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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CPC 分类在涉及
水处理的分离领域的应用

李现荣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　水处理问题一直是行业内的研究热点，其专利申请量也是居高不下，在实际审查过程中发现，在湿法处理废气的

过程中会延伸出废水处理的问题。本文以涉及水处理的分离领域为对象，研究了其 CPC 分类体系的特点，分析了该领域

CPC 分类的技术主题以及相比于 IPC 分类的变化，探讨了该领域中审查员的分类习惯，并通过实际案例给出了基于该类分

离领域 CPC 分类体系特点和分类方法对案件进行分类和检索实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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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的过程中常常需要采用分离技术，因此一篇

专利申请在分类过程中常常会同时分至 B01D 和 C02F，或

者是看似涉及分离的却只分到了 C02F，由于分类习惯的差

异给检索带来了一定的困扰。随着 CPC 逐渐成为除 IPC 之

外的另一全球主流专利分类体系 [1]，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专利

检索中，CPC 分类将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会在专利检

索工作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分离领域涉及的分类号是 B01D，该领域主要包括蒸发、

蒸馏、结晶、过滤、聚尘、气体净化、吸收、吸附等方面，

而 C02F 领域是指水、废水、污水或污泥的处理，并指出普

通分离入 B01D，也就是说涉及到 C02F 领域中物质的处理时，

如果是普通分离则应分类至 B01D 领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一份申请从其技术手段、应用、功能、结构等方面均有相

关的分类位置，此时如果能够准确有效地获取到准确的分

类号，则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迅速获得有效的对比文件。

本文将通过分析 B01D47 和 B01D27 的细分内容为例，

结合其在水处理领域应用方向，探讨涉及分离和水处理的

交叉情况的分类习惯和检索实践。

1 B01D 领域和 C02F 领域的 CPC 分类特点

1.1 B01D 领域的 CPC 分类特点

B01D 领域的 CPC 分类对 IPC 分类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表 1 比较了 CPC 和 IPC 在 B01D27 和 B01D47 部分分类数量，

可以看出，CPC 对于 IPC 分类中较为粗略的部分重新进行

了细化，例如针对 B01D27/10 的安全装置又给出了不同类

别的安全装置的细分；对于 B01D27/14 有多个过滤元件的

分类又细化出了并联、串联、是否同轴同心等细分位置；

对于 B01D47/02，由于将气体通过浴槽的申请量很大，CPC

分类中又将通过浴槽的方式从通过的角度、方式等又进行

了细分。可见 CPC 分类对 IPC 条目下文献量较多或增长过

快的技术主题给出了进一步细分的分类位置，这种分类方

式解决了 IPC 已有上位分类位置下文献数量过多的情形，

同时也对该分类位置下重点技术给出了提示。上述细分使

得 CPC 分类更加具体、精确，减少了通过关键词容易造成

的漏检或噪音过大等问题，明显提高了检索效率。

1.2 C02F 领域的 CPC 分类特点 [2]

与 IPC 分类相比，CPC 分类在水处理领域（C02F）与

IPC 相同，设有 6 个大组，但小组数量由 85 个增加至 207 个。

CPC 分类对 IPC 分类的细分主要集中在 C02F1/02（加热法）、

C02F1/28（吸附法）、C02F1/46（用电化学方法）等小组，

在 CPC 分类体系中，为使分类号能够更加全面、立体的表

达技术主题的含义，同样也设置有标记为 2000 系列的引得

码，其引得码设置分为两类，即与固定分类号搭配使用的

专用引得码和与任何分类号搭配使用的公用引得码，其中

公用引得码是对原 IPC 分类号下引得码的进一步扩充，而

专用引得码，则是 CPC 分类根据某些技术领域的特点结合

EC 和 ICO 码而进行的新增设置，表 2 中给出了部分公用引

得码的示例。

2 C02F 和 B01D 结合的检索实例

2.1 通过查找分类号含义获取准确的分类号

案例一：

权利要求 1：一种集尘水池，包括集尘水池壁，其特征

在于：所述集尘水池壁的内侧对称分布有一号支撑悬臂和

二号支撑悬臂，集尘水池壁中部的一号支撑悬臂上固定有

一号挡尘板，且一号挡尘板上布有孔隙，集尘水池壁中上

部的二号支撑悬臂上固定有二号挡尘板，且二号挡尘板上

的孔隙比一号挡尘板上的孔隙小，所述一号挡尘板和二号

挡尘板均由质软的塑料网板制成，一号挡尘板和二号挡尘

板中部均设有圆孔。

检索分析：本申请的分类号：B01D47/02 没有 cpc 细分，

但通过对其技术方案的分析可知 B01D47/021 和 B01D47/028

表达了“将气体通过集尘水池”以及“将气体通过带有孔

隙的板”两个核心发明信息，通过对其说明书内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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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其是用于等离子体喷涂和超音速火焰喷涂中产生

