CW01
CW02
CW03
CW04
CW05
CW06
CW07
CW08
CW09
CW10
CW11

. Second arms performing linear movements
.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 .Horizontal parallel progressing
. .Vertical parallel progressing
. Second arms rotating
. .Rotating only within horizontal planes
. .Rotating only within vertical planes
. .Rotating with multiple degrees of freedom
. .Rotating around axial centers of arms
. .Having second joint axes crossing with first joint axes

CX00 JOINT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CX01
CX03
CX05
CX07
CX09

. Having drive sources in joint parts
. Incorporating reducers in joint parts
. Providing locking mechanisms in joint parts
. Providing clutches in joints
. Having stoppers in j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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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CY 部分
CY00 PURPOSES OF BODY MECHANISM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CY01
CY02
CY03
CY04
CY05
CY06
CY07
CY08
CY09
CY10
CY11
CY12
CY13
CY15
CY16
CY17
CY21
CY22
CY23
CY24
CY26
CY27
CY28
CY29
CY30
CY31
CY32
CY33
CY34
CY35
CY36
CY37
CY39
CY40

. Energy supply
. .Power distribution (Including electric signals)
. .Fluid supply
. .Characterized by wiring of joint parts
. . . Penetrating cables into rotation axes
. . . Having rotary connection means
. .Arranging cables along external body surfaces
. .Separating and supporting cables from bodies
. .Having parts of cables being helically wound
. .Having parts of cables being folded in U shapes
. Having positioning mechanisms
. .ON-OFF switches
. .Butting and stopping
. Devising for linear movement mechanism rails, sliders or the like
. .Preventing backlashes, deviations of traveling bodies
. . . Prevention for deformation of traveling bodies, rail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 Load balance mechanisms
. .Providing balance weights
. .By springs
. .By fluid pressures
. Explosion-proof
. Dustproof
. .Pressurizing inside of bodies
. .Proving covers
. Soundproofing, sound suppressing
. Vibration prevention
. Buffering
. Insulation, electric leakage prevention
. Heat radiation and cooling
. Lubrication
. Downsizing (Clear descriptions in specifications)
. Improvement of maintenance (Clear descriptions in specifications)
. Expansion of actuating ranges of arms (Clear descriptions in specifications)
. Improvement of promptness, improvement of speedup (Explicit descriptions in specifications)

附錄.11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DS 部分
與 ES 部分
DS00 OVERALL STRUCTURES OF GRIPPING DEVICE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DS01
DS02
DS03
DS05
DS06
DS07

. Single holding devices or adsorption devices
. . Having plural gripping parts
. . . Having holding parts and adsorption parts
. Plural holding devices or adsorption devices
. . Linear arrangement types
. . Linear arrangemen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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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8
DS10

. . Turret types
. Arrangements of gripping devices or gripping parts being variable

附錄.12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ES 部分、
ET 部分、EU 部分、EV 部分 EW 部分
ES00 FORMS OF SINGLE HOLDING DEVICE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ES01
ES02
ES03
ES04
ES05
ES06
ES07
ES08
ES09
ES10
ES11
ES12
ES13
ES15
ES17
ES19

. Having finger members
. . One
. . Two
. . Three
. . Four
. . Five or more
. . Multi-articulated type
. . . Having independent drive sources according to each joint
. . . Each joint interlocking
. . Finger members being wholly flexible
. Overhanging forms
. . Inside overhanging types
. . Outside overhanging types
. Collet chucks
. Placing
. Piercing and holding

ET00 OPERATION FORMS OF FINGER MEMBER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ET01
ET02
ET03
ET04
ET05
ET08
ET09
ET10

. Oscillating types
. . Spindles being one
. . Spindles being two
. . Crossing types
. . Parallel movement types (By parallel link mechanisms)
. Linear sliding types
. . Slide clamps
. Outward expansion types

EU00 OPENING AND CLOSING MECHANISMS OF FINGER
MEMBER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EU01
EU02
EU03
EU04
EU05
EU06
EU07
EU08
EU09
EU11

