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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南介绍“IP 法宝”的特点、具体使用方法和简单操作。

“IP 法宝”是法律信息数据库资深品牌“北大法宝”的运营方北大英华

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平教授为首的知识产权专家团队合作，精

心打造的一款知识产权法律信息服务产品。

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IP 法宝”对相关数据进行智能分析

与对比，利用法宝码将知识产权体系脉络以及相关法规、案例、期刊以图谱

的形式集中展示，并及时推送知识产权相关的资讯与专题文章，同时还提供

国外知产案例、法律法规和法院体系以及知识产权相关的机构指南，为知识

产权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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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概述

（一）五大构成

1.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是 IP 法宝最有特色的栏目，依靠北大法宝大数据库的优势，对 40

余万案例进行的智能分析、对比分析和自定义分析。通过统计与智能分析，用户

可以了解知产领域的案件的发展情况并对当前政策及经济水平的关系的整体分

析及预估。

2.法律要点

法律要点包括四个核心栏目，即要点图谱、知产案例、知产法规、实务文献。

要点图谱是 IP 法宝的专家团队根据当前国内的知识产权成文法所做的体系梳

理、要点细解及法律规范的匹配及应用，包括专家精释、裁判规则、法律依据、

学说观点和统计分析。知产案例栏目收录了裁判规则、权威案例、知产法院案例

与精选案例，供您按照不同需求查找及使用。知产法规收录了中央法规、地方法

规、中外条约等，满足您一站式查询需求。实务文献栏目则是收录了国内知名法

学期刊和杂志的文章，方便您对知识产权领域相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

3．热点推送

热点推送栏目则是选取最新发生的案例、最新出台的文件等热点话题进行细

致分析和解读，方便您在第一时间了解知识产权领域发生的热点问题，并对其涉

及的法律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

4.比较法律

比较法律一栏我们选取了国外一些比较知名的、大众讨论比较多的案例，并

且按照国家和地区对法律法规和法院的官网做了链接，这对于快速查找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和法院的相关信息提供了方便。

5.机构指南

机构指南中收录了国内受理和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对知识产权进行研究的一

些机构的官方网站、联系电话、地址等基本信息，方便用户对相关机构的信息进

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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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大核心数据库

1.要点图谱

要点图谱栏目按照总体的内容分为专家精释、裁判规则、法律依据、学说观

点和统计分析。专家精释主要对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要点的内容进行了深加工，直

接提出问题并进行解答，直接提炼裁判规则，对相关的法律要点进行了法条的匹

配，并整理和整合了相关问题的专家学说观点。此外，我们对案例库中的所有裁

判文书进行了十个左右分析指标的统计分析，可以从系统上对知识产权法的知识

进行学习和研究，方便实务工作。

2.知产案例

知产案例栏目按照目前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的现状，将案例分成三大类即权威

发布案例、知产法院案例及精选案例，并且精选了 3000 篇左右的案例进行了裁

判规则的提取，这样方便快速锁定类案，直接指引权威出处，方便实务引用。

3.知产法规

知产法规按照知识产权法的效力级别收录了中央法规、地方性法规、立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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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中外条约这些在司法实务中可以直接引用的法律依据，方便实务工作中的法

律法规的查找和使用。

4.期刊文献

期刊文献库中我们整合和收录了当今知识产权研究领域当中的前沿研究问

题、热点问题以及常见问题的理论性文章，方便用户在研究某项专门问题时对其

进行查找，并且了解和研究相关专家的独立观点以便学习和参考使用。

5.热点推送

随着知识产权案件的增多，社会的知识产权热点话题也层出不穷。热点推送

栏目则是选取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知识产权的案例进行解读和分析，同时也会对

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和变化上的分析。为了使用户了解部分知识产权

问题的纠纷解决流程及技巧，我们会定期推出实务问题指南，对这些问题进行梳

理。此外，我们也会对热点话题及法律法规之外的其它知识产权资讯进行播送，

方便用户了解知识产权的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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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较法律

