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
ABBYY® FineReader® 14
重要事项！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14（以下简称为“该软件”）安装、复制和/或其 它操作之前请仔
细阅读以下条款。 使用该软件安装、复制或其它操作即表示您接收这些条款。
该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以下简称该“EULA”）是您，即获得或者正在使用该软件的最终用户与 ABBYY 之
间的法律协议。
当您选择“我接受该授权许可协议的条款”按钮之后选择“下一步”按钮并安装该软件，或者当您以任何方式安
装、复制或开始使用该软件时则代表您同意该条款，该 EULA 即生效。 任何此类操作均被认定为您确认您
已阅读该 EULA 并且您理解且受到其条款的约束。 如果您不同意该 EULA 的条款，请勿使用该软件并在
您的系统中禁用或删除它，在您的资产中销毁该软件的任何副本。

该 EULA 适用于该软件版权的整个期

间，除非在该 EULA 或在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单独书面协议另有所述，并且 可能取
决于该 EULA 中所述授权许可的范围限制。
该软件受版权法和国际贸易协定的保护，某些部分受专利法和商业保密法的保护。 您同意该 EULA 与您签
署的任何书面协议一样具有执行效力。 该 EULA 对您有执行效力。
如果该软件带有规管该软件的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的单独书面协议的硬拷贝，该 EULA 中的文字
和此类单独书面协议中的文字有任何不一致时将依据单独书面协议的硬拷贝中的文字解释。
该 EULA 可能有多种语言版本。 在英文版的 EULA 和其它语言版本的 EULA 之间可能会有解释不一致或
不同之处。 为了进行统一并避免任何模糊解释，该 EULA 的英文版应管理所有争议、投诉或进一步解释、
执行或其它与该 EULA 相关的操作。

定义
“ABBYY” 是指
ABBYY USA Software House Inc. ，注册于 890 Hillview Court, Suite 300, Milpitas,
California, 95035, USA（该 EULA 条款16.1适用时）；
ABBYY Japan Co., Ltd.，注册于 2-5-14 Shin-Yokohama, Kohoku-ku, Yokohama-shi,
Kanagawa-ken 222-0033, Japan（该 EULA 条款16.2适用时）；
当本《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条款 16.3 适用时，ABBYY Europe GmbH 注册地址为
Landsberger Str. 300, 80687 Munich, Germany；
ABBYY UK Ltd.，注册于 Centrum House, 36 Station Road, Egham, Surrey, TW20 9LF,
United Kingdom（该 EULA 条款16.4适用时）；
ABBYY PTY Ltd.，注册于 Citigroup Building’, Level 13, 2-26 Park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该 EULA 条款16.5 适用时）；
ABBYY LLC，注册于 ul. Otradnaya, dom 2B, building 6, office 12, 127273, Moscow,

Russia（该 EULA 条款16.6适用时）；
ABBYY Software House Ukraine，注册于 31, Degtyarevskaya st., Kiev, Ukraine, 03057
（该 EULA 条款16.7适用时）；
和 ABBYY Solutions Ltd.，注册于 Michail Karaoli 2, Egkomi CY 2404, Nicosia, Cyprus（
所有其它情况）。
“ABBYY 合作伙伴” 是指 ABBYY 授权许可的实体或个人向最终用户通过直接方式或更多分销商或次零售
商形式
向最终用户销售或分发该软件。
“激活”是指验证您的序列号是否有效且尚未在您授权许可允许范围内更多计算机上激活。您，该软件的最终
用户需要执行该步骤以确认您是该软件的授权最终用户。该软件安装后必须激活；否则它将无法运行或者在
受限时间内以受限功能模式运行，所述的有限时间过后将没有任何进一步通知即停止运行。
“计算机”是指包含一个或多个 CPU（中央处理单元）内核且运行指定操作系统的特定物理设备或虚拟机。
任何对该计算机配置或组成的更改（包括格式化硬盘驱动器和重新安装操作系统）都将导致该计算机被认定
为出于授权许可之用的其它计算机。
“知识产权”是指所有知识和行业财产权且包含以下权利: (i) 发明、发现和字母专利，包括后续应用程序，其
重新发布以及继续或部分继续；(ii) 版权；(iii) 设计和工业设计；(iv) 商标、服务标记、商品外观和类似权利
；(v) 技能、商业秘密和保密信息；(vi) 集成电路图纸和掩模作品；和 (vii) 其它专属权利。
“授权许可”是指 ABBYY 授予您非独占有限权利以根据该 EULA 的条款和条件安装和使用该软件的功能。
“序列号”是指您的授权许可或带有相似参数的授权许可集合的唯一标识符。
“软件”是指