的粉尘进行处理，而采用水浴对废气进行处理后常常面临

对处理后的废水的进行再回收或再处理的问题，也就是说

C02F1/001- 以过滤为主的水过滤工以及 C02F2103/18- 纯化

废气产生的废水（处理水的来源）均是容易与本申请相关

的技术下游。

通过 CPC 进行检索获得表 3 所示内容。

2.2 通过统计分析获取准确的 CPC 分类号

案例二：

权利要求 1：一个多层同轴流体过滤装置（10），包括：

第一层过滤层（12），有一外表面用于接收流体，内表面

用于释放流体，一粗糙过滤介质（18）位于外表面和内表

面之间，第一过滤层设置为流体穿过外表面与粗糙过滤介

质（18）接触去除第一杂质；第二过滤层（14），与第一

过滤层（12）同轴，嵌在第一过滤层内表面用于接收第一

过滤层出水，第二过滤层（14）具有一中度介质（26）用

于去除第二杂质；一用于过滤流体中小颗粒的具有微孔（30）

的多孔过滤膜（16），用于接收第二过滤层出水，第一杂

质和第二杂质的去除防止微孔（30）的堵塞。

检索分析：本案给出的分类号是 C02F1/00、B01D27/14、

B01D29/00，通过对申请文件和权利要求书的解读，B01D27/148

（有多个过滤元件，同心或同轴排列）以及 B01D29/0025（{ 同

轴地流过过滤元件（滤筒过滤器入 B01D27/06B）}）的分类

位置均非常贴合本案的发明构思。然而，在该分类号以及

其上位组经过大量检索，均未能获得有效的对比文件。由

此重新考虑本案最可能的分类位置，本案给出的主分类号

是 C02F1/00，为了确认对比文件可能出现的分类位置，考

虑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获得更多的分类位置。将分类号完

表 1

B01D27/00 抛掷式滤筒过滤器〔5〕

B01D27/02·由带有许多疏松材料制成的滤筒

B01D27/04·由带有一片整块材料（例如滤纸）制

成的滤筒

B01D27/06··带有皱纹的、折叠的或卷绕的材料

B01D27/07···有一同轴的流体穿过过滤元件〔5〕

B01D27/08·筒的结构

B01D27/10·安全装置，例如，旁通管

B01D27/14·有多个过滤元件的〔5〕

B01D27/00 抛掷式滤筒过滤器

B01D27/005.{ 制造过滤元件（其他类不包括的）（参见 B01D24/001,B01

D25/001,B01D29/012,B01D29/111,B01D33/0093）}

B01D27/02. 由带有许多疏松 { 微粒或纤维 } 材料制成的滤筒

B01D27/04. 由带有一片整块材料制成的滤筒 , 例如 , 滤纸

B01D27/06.. 带有皱纹的、折叠的或卷绕的材料

B01D27/07... 有一同轴的流体穿过过滤元件

B01D27/08. 筒的结构

B01D27/10. 安全装置，例如，旁通管

B01D27/101..{ 过滤器状态指示器 }

B01D27/103..{ 旁通管或安全阀 }

B01D27/105..{ 单线双向行车过滤器 }

B01D27/106..{ 防漏或防返回阀 }

B01D27/108..{ 流量控制阀；缓冲或测量管 }

B01D27/14. 有多个过滤元件的

B01D27/142..{ 并接 }

B01D27/144...{ 同心或同轴排列 }

B01D27/146..{ 串联 }

B01D27/148...{ 同心或同轴排列 }

B01D47/00 用液体作为分离剂从气体、空气或蒸

气中分离弥散的粒子（B01D45/10 优先；分馏塔

或其部件入 B01D3/16）

B01D47/02·使气体、空气或蒸气从液体浴槽上或

浴槽里通过

B01D47/04·使气体、空气或蒸气通过泡沫材料

B01D47/00 用液体作为分离剂从气体、空气或蒸气中分离弥散的粒子

（B01D45/10 优先；分馏塔或其部件入 B01D3/16）

B01D47/02. 使气体、空气或蒸气从液体浴槽上或浴槽里通过

B01D47/021..{ 通过使鼓泡气体穿过液体浴 }

B01D47/022..{ 通过利用液体帘（B01D47/06 优先）}

B01D47/024..{ 基本上在垂直方向上撞击待清洁的气体到液体的表面 }

B01D47/025..{ 通过静态流混合器使气体和液体接触（B01D47/14 优先）}

B01D47/027..{ 基本上在切向地引导待清洁的气体到液体表面 }