. Screw types
. Gear types
. . Bevel gear types
. . Rack and pinion types
. . Intervening worm gears
. . Having differential mechanisms (planetary gears or the like)
. Link types
. Cam types
. . Positive motion types
. Flexible transmitting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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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12
EU13
EU14
EU16
EU17
EU18
EU19
EU20

. Spring energizing
. . Opening direction energizing
. . Closing direction energizing
. Connections to finger members on both piston and cylinder sides
. Direct connections to drive sources
. Having dedicated drive source for each finger member
. . Each finger member moving synchronously
. Each finger member moving asynchronously with the same drive sources

EV00 CONTACT PARTS OF HOLDING DEVICE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EV01
EV02
EV03
EV04
EV05
EV06
EV07
EV08
EV09
EV10
EV11
EV12
EV13
EV14
EV15
EV16
EV17
EV18
EV19
EV20
EV21
EV22
EV23
EV24
EV25
EV26
EV27
EV28
EV30

. Shapes of contact parts not deformed
. . Flat surface contacts
. . V shapes
. . Curved surface contacts
. . Lower surface contacts
. . Tongues
. . Engagement (notches and protrusions engagement, flange end engagement, or the like)
. . Having rollers
. . Screws
. . Treatment for increasing frictional forces
. Deforming contact parts
. . Use of fluid pressures
. . Utilization of springs
. . Elastic membranes (with open spaces, closed spaces, filled spaces)
. . Utilization of brushes
. . Plural projections
. Angles of contact parts being variable
. . Oscillating
. . Tilting
. Floating lock of contact parts
. Having additional functions
. . Hav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ntact parts
. . Separately having auxiliary contact members
. . Plural contact parts for one pair of holding parts
. . Energized by the weight of articles in holding directions
. . Movable in longitudinal axis directions of finger members
. . Rotating with holding articles
. . Performing linear movement of articles and contact surfaces relatively
. Contact less types (e.g. floating and holding

EW00 PURPOSES OF HOLDING DEVICE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EW01
EW03
EW04
EW07
EW08
EW09
EW11
EW12
EW14
EW16
EW18
EW20

. Holding articles with different diameters
. Holding when positions of articles are deviated from opening and closing centers
. . Following holding parts into articles
. Having opening and closing lock means
. . Utilization of change points (toggle mechanisms or the like)
. . Using ratchets
. Adjustments of opening and closing amounts
. Adjustments of opening and closing speeds
. Compactibility (Clear descriptions in specifications)
. Dustproof measures or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dust generation
. Heat protection or heat resistance (Including cooling)
.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vibrations or sh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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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3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FS 部分、
FT 部分與 FU 部分
FS00 FORMS OF SINGLE ADSORPTION DEVICE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FS01
FS02
FS03
FS04
FS06
FS07
FS08
FS09
FS10

. Vacuum adsorption
. . Having no vacuum sources
. . Ejectors
. . Bernoulli chucks
. Magnetic force adsorption
. . Electromagnets
. . Permanent magnets
. . Residual magnetism removal
. Electrostatic adsorption

FT00 STRUCTURES OF ADSORPTION PART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FT01
FT02
FT03
FT04
FT06
FT07
FT08
FT10
FT11
FT12
FT13
FT15
FT16
FT17
FT18

. Contact parts
. . Adsorption cups
. . Characterized by materials
. . .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es
. . Installing elastic members on contact parts (Excluding adsorption cups)
. . . Characterized by materials
. . .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es
. . Contact parts being inelastic members, and characterized by materials, structures
. . Plural adsorption spots being provided
. . Concentric
. . . Matrix arrangements
. Floating
. . By flexible members
. . Springs
. . Joints with multiple degrees of freedom

FU00 PURPOSES OF ADSORPTION DEVICE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FU01
FU02
FU03
FU04
FU05
FU06
FU08
FU09
FU10