我们收集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外案例、法规以及一些国外法律体系和法院

体系的信息。用户通过点击，可以直接进入法院官网或者法律法规内容网站查询。

既可以学习国外的法律法规，又可以进行比较学习参考，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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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登录

（一）链接 Internet 7

用户衔接 Internet广域网，在地址栏输入 http://ip.pkulaw.cn/进入 IP 法宝首

页。建议使用 IE9 及以上版本，或者使用 chrome 和火狐浏览器。

（二） 登录会员区

1.普通登录

首页右侧顶端点击登录按钮，出现登录对话框，在正常登录框下输入用户名

及密码就可登录查看全部内容。

2. IP 登录

IP 允许范围内可点击“IP 登录”直接登录，用户无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3.会员注册

单击首页右侧顶端注册按钮，按照需要填写步骤填写即可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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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检索和筛选

（一）数据分析检索

1.智能分析检索

数据分析一栏中设置了 6个视角的分析搜索栏，用户可以根据裁判文书中的

不同角色的相关信息，进行分类检索，获得想要的结果之后，进行数据分析图表

的查看以及进行相应的对比分析及法官审理意见、分析报告的阅读。

2. 自定义分析检索

如果需要根据自己选定的分析目标进行数据分析，则可以选择自定义分析检

索。点击智能分析右侧的自定义分析按钮，进入到自定义分析页面，在选项卡中

根据提示进行检索和查找，在第二步中按照相应的选项进行分析指标的选择，就

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分析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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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快速检索

1. 全文检索

需要查询正文内容中包括某词汇的全部文件时，这种查询是快捷有效的方

法。

2.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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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是具体到各库、具体到各种常见字段的检索。如果用户想要精确检

索某个案例或者法规等内容，可以使用高级检索，输入相应的信息即可。

（三）聚类分组检索

在法律要点、比较法律页面左侧设置法宝码聚类分组功能，按照知识产权法

相关法律规定排序，点击查看法宝码，实现快速检索。

（四）结果中检索

结果中检索用于对上次检索结果进行筛选。例如，在专家精释中输入“产品”，

检索出该栏目标题中含有“产品”的数据，缩小检索结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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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动检索

IP 法宝左侧法宝码聚类导航与右侧的核心数据库实现了左右联动检索，在某

一个法宝码检索下右侧的栏目的检索结果可以自由切换，同时在右侧某一栏目下

可以自由切换左侧不同法宝码对应的检索结果。

（六）正文页命中检索

在知产案例、法规、期刊、比较法律库当中，点击开某一篇数据资料的正文，

在正文标题下方，可以通过输入某个关键词，正文页则会显示含有该关键词的内

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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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P 法宝特色功能介绍

（一）数据分析——捋梳案情、把握案件

数据分析是 IP 法宝特有功能，我们整合了北大法宝大数据库的资源，对 40
余万的案例进行了统计智能分析。智能分析是通过选择裁判文书当中不同的当事

人视角所进行的不同分析指标的分析。通过智能分析，用户可以看到有关不同案

由的案件数量对比、案件的发展趋势、审理法官的排名情况等等，有助于从整体

上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发展情况做了解。除了智能分析之外，我们还设置了对比分

析、自定义分析等功能，方便用户从种方式、多个角度去分析裁判文书当中的关

键信息，获取相关的分析结果。

关于智能分析，举一例说明使用方法。比如，选择“法院”，输入“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点击“智能分析“，有关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的案件的分

析结果就全部展示出来了，用户可以保存分析条件或者导出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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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分析则是设置了三步走的分析功能。点击“自定义分析”按钮，进入

到“选项卡”页，根据选项卡的内容填好关键词之后，点击“添加”，该条件会

自动添加到后面的框中，然后点击“检索”和“确认并继续”按钮，进入到选择

分析维度页面，选择好想分析的分析指标时，点击页面底部的“提交分析”按钮，

则可以查看相应的分析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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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则是在选择“律师、律所、法官、法院”几个视角的时候才可以使