B01D47/028..{ 通过引导气体通过润湿的丝网或多孔板（B01D47/14 优先）}

B01D47/04. 使气体、空气或蒸气通过泡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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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扩展成 b01d 与 c02f，统计 CPC 分布，查阅分部前几位的

具体含义得出，CPC 统计出的第一位的是 C02F1/444{ 超滤

法或微滤法 }，第二位的分类号 C02F1/283( 代表的是使用无

机混合材料或木炭进行吸附过滤，与本案中的吸附层相关 )，

而本案权利要求 1 中虽然没有体现出采用活性炭等进行吸

附过滤，但说明书中指出了其中一层使用了活性碳吸附，

而超滤和微滤法一般涉及到膜，由此，可以根据其文献数

量将相关分类号 C02F1/283、C02F1/444 与 b01d27 逻辑运算：

VEN22C02F1/283/cpCandC02f1/444/cpCandB01D27/cpc

找到对比文件 US4828698A。

3 CPC 分类在分离领域检索的局限性 [3]

虽然 CPC 分类体系相对于 IPC 分类体系更为细化和准

确，在提高检索效率和准确率方面具有优势，但也存在着

如下一些局限。

首先，CPC 分类体系所覆盖的文献范围较小，基本以

英语、法语、德语等出版的文献为主，包括 1970 年代以后

的 EPO 和 WO 的文献和美国专利文献。化工分离领域中，

中国、日本文献占有较大比重，但仅有少数中国和日本的

文献标引了 CPC 分类。因而若仅采用 CPC 检索中国和日本

的文献，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漏检。再者，由于 CPC 分类

体系非常细化，因此在分类表的不同部分可能都有适合某

一技术方案的分类号。如果将注意力仅集中在某一部分的

分类号，则也可能会导致漏检。

4 结论

分类号是专利检索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在分离领域涉

及到的领域范围广，与其他领域的交叉也较为普遍，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该在熟悉分离领域各分类号所属含义的基础

上不断累计相关领域的分类信息，在熟悉常见的交叉领域

分类含义的基础上，合理利用 CPC 分类号进行领域间检索，

是一种能够高效获取对比文件的有效办法。同时，在不熟

悉分类位置的情况下，合理利用统计分析，分析相关分类

号的含义，快速获取最准确的分类号，高效命中对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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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PC 中的部分引得码

专用引得码 公用引得码

主分类 引得码 条目数 引得码 条目数

C02F1/006（{ 在处理池内或将水导流至多个处理

池的布水管；有布水管的水处理工厂，不论是否

有化学或生物池（沉淀池入 B01D21/24）}）

C02F2001/007

（包括沉降步骤）
1

C02F2101/00（污染物性质）：

处理目的
35

C02F1/42（离子交换）
C02F2001/422 至

C02F2001/427
3

C02F2103/00（自然水体、废水、

污水或污泥的处理）：处理对象
37

C02F1/46109（电极）
C02F2001/46119 至

C02F2001/46166
11

C02F2203/00（处理水、废水

或者污水的设备或装置）：如

C02F2203/002 包括初始缓冲容器

4

表 3

1VEN1368b01d47/021/cpC

2VEN274B01D47/028/cpC

3VEN1717C02F2103/18/cpc

4VEN15806C02f1/001/cpC

5VEN101and4

6VEN41and3

通过检索式 5 和 6 均可获取到对比文件 WO2010/076853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