Adsorption of single article or predetermined amount of articles
Separately having pressing members for articles
Vacuum pressure controls
. . Having vacuum pressure measuring units
. .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es or mechanisms of valves
. . . With opening and closing valves within adsorption nozzles
. Dustproof measures (filter equipment or the like)
. Heat protection or heat resistance
.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vibrations or shocks

附錄.14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GS 部分
與 GU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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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0 GRIPPING DEVICE EXCHANGE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GS01
GS02
GS03
GS04
GS05
GS06
GS11
GS12
GS13
GS15
GS16
GS17
GS19

. Connection means
. . Ball types
. . Gripping pawl types
. . Plug-in types (screws, pins, piles or the like)
. . Twist types, screw connection types
. . Magnetic types
. Joints for power supply, fluid supply
. Separately having positioning pins
. Having exchange completion detecting means
. Hand storage
. . Having moving means (conveyers or the like)
. . Having gripping device extraction or connection facilities
. Controls for hand exchanges

GU00 ARTICLE EXTRACTING MEAN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GU01
GU03
GU04
GU06

. Spring energizing
. Air supply
. . Utilization of accumulators
. Fluid cyl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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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5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HS 部分
及 HT 部分
HS00 DRIVE SOURCE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HS01
HS02
HS03
HS04
HS06
HS07
HS08
HS09
HS10
HS11
HS12
HS13
HS14
HS15
HS16
HS17
HS18
HS19
HS20
HS21
HS23
HS24
HS25
HS26
HS27
HS28
HS29
HS30

. Direct drive types
. . Contraction types
. Oscillating types
. Rotary types
. Mechano-thermal actuator (Shape memory alloys)
. Mechano-chemical actuators
. Man powers
. Cells
. Electrostatic types
. Fluid types
. . Cylinders
. . . Liquids
. . . Gases
. . Oscillating motors
. . . Liquids
. . . Gases
. . Rotary motors
. . . Liquids
. . . Gases
. . Artificial muscles
. Electric types
. . Solenoids
. . . Rotary solenoids
. . . Linear motors
. . Electric motors
. . . DD motors
. . Piezoelectric elements
. . . Ultrasonic motors

HT00 TRANSMISSION DEVICES (EXCLUDING HOLDING
DEVICE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HT01
HT02
HT03
HT04
HT06
HT07
HT08
HT09
HT11
HT12
HT13
HT15
HT16
HT17
HT19
HT20

. Flexible members
. . Belts
. . Chains
. . Ropes, wires
. . Performing plural operations simultaneously or with interlocking
. . Adjusting tensions
. . Connecting with rods
. . Having ends
. Links
. . Parallel links
. . Eliminating dead points (Change points)
. Rotary shafts
. . Multiple coaxial shafts
. . Spline shafts
. Screw movements
. . Ball sc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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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21
HT22
HT23
HT24
HT25
HT26
HT27
HT28
HT29
HT30
HT31
HT33
HT34
HT35
HT36
HT37
HT38
HT39
HT40

. Screws
. . Rack pinions
. . Worm gears
. . Bevel gear types
. . Planetary gears
. . . Harmonic reducers
. . . Cycloid reducers
. . . RV reducers
. . . Ball reducers
. . Differential mechanisms
. . Backlash prevention
. Cam mechanisms
. Magnetically-coupled mechanisms
. Elastically-linked mechanisms
. . Springs
. Frict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 Fluid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 Having clutches
. Having brakes

附錄.16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JS 部分、
JT 部分及 JU 部分
JS00 SPECIFIC CONFIGURATIONS OF CONTROL DEVICE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JS01
JS02
JS03
JS05
JS06
JS07

. Overall configurations of systems including control panels or the like
. . Relating to peripheral devices such as other robots
. . . Network correspondences
. Arrangements, connections in control circuits
. Characterized by arrangement relationships with mechanism parts
. Communication, data transmission methods and processing

JT00 CONTROL BAR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JT01
JT02
JT03
JT04
JT05
JT06
JT07
JT08
JT09
JT10