用。比如，选择“法官”视角，输入“夏君丽”，然后在结果页中点击“对比分

析”，然后选择“添加对比项”，选择某一法官填入，选择“去对比”，即获得

对比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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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宝码——清晰定位、抓准概念

法宝码是根据知识产权法的体系进行梳理，并加入一些学术热点与重点词

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识图谱，这样的图谱，不仅方便用户查询具体法律要点

内容，而且将其他数据与知识要点相关联，可以获取更多学术观点。

（三）专家释义——以法宝码为线、精确解析

专家精释是专家团队对法律要点词所做的定义、深度释义，用户可以从多个

角度去理解法律要点，加深对知识产权法相关知识的学习，更好地指导产权实务

工作。

（四）法律依据——以法宝码为线、精准匹配

我们按照主题词的分类，对每一个主题词进行了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条

款的匹配。这样，当用户输入关键词之后，与该词有关的法律规定全部都会显示

出来，用户可以系统而完整地了解案件的法律依据，对案件做出精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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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热点推送——适时推出、细致详解

考虑到用户对专题的关注度比较高、要求的解析程度要深，我们定期会选择

一些热点案例、新出台的法律文件等问题进行适时的解读。未来，我们的专题将

向着更专业化、更理论化的方向发展。

（六）比较法律——系统收录、精准链接

我们收集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外案例、法规以及一些国外法律体系和法院

体系的信息。用户通过点击，可以直接进入法院官网或者法律法规内容网站查询。

既可以学习国外的法律法规，又可以进行比较学习参考，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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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件页面介绍功能

1.页面内查找

在全文页面内查询信息，输入即可检索，并且对命中关键词跳转查看。

2.聚焦命中

命中关键词集中显示，排除非命中部分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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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载

IP 法宝数据库提供为纯文本、WORD，超文本下载。

4.打印、转发等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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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售后服务和质量保证

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保证根据用户合理的要求

提供相应系统的信息服务

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保证向用户提供贴心便捷

的安装咨询与培训服务。

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保证该网络数据库中的法

律信息实时更新以及正常的使用。

客服中心（工作日 8:30-17:30 周一至周五）

客服邮箱：bdfb@chinalawinfo.com 在线客服 QQ：2843171718

客服电话：400-810-8266 或 010-82668266-117

24 小时客服专线：13311570713

法宝微博：@北大法宝

法宝微信：chinalawinfo

七、版权声明

遵守所有已经生效的著作权法是每个用户的义务。未经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

司及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明确的书面许可，不得以商业或者其他同等目的（电

子或机械）复制或者传播本法律信息数据库内的任何内容。

“IP 法宝”各版本中所含的资料供您参考使用，引用时应与正式文本核对。

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纠纷，本网站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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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法宝”系列产品所含数据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际著

作权公约等法律的保护，安装使用本软件时，请确认您所使用的是正版产品，否

则可能受到有关法律的追究。“IP 法宝”的著作权、商标权及其他权利，均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商标法、有关国际条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数据

库的所有权利或者利益，包括所有的著作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和资料属于北大英华

科技有限公司或者提供资料的第三方所有，用户无权对数据库的服务、资料或者

相关产品主张权利。用户只对“IP 法宝”数据库及数据库软件享有占有权和内

部的使用权，未经北大英华的允许，任何用户不得将数据库及数据库软件，以任

何形式复制、转让、出售、发布给任何第三方。

八、联系我们

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大学控股，北大法学院主管的高新技术

企业和软件企业，成立于 1999 年。北大英华依托于北京大学的资源优势，致力

于法律信息、网络教育和高端培训产业，为社会各界提供法律信息内容和应用平

台以及源源不断的更新服务，是中国法律信息与知识内容供应商。十余年来，以

“博大精深”为理念，北大英华开拓进取，连创辉煌，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信

誉。

全国免费电话：400-810-8266

北京总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中关村大厦 9层

邮编：100080

电话：010-82668266 传真：010-82668268

邮箱：bdfb@chinalaw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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