ABBYY 软件 ABBYY FineReader 14，包括任何和所有嵌入的软件组件或者网络可供使用的

或其它方式提供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可执行文件、帮助、演示、样本和其它文件；库、数据库、样本、关
联媒体（图像、图片、动画、音频组件、视频组件等），印刷材料和其它软件组件。
“您”、“您的”和“最终用户”是指且包括获得该软件自用且不是再销售之用的任何人以及任何该软件的实际
用户。

1. 授权许可
1.1

受该 EULA 条件和条款的管理，ABBYY 授予您受限的、非独享的授权许可以安装和使用
该软件的功能，且受到该 EULA、ABBYY 所提供软件和/或硬件授权许可密钥、该软件和/
或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单独书面协议中所提供授权许可的所有限制和范
围的管理。 本文所述所有条款适用于软件整体以及其所用单独组件和除该软件中所包括第
三方软件之外的最终用户文档，第三方软件文档由第 15 章所指定的其自有授权许可条款管

理。 有关您授权许可的任何问题都应在您授权许可的范围中所述限制进行解释。 您使用
该软件的限制以及您授权许可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所述：
1.1.1

计算机数量、独立用户和网络访问权限。

您获得的授权许可的范围可限制您可以安

装和使用该软件的计算机的数量，该软件独立用户的数量，以及根据您所获得授权许
可的类型而定的网络访问权限。 您所获得授权许可的类型在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的单独协议中以及序列号中指定。 安装该软件后，您可以在该软件界面的帮
助菜单中查看您授权许可的类型。
1.1.1.1

如果您的授权许可为“单用户授权许可” / “单机版” 且您为实体时，您可以在一台
计算机上安装和使用该软件（除非您与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另有
单独协议规定或随附该软件的任何文件中另有规定，条款 16.6 适用的情况下除
外。） 如果条款 16.6 适用，您仅可在个人家用电脑上将该软件用于非商业用途
；您不可将该软件安装在任何法律实体、国家机构或组织以及任何地方自治政府
机构拥有的计算机上；禁止任何上述实体、机构或组织将该软件用于商业目的。
如果您的授权许可类型为“单机用户授权许可”/“单机”并且您是自然人，您可以在
您所拥有的一台台式机和一台笔记本上（根据该软件系统要求可以安装并使用的
膝上型电脑或其它便携式设备）。 您不能同时在两台计算机上使用该软件。 在
任何给定时间内，您可以直接在安装该软件的计算机上使用该软件或者只通过一
台计算机通过终端服务远程访问该软件。

1.1.1.2

如果您授权许可的类型为“多用户授权许可”/“每座席”，您可以根据您所获得授权
许可允许的数量内在所需数量的计算机上安装和使用该软件。 在任何给定时间
内，您只可以从一台计算机上访问一套安装的该软件，除非在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单独协议或任何该软件附带文档中另有述及。

1.1.1.3

如果您授权许可的类型为“网络授权许可”/“并发”，您可以在您所获得授权许可允
许数量内在所需数量的计算机上安装并同时使用该软件，除非在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单独协议或任何该软件附带文档中另有述及。

1.1.1.4

如果您授权许可的类型为“终端服务器”，您可以在终端服务器上安装并使用该软
件。 一套安装软件的单独用户的总数不能超过您所获得授权许可所允许数量，
除非在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单独协议或任何该软件附带文
档中另有述及。

1.1.2

处理量。 该软件可以处理的单元数量（例如页数、字数、符号数），如果在授权许可
中述及，可能会在一个或多个方面受到限制，例如显示特定时间内可以处理的单元数
量限制，例如每月或每年或者总共可以处理的数量。 页面大小或者其它数量单元也会
受到限制。

1.1.3

时长。 该软件的使用可能会限制在指定时间内，如果在授权许可中有所述及。 此类

时间过后则可能无法使用该软件。
1.1.3.1

如果您以订阅方式获得该软件，则除了条款 1.1.1、1.1.2 和 1.1.3 款所规定限
制之外还适用以下限制。 您可以在有限的订阅期内使用该软件。 您的订阅期可
以在续费日自动续费，直至您取消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期过后，该软件的功能
将不再可用或者受到限制，直至您付款续费您的订阅。 付款日期标志已续费订
阅期的开始。 您随时可以通过访问您的管理账户页面或联系您最初购买订阅的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取消您的订阅。 如果您取消您的订阅，您可以继
续使用该软件直至订阅期结束。 所有付款无法退款，除非在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单独协议中另有述及。 在订阅基础上使用该软件的附加
条款和条件在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附加协议中规定，在订
阅基础上获得（购买）该软件之前您应同意该协议。