. Connected to slave parts in terms of mechanisms
. . By wires
. . Containing parallelogram structures
.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slave parts
. . Having reaction force sensing functions
. . Correspondenc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in parts and slave parts being changeable
. . Having additional setting functions
. . Mounting on manipulators per se
. . Providing manipulators per se as control bars
. . Realizing directly human motions

U00 TEACHING DEVICES, CONTROL PANELS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JU01
JU02
JU03

. Configurations of control panels
. . Characterized by human interface parts
. . . Characterized by display devices (KT for other dis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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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07
JU08
JU09
JU11
JU12
JU13
JU14
JU15
JU16
JU17

. Teaching auxiliary tools
. . Mounting on hands
. . Providing on work benches or work areas
. Types of control panels
. . Remote operations from directly invisible places
. . Operable form plural places
. . Portable type control panels
. . Fixed control panels
. . Control devices provided for manipulators per se
. . Simultaneously using teaching devices and control devices

附錄.17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KS 部分
KT 部分、KV 部分、KW 部分及 KX 部分
JKS00 OBJECTS FOR DETECTION
技術特徵碼/英文名稱
KS01
KS02
KS03
KS04
KS05
KS06
KS07
KS08
KS09
KS10
KS11
KS12
KS13
KS15
KS16
KS17
KS18
KS19
KS20
KS21
KS22
KS23
KS24
KS25
KS26
KS27
KS28
KS29
KS30
KS31
KS32
KS33
KS34
KS35
KS36

. Conditions of work objects
. . Speeds, acceleration
. . Positions
. . Attitudes, angles, directions
. . Deviations from predetermined conditions
. . Characterized by measuring of specific parts (center of gravity or the like)
. . Shapes
. . Types
. . Sizes, weights
. Work environments (e.g. atmospheric temperatures)
. . Positions, conditions of operators
. . Positions, conditions of obstacles
. . Positions, conditions of other robots, machines
. Conditions of manipulators
. . Positions
. . . Top end positions
. . . Base positions
. . . Original positions
. . Attitudes, angles, directions
. . . Joint angles
. . Speeds
. . . Acceleration
. . . Angular speeds, angular acceleration
. . . Speeds of top ends
. . . Speeds of bases
. . Internal conditions (abrasion, battery amount or the like)
. . . Loads, weights of loads (motor loads or the like)
. . . Conditions and types of end effectors
. . . . Gripping conditions (gripping confirmation or the like)
. Contacts
. Slipping
. Forces
. . Pressing forces, reaction forces
. . Torques
. Distances,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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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37
KS38
KS39
KS40

. Voltages, currents
. Time
. Voices
. External disturbances

KT00 VISUAL DEVICES, IMAGING DEVICES
KT01
KT02
KT03
KT04
KT05
KT06
KT07
KT09
KT11
KT12
KT15
KT16
KT17
KT18

. Having one camera
. Having plural cameras
. . Performing stereopsis, using parallax
. Arrangements or mounting of cameras
. . Providing with arms or hands
. . Providing with other than manipulators
. Using optical fibers
. Co-ordinate matching (Calibration)
. Image recognizing methods, image recognizing means
. . Light-section methods
. Image display
. . Time series display
. . Display of manipulators as a main
. . Display of works

KV00 SENSOR SYSTEMS
KV01
KV04
KV05
KV06
KV08
KV09
KV10
KV11
KV12
KV13
KV15
KV16
KV18
KV20

. Pulse encoders (e.g. rotary types, linear types)
. Electric (e.g. electrostatic capacity) (KV01 takes precedence)
. . Switches (e.g. limit switches)
. . Strain gauges, pressure sensitive resistors
. Magnetic types, electromagnetic types (e.g. eddy currents) (KV01 takes precedence)
. Radio wave types (e.g. GPS)
. Rotation transformer systems
. Photoelectric types (KV01 takes precedence)
. . By light interception between projectors and photo detectors
. . Using optical fibers
. Fluid types (e.g. detection of pressures in sealed bags)
. . Air micrometer types
. Acoustic types (e.g. ultrasonic wave types)
. Mechanical types (e.g. dial gauges)

