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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软件概述 

随着专利案件量增加，专利代理机构对于专利管理的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人工处理相

关文件成本高、效率低且容易出错。目前大型专利代理机构已经购买第三方开发的管理软件

或自行开发专利管理软件，但中小型的代理机构，面对高额的软件许可费用或开发成本，依

然选择较为传统的人工处理方式。 

我们发现，从 CPC 下载的专利文件，一般是 zip 格式文件，传统的处理方式是需要手动

解压找到里面 tif 格式文件并手动命名。操作繁琐，且不利于管理。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利

用计算机程序便能够自动完成，这将能够有效提高代理机构的效率、降低代理机构的人工成

本、避免出错。 

该《慧德专利文件助手软件》旨在为中小型的代理机构批量处理专利文件提供解决方案。 

 

1.2. 运行环境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 XP 及以上 

运行内存：2GB 

存储空间：512M 以上 

推荐 PDF 软件：Adobe reader 

 

1.3. 主要功能 

 自定义单个 zip 文件或文件夹批量解压； 

 将 tif/tiff 格式转换成 PDF 格式文件； 

 根据 xml 内容，并自动命名 PDF 格式文件； 

 PDF 格式文件输出指定目录保存； 

 弹出保存的文件夹后自动结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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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要设计 

 

开始

选择单个文件/文件夹

执行解压

选择保存的文件路径

转换PDF文件

获取XML内容

命名PDF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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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安装 

2.1. 运行安装程序 

点击下载链接，下载软件安装包到指定位置，双击运行 

 

 

2.2. 安装欢迎页面 

 

2.3. 许可协议签订 

用户必须同意许可协议，同意许可协议即默认协议中的条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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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置安装目录 

默认安装目录“C:\Program Files (x86)\专利文件助手”，用户可以点击 自定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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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创建快捷方式 

有 2 种选项，分别是只对当前用户安装快捷方式和使快捷方式对所有用户都可用，默认只对

当前用户安装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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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准备安装 

确认安装文件夹和快捷方式后，点击“下一步”执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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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退出安装程序，桌面就会生成一个“专利文件助手”的图标，单击就

可以运行了。 

 

 

 

 
 

3. 软件使用说明 

3.1. 运行 

双击桌面“专利文件助手”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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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界面如下图所示，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软件名称、版权声明及网址；下部分为命名

输入窗口。 

 
 

3.2. 单个文件解压及 PDF 文件输出 

3.2.1. 输入指令 

在软件首页“请输入：”行输入指令“1”，按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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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选择 zip 文件自动解压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目标需要解压的 zip 文件，点击对话框右下角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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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打开” 

 
红色区域提示解压文件路径及解压状态 

 

3.2.3. 选择 PDF 存放位置 

解压完成后，会弹出对话框，选择 PDF 储存的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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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PDF 文件转换并自动命名 

点击“选择文件夹”后，会自动执行将 tif 图片文件转换成 PDF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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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命名的 PDF 文件如下 

 

命名规则：申请号/专利号+专利名称+文件类型+发文日期 

 

3.3. 文件夹解压及 PDF 文件输出 

3.3.1. 输入指令 

在软件首页“请输入：”行输入指令“2”，按回车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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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选择文件夹自动解压 

文件夹解压适合批量处理，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目标需要解压的文件夹，点击对话框右下

角打开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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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选择 PDF 存放位置 

解压完成后，会弹出对话框，选择 PDF 储存的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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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PDF 文件转换并自动命名 

点击“选择文件夹”后，会自动执行将 tif 图片文件转换成 PDF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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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自动命名的 PDF 文件如下 

 

 
 

命名规则：申请号/专利号+专利名称+文件类型+发文日期 

 

 

3.4. 退出 

运行完成或输入其他命名字符时，自动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