1.2

您承认该软件不允许未经授权的复制和无限制使用，并且可能会包括提供此类保护的序列
号，您同意该软件受到所有此类保护。 您的序列号可能需要激活并且您可以用于激活的次
数有限。 附加激活可以在该软件版本的技术支持期间联系 ABBYY 技术支持服务获得，如
第 7 章所述。

1.3

所有 EULA 未明确授予您的权利将归 ABBYY 所有。 该 EULA 未授权您使用任何
ABBYY 的商标。

1.4

如果第 16.6 款适用并且您是自然人，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该软件。 如果第 16.6 款
适用并且您是实体，则只能在实体或其分支和办事处注册所在国家和地区获得（购买），除
非在您和 ABBYY 之间的单独协议中另有述及。 该实体或其分支机构和办事处的员工可以
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该软件，前提是在实体或其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注册所在国家和地区获
得并安装该软件。

1.5

以任何违背该 EULA 条款和条件的方式使用该软件或其组件部件均构成对 ABBYY 和/或
其第三方知识产权的侵犯，将成为撤销您根据该 EULA 下使用该软件的所有权利的原因。

1.6

如果您在虚拟环境中部署或使用该软件，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VMware、Citrix 或镜像方
式，任何时间均不得超过该软件限制或超出授权许可规定范围访问或使用该软件。 例如，
不允许超过正常获得授权许可的计算机数量的计算机使用一个或相同的序列号访问虚拟环
境中的该软件，也不允许使用该软件处理超过您授权许可所允许处理的数量单位的总数量
。

1.7

您可以获得多种媒介的该软件（多媒介形式的该软件），包括通过互联网下载。 您只被授
权根据您的授权许可范围使用该软件，与您获得媒介的数量和类型无关。

2. 使用限制

2.1 所有管理该软件使用的使用条款和限制均在 该 EULA 中述及，除非在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单独协议或任何该软件附带文档中另有述及。
2.2 您不得执行或允许他人执行下表中所述任何活动：
2.2.1

逆向工程、反汇编、反编译（即复制并将对象代码转化为源代码）或以其它方式试图获
得该软件或任何部分的源代码，除非适用法律明确允许此类活动。 如果适用法律禁止
限制此类活动，任何以此获得的信息不得公布给第三方，除非法律规定需要此类公布
，且此类信息必须立即透露给 ABBYY。 所有这类信息应视为 ABBYY 的机密和专属
信息。

2.2.2

修改、改编（包括任何修改该软件以使其可以在您的硬件中运行的操作），或者对该软
件、该软件所包括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库的对象代码进行更改，不按照该软件所提供或
文档所述使用该软件。

2.2.3

未经 ABBYY 的书面同意纠正该软件错误或翻译该软件。

2.2.4

出租、租赁、分包授权许可、分配或转移该 EULA 授予您的权利或其它与该软件相关
的权利给其他任何人或授权该软件的全部或部分复制到其它计算机上（除条款 2.5 所
述之外），除非在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单独书面协议中另有述及
。

2.2.5

允许无权使用该软件的任何人访问和/或使用该软件，包括但不限于在多用户系统、虚
拟机环境中或通过互联网。

2.2.6

删除、更改或模糊交付给您的该软件上所显示的任何版权、商标或专利通知。

2.3 您不能使用该软件提供付费或免费识别、转化、扫描或文档对比服务和/或作为其它提供识别
、转换、扫描或文档对比服务的组件提供提供使用该软件获得的结果或访问结果的权限，除
非您与 ABBYY 之间拥有单独的书面协议。
2.4 您不能绕过该软件所提供的该软件的用户界面或者与其它软件一起使用该软件，除非您与
ABBYY 之间拥有单独的书面协议。
2.5 您可以永久转让本软件，但仅限一次，并且只能直接转让给另一最终用户。 如果您是一个实
体，进行转让时需获得 ABBYY 的书面许可。 此类转让必须包括该软件的所有部分（包括所
有副本、组件部分、媒介和打印材料以及任何更新）和该 EULA。 此转让不能通过托人代售
之方式或任何其它间接的转让方式进行。 此一次性转移的受让者必须同意遵守该 EULA 的条
款，包括不可再次转移该 EULA 和该软件的责任。 转移该软件时，您必须在您的计算机上卸
载该软件或者从您局域网中卸载该软件。
3.