KW00 CHARACTERIZED BY SENSORS
KW01
KW02
KW03
KW04
KW05
KW06
KW07

. Contact sensors
. Slip sensors
. Force sensors
. . Gripping force sensors
. . Torque sensors
. Position sensors
. Rotation angle sensors

KX00 ARRANGEMENTS OF SENSORS
KX01
KX02
KX03
KX05
KX06
KX07
KX08
KX09
KX10

. Providing for tracks
. Providing for bases
. Providing for columns
. Providing for arms
. . Providing for wrists
. . Providing for hands
. . . Providing for fingers, adsorption pads
. . Arranging so as to enclose arms or hands
. . Providing for joints (wrists, 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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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11
KX12
KX13
KX15
KX17
KX19

. Providing for legs
. . Providing for foot (ahead of ankles)
. . Providing for joints
. Providing for gearings
. Arranging in control bars (Excluding sensors relating to controls)
. Arranging for other than manipulators

附錄.18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LS 部分、
LT 部分、LU 部分、LV 部分及 LW 部分
LS00 TEACHING (PROGRAM PREPARATION)
LS01
LS02
LS03
LS04
LS05
LS06
LS08
LS09
LS10
LS11
LS13
LS14
LS15
LS16
LS17
LS19
LS20

. Direct teaching (On-line teaching)
. . Teaching by human hands
. . . Light movements of manipulators at the time of teaching
. . Teaching by moving with control panels
. . Teaching by using image pick-up devices
. . Special teaching method (e.g. light, sounds, or the like)
. Indirect teaching (Off-line teaching)
. . Teaching using images (CAD or the like)
. . Teaching each point
. . Teaching other than positions
. Teaching by using simulated manipulators
. Program corrections (e.g. positioning point corrections)
. Automatic preparation of paths or target positions
. . By co-ordinate conversion of basic paths
. . . Preparation of symmetric paths
. Verification run
. Simulations

LT00 POSITION CONTROLS
LT01
LT02
LT03
LT04
LT06
LT07
LT08
LT11
LT12
LT13
LT14
LT15
LT17
LT18

. Interpolation, path controls
. . By pulse distributions
. . Interpolation by special patterns
. . . Waving interpolation
. Position controls by external measuring sensors
. Following controls
. Follow-up controls
. Corrections of positions
. . To position deviations of work objects
. . Compensating inertias, weights, temperatures or the like
. . By internal states (e.g. manufacturing errors)
. . Corrections by manual setting
. Origin positioning, co-ordinate calibration
. Positioning to work start points (Including restart points)

LU00 SPEED, FORCE, HYBRID CONTROLS
LU01
LU02
LU03
LU04
LU05

. Speed controls
. . Acceleration controls
. . Controls of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 . Using speed patterns
. . Corrections of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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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06
LU07
LU08
LU09
LU20

. Force controls (Gripping forces are imparted to LV10)
. . Controls of torques
. . Controls of pressing forces
. Plural control parameters being provided, hybrid controls
. . Switching control parameters

LV00 OTHER VARIOUS TYPES OF CONTROLS
LV01
LV02
LV03
LV04
LV05
LV06
LV07
LV08
LV09
LV10
LV11
LV12
LV13
LV14
LV15
LV17
LV18
LV19
LV20
LV21
LV22
LV23
LV24

. Cooperative controls
. . Cooperation of manipulators with each other
. Controls of end effectors
. . Position controls
. . Attitude controls
. . Controls of gripping
. . . Determination of gripping positions
. . . Performing judgment for stability of gripping
. . . Performing gripping by multiple stages
. . . Control of gripping force
. Progress of programs
. . Conditions for start or progress of operations
. . Interruption, restart of programs
. . Determination of work plans
. . Switching of running conditions
. Controls of fitting
. Compensation of gravity, temperatures (Position corrections LT13)
. Co-ordinate conversion systems, co-ordinate operation systems
. Advance preparations (e.g. initialization)
. Controls peculiar to electric motors
. Controls peculiar to fluid drives
. Servo controls
. . Performing gain adjustments

LW00 SPECIFIC CONTROL METHODS
LW01
LW02
LW03
LW04
LW05
LW07
LW08
LW09
LW11
LW12
LW13
LW14
LW15

. Using feed forward
. Using compensation elements
. Using past data
. Using observers
. . External disturbance observers
. PID controls
. Optimization controls
. Pulse control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 Learning controls
. Genetic algorithms
. Fuzzy
. Neural networks

附錄.19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MS 部分
及 MT 部分
MS00 SAFETY
MS01
MS02
MS03

. Against overloads
. . Mechanical treatments
. . Electrical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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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05
MS06
MS07
MS08
MS09
MS10
MS11
MS12
MS14
MS15
MS16
MS21
MS22
MS23
MS24
MS25
MS27
MS28
MS29
MS30

. Against interferences
. . Detection of foreign substance entering into dangerous areas (Actuating areas)
. . Performing contact detection or approach detection
. . Prediction of interferences
. . . Modeling of operation ranges or the like.
. . Limitation of operation ranges
. Coping in terms of mechanisms, structures (Excluding MS02)
. . Fixing means, brakes
. Treatments after generation of abnormality, danger (Excluding MS12)
. Inspection, monitoring, maintenance
. Responses to erroneous operations
. Against manipulator abnormality
. . Operating limit detection, operating range restriction
. . Detection for sudden changes of command values or detection for divergences with actual values
. . Abnormality of actuating sources
. . . At the time of power failures
. Safety for persons
. . Alarms
. Safety in teaching, operations
. Safety for work objects

MT00 PURPOSES FOR CONTROLS (OTHER THAN
SAFETY) (CLEAR DESCRIPTIONS IN SPECIFICATION)
MT01
MT02
MT03
MT04
MT05
MT06
MT07
MT08
MT09
MT10
MT11
MT12
MT13
MT14
MT15
MT16

. Facilitating operations
. Speed increases of controls, operations
. Simplification of structures
. Improvement of accuracy, correctness
. Vibration prevention, stability
. Automatization, systematization
. Expansion of operation, working ranges
. Responses to plural patterns, changes
. . Responses to work conditions
. . . Responses to plural types of works
. Applications to specific uses
. Environmental measures (Ecology)
. Energy saving
. Improvement of entertainment
. Responses to open systems, net systems
. Improvement of durability

附錄.20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NS 部分
NS00 WORK CONDITIONS
NS01
NS02
NS03
NS05
NS06
NS07
NS08
NS09
NS10
NS11
NS12
NS13

. Work objects being movable
. . By conveyers
. . By rotation or oscillating stands
. Shapes (FW)
. . Rectangular columns
. . Cylindrical bodies
. . Spherical bodies
. . Plate-like bodies, discs
. . Sheet shapes (films, paper, or the like)
. Types (FW)
. . Substrates
. . . Semiconductor wa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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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14
NS15
NS17
NS19
NS21
NS22
NS24
NS26
NS28
NS29

. . . Magnetic discs, optical discs
. . . Printed circuit boards and wiring boards
. . Electronic component parts
. . Containers, cardboard boxes
. . Glass (Substrates NS12)
. . Lenses
. . Fastening component parts
. . Foods
. . Packaged goods
. . Fabrics

附錄.21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WA 部分
、WB 部分及 WC 部分
WA00 AUTOMATIC OR AUTONOMOUS TYPES
WA01
WA02
WA03
WA04
WA05
WA11
WA12
WA13
WA14
WA15
WA16
WA17
WA18
WA19
WA20
WA21
WA22
WA23
WA24
WA25
WA26
WA27
WA28