预发布、试用版或演示版软件

3.1 如果您收到的带有该授权许可的软件是预发布商业版或 Beta 测试版软件，做试用或演示、验
证或测试之用，拥有受限的或少于全功能的功能，标记为“先试后买”、“试用”、“演示”或者免
费提供（“受限软件”），则该条款 3 适用截止于您获得（购买）该软件完整版适用的授权许可
。 在本部分中的任何条款与该 EULA 中的其它任何条款或条件发生冲突时，对于受限软件应
以本条款为准，但仅限于解决冲突的必要范围之内。
3.2 该受限软件按照原样提供给您且不附有任何类型的担保或赔偿（明示、默示或法定）。 受限
软件不代表 ABBYY 提供的最终软件，可能包含导致系统或其它故障和数据丢失的缺陷、错
误和其它问题。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任何担保均不适用于受限制的软件，并且您
明确承认 ABBYY 免除任何类型的担保或责任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对于隐含的所有权担保、
适销性、 不侵权、安静使用以及特定用途的适用性。 无法免除责任但责任有限时，ABBYY
及其合作伙伴的总计责任应限定在五十美元 (U.S. $50) 或您购买该软件所付总金额中较大者
为准。
3.3 受限软件可能拥有有限的功能，例如功能在受限时间内可用并且在允许的功能过期后（“超时”
），您访问和使用受限软件的权利将被禁用。 超时后，您在该 EULA 下的权利应终止，除非
您从 ABBYY 处获得了新的授权许可。
3.4 尚未作为商业版发布的受限软件。
3.4.1
3.4.2

尚未作为商业版发布的受限软件构成 ABBYY 的机密信息。
作为尚未作为商业版发布的受限软件，ABBYY 不保证或承诺，没有明示或默示的责
任且您承认 ABBYY 不保证或承诺未来继续开发该软件，或者在将来将发布商业版。
ABBYY 不会引入与此类软件类似或兼容的软件产品。 相应地，您承认对任何有关该
软件的使用、研究或开发的风险完全自负。

3.4.3

您可以向 ABBYY 提供有关测试和使用该受限软件的反馈，包括错误或瑕疵报告（“反馈
”），并向 ABBYY 转移和授权此类反馈的所有权利，包括且不限于使用、发布和传播该
反馈的权利。

3.4.4

尚未作为商业版发布的受限软件及其结果的保密：

3.4.4.1

您同意不会泄露 ABBYY 向您揭示的尚未作为商业版发布的受限软件之任何书面
、口头或电子信息。 任何有关此受限软件的质量或通过使用此受限软件而获得
结果的质量信息、反馈和任何您在使用尚未作为商业版发布的受限软件期间发现
的缺陷、错误和其它问题都是 ABBYY 的机密信息。

3.4.5

您不得公开机密信息。 “公开”意指向任何第三方展示、 描述、复制、出租、贷借、租
用、分配、转让以任何形式（包括 口头交流）复制的机密材料或提供其访问权（通过
网络或其它方式）。

3.4.6

您应采取一切合理步骤来防止公开机密信息，并保护其机密性。

3.4.7

如果您发现机密信息有任何泄密情况发生，应立即通知 ABBYY。 如果您违反了以上
3.4.4.1 - 3.4.6 条款所述的条款和条件，您应赔偿由此违规而对 ABBYY 造成的任何损
失。

3.4.8

收到受限软件的更新版本或此软件的商业版后，无论是作为单机产品或较大产品的一
部分，您同意退还或销毁从 ABBYY 接收的所有早期版本的受限软件。

3.4.9

如果您根据单独的书面协议获得该受限软件，则该软件的使用也受到此协议的管理。
在单独的书面协议（如共同保密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与该 EULA 的任何条款或条
件发生冲突时，对于软件应以该单独的书面协议为准，但仅限于解决冲突的必要范围
之内。