. Forms of biological type robots
. . Animal types
. . . Humanoids
. . . Dog, cat types
. . . Bug types
. Moving types
. . Leg types
. . . Biped
. . . Quadruped
. . . Hexapod
. . Wheel types
. . Crawlers
. . Moving by using bodies (e.g. spanworm types)
. . Having adsorbing members
. . Tracks
. Movements of special environments
. . Steps, slopes
. .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n wall surfaces
. . Movements on irregular grounds
. . Insides, outsides of duct lines
. . Space movements
. . Underwater movements
. . Movements within buildings (buildings, houses)

WB00 CONTROLS OF AUTOMATIC OR AUTONOMOUS
TYPES
WB01
WB02
WB03
WB04
WB05
WB06
WB07
WB08
WB09
WB11
WB13

. Walk controls
. . Static walks
. . Characterized by switching walk conditions (e.g. changes in directions)
. . Walk patterns being determined in advance
. . Characterized by generation of walk figures, walk patterns
. . Upper body inclination, attitude controls
. . Considering ZMP
. . Controls by paying attention to joint angles, joint torques
. . Controls by paying attention to specific positions (center of gravity or the like)
. Behavior controls (Including emotions)
. . Using prob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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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14
WB15
WB16
WB17
WB18
WB19
WB20
WB21
WB22
WB23
WB24
WB25
WB26
WB27
WB28

. . Using histories
. . Using internal information
. . Using external information
. . . Conditions of persons (expressions, behaviors, or the like)
. . . Instruction from persons
. . . Instruction from persons
. . . Conditions, instructions of other robots
. . . Using information on obstacles, work objects
. . Using models (Patterns)
. . . Characterized by ways of transition
. . Characterized by emotion controls
. . Controls of behaviors based on emotions
. . Characterized by ways of behaviors per se
. . . Characterized by specific emotional expression methods
. . . . Generation of expressions

WC00 OTHER CHARACTERISTICS, CONFIGURATIONS
OF AUTOMATIC OR AUTONOMOUS TYPES
WC01
WC03
WC04
WC06
WC07
WC09
WC10
WC11
WC12
WC13
WC14
WC15
WC16
WC18
WC19
WC20
WC21
WC22
WC23
WC24
WC25
WC26
WC27
WC29
WC30

. Growing up
. Connecting to external devices such as personal computers
. Having simulation functions
. Characterized by message transmitting means to persons
. . Talking
. Characterized by returning from abnormal states
. . Returning from overturn states
. Characterized by using methods
. . Games
. . Healing
. . Academic applications
. . With additional functions (e.g. telephones, FAX)
. . Monitoring, security
.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es of accessories
. . Accessories (e.g. suits)
. . Tables, stations
. Characteristics for structures of robot bodies
. . Legs
. . . Ankles, soles
. . . Leg joints
. . Heads, faces, necks
. . Bodies
. . Waists
. . Configurations for demonstrating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 . . Speaking

附錄.22 3C007 F-term 技術主題技術特徵碼 XF 部分、
XG 部分及 XJ 部分
XF00 CONFIGURATIONS, PURPOSES OF MANUAL
MANIPULATORS
XF01
XF02
XF03

. Having joints
Flexible
. Having mounting devices to sup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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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05
XF06
XF07
XF09

. Tool hands
. Holding hands
. Saucer hands
. Having driving mechanisms

XG00 CONFIGURATIONS, PURPOSES OF
MICROMANIPULATORS
XG01
XG02
XG03
XG04
XG05
XG06
XG08

. Characterized by drive sources
. Having traveling mechanisms
. Characterized by bases
. Characterized by arms
. Characterized by hands
. Characterized by control parts
. Processing relative to works in contact less states

XJ00 CONFIGURATIONS, PURPOSES OF GLOVE BOXES
XJ01
XJ03
XJ05

.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es of boxes
. Characterized by gloves
. Characterized by gas sweeping, gas sealing

附錄.23 一則日本專利和與其相關的技術特徵碼
專利: 裁紙裝置 (特開 2006-167881)
技術特徵碼: 3C024 FF02、3C027JJ08 和 3C027JJ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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