4. 非转售软件
4.1 如果该软件标为“非转售”或“NFR”，无论该 EULA 其它条款如何规定，您都只能将这类软件用
于演示、验证或测试目的。
5. 更新和功能扩展
5.1 如果该软件被标记为“更新”或“功能扩展”（“扩展”），您使用该软件的限制和您授权许可的范围
包括且不限于以下项：
5.1.1 您必须拥有 ABBYY 识别为符合条件以更新功能扩展的该软件的先前版本（更新时）或
可扩展版本（涉及功能扩展时）才能使用该软件。
5.1.2 标记为“更新”或“功能扩展”（“扩展”）的该软件将替换和/或补充构成您符合更新功能扩展
条件的产品。
5.1.3 您只能根据随该功能扩展更新提供的 EULA 的条款使用更新后的产品或扩展的产品。
5.2 如果该软件标记为“更新”，您认可 ABBYY 对该软件即将更新的原始版本可能承担的义务将在
更新可用时终止。

6. 升级
6.1 如果该软件被标记为“升级”，您使用该软件的限制和您授权许可的范围包括且不限于以下项：
6.1.1 该软件构成您升级资格的基础，除非您与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有单独的
书面协议另行指定，该软件升级后只可以按照随软件所附的《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的条款和条件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使用，但是此EULA中第 6.1.1.1 款适用的情况除外。

6.1.1.1 如果遵循此EULA的规定将此软件从旧版本升级到当前版本后，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则本条款适用：(i) 此EULA第16.6款适用，以及 (ii) 您在此软件当前版本的正常价格
的基础上以折扣价购买了升级版本，并且此折扣价是您从软件旧版本升级到当前版本
的前提条件。如果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您使用此软件旧版本的权利终止，您必须停
止对旧版本的所有使用，并从您的计算机或局域网上完全卸载旧版本，否则此EULA
将视为无效，并且将不会向您授予此软件当前版本的许可证，除非您支付了升级金额
与此软件当前版本价格之间的差额。
6.1.2 构成您符合升级条件基础的该软件的使用可被您与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
单独的书面协议禁止。
7. 技术支持和维护
7.1 您可以在当前 ABBYY 支持政策条件约束下获得该软件相关的技术支持、维护或专业服务（“
支持服务”）；但是按照您与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就此支持服务达成的书面协议，您
可能会获得不同级别的支持服务。
7.2 ABBYY 支持政策的常规条款和条件公布在 ABBYY 网站 www.abbyy.com 上。 ABBYY 保
留随时更改支持政策的权利，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7.3 除了常规条款和条件之外，ABBYY 在特定区域中有单独的协议管理特定的支持策略。
7.4 任何作为支持服务一部分提供给您的附加软件代码和该软件组件都被认定为该软件的部分且
受到该 EULA 条款和条件的约束。
7.5 要拥有获取支持服务的资格，您可能需要向 ABBYY 提供有关您硬件特征、软件序列号以及诸
如您的姓名、公司名称（如果适用）、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等的某些个人信息。
ABBYY 可以按照该 EULA 中 18.1 款所述使用上述信息。

8. 所有权
8.1 ABBYY 的任何知识产权（包括该软件和任何 ABBYY 专利、商标或安全）均未转移给您。 任
何情况下在该协议期间或之后，您均不得声明对任何 ABBYY 所拥有的名称、徽标、商标、
样式或设计，或者任何名称、徽标、商标、样式或设计组合拥有所有权。
8.2 您的任何知识产权（包括应用程序和任何您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均未转移给 ABBYY。
8.3 该软件包含属于 ABBYY 和第三方的宝贵的商业密码和机密信息，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包括
但不限于美国版权法、俄罗斯联邦法、国际公约条款和使用和获得该软件的国家和地区的适
用法律的保护。

8.4 该软件中未包含、但可能通过使用该软件进行访问的内容中以及对该内容的所有名称权和权
利，均属于相关内容所有者，并可能受到适用的版权法或其它知识产权法和国际公约的保护
。 该 EULA 并未授予您任何知识产权。
9. 有限保证。 免责声明
9.1 如果您获得（购买）该软件的国家和地区的司法机构要求，ABBYY 保证该软件所在的媒介仅
在正常使用下没有材料和制造瑕疵，并且仅适用从您获得（购买）该软件之日起在您获得（购
买）该软件的国家和地区司法机构确定的最少保证。 如果该软件是在第 16.6 条中列出的国家
和地区购买的，该期限为从获得（购买）该软件之日起的三十 (30) 天。
9.2 除第 9 条（有限保证、声明）中明确表述并且除您所在管辖区的适用法律限制或禁止任何保
证、条件、表述或扩展期，该软件（包括本文所述任何第三方软件），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按照
原样交付给您的软件文档、升级和更新，以及ABBYY 对任何材料不作出任何保证、条件、表
述或条款（按照法规、普通法、 惯例、其它用途的明示或默示），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不违反
第三方权利、适销性，整合性、满意质量或对任何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或者本软件不会发生
错误，满足您的要求，或者本软件在与任何其它软件或硬件一起使用时能够正常工作。
ABBYY 不保证也无法保证您使用该软件可能获得的效果或结果。 与质量和效果相关的所有
风险由您自行承担。 此外，ABBYY 不对本软件中可能随附的任何第三方软件产品作出担保
。
10. 责任限制
10.1 任何情况下 ABBYY 均不对您负有以下事项的法律责任：任何损害、业务中断，任何类型
（商业或其它性质）的数据或信息丢失，由使用该软件所引起和/或与使用该软件相关的任何
索赔或开销，或任何直接、间接、特殊的或处罚损害，或任何利润损失或节省费用的损失，
或由该软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排版错误所引起的的损害（即使 ABBYY 代表已被告知可能
存在这类损失、损害、索赔或开销），或任何第三方的任何索赔。 前述限制和免除事项适用
于您所在司法区域的适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 ABBYY 在该 EULA 之下或与该软件相关的唯
一且全部责任仅限于对该软件最初支付的购买价（如有）。

11. 对居住在德国或奥地利的用户的保证排除和限制。
11.1 如果您在德国或奥地利获得该软件的副本，并且您在该国长期居住，根据德国法律，
ABBYY 保证该软件在推荐的硬件配置下进行使用时提供该软件中所包括文档中规定的功能（“
协定功能”），保证期从您收到该软件的副本开始，持续时间为有限保证期。 如果您是商业用
户或法人实体，本条款中所使用的“有限保证期”表示一 (1) 年；如果您不是商业用户，则表示
两 (2) 年。 协议功能的非实质性变化不应被视为且不构成任何保证权利。 该有限保证不适用
于向您免费提供该软件的情况，例如，该软件的更新、预发行版本、“试用”版本、产品样本、
“非转售”（“NFR”）副本，或经过您的改动而产生缺陷的该软件。 若要进行担保索赔，您必须

在有限担保期内将本软件及购买凭据退回购买地点，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如果本软件的功能
相对于协议功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ABBYY 有义务（再次履行义务并根据自己的判断）修复
或更换本软件。 如果无法修复或替换，您有权享受购买价的折扣（减价）或取消购买协议（
作废）。 有关更多担保信息，请联系 ABBYY 驻德国客户支持部门: ABBYY Europe GmbH,
Landsberger Str. 300, 80687 Munich, 电话: +49 89 69 33 33 0，传真: +49 89 69 33 33 300
。
11.2 如果您在德国或奥地利获得该软件的副本，并且您在该国长期居住，则：
11.2.1 受到条款 11.2.2 的约束，ABBYY 的损坏法定责任应限于: (i) ABBYY 仅负责由于轻
微违反物料合同义务所造成损坏在购买协议生效后常规可预见的损坏金额 (ii) ABBYY
不对由于轻微违反非物料合同义务所造成的损坏负责。
11.2.2 在 11.2.1 条中规定的责任限制不适用于任何强制性法定责任，特别是德国产品责任法
规定的责任，做出特定保证的责任或对刑事犯罪所导致的人身伤害的责任。
11.2.3 您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来避免和减少损害，特别是对该软件以及您计算机上受该
EULA 条款影响的数据制作备份副本。
12. 对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用户的保修排除和限制
12.1 如果您在澳大利亚获得该软件的副本，并且您在该国长期居住，则：
12.1.1 ABBYY 的货物携带有不能根据《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排除的保障。 对于重大故障，
您有权进行更换或退款，并对任何其他可合理预见的损失或损害获得赔偿。 如果货物
未能达到可接受的质量，且故障不构成重大故障，您也有权进行修理或更换货物。
12.1.2 对于 ABBYY 对本软件所提供任何附加的明示保证或担保，此类担保给您的好处是对
澳大利亚消费者法之外的其他权利和补救措施的补充。 要申请保修，您必须自己承担
相关费用将软件和购买凭证退还至您购买本软件的地点，如果您所在地方无法退回，
请将该软件提供给 ABBYY 或其代表进行检查。 除非本软件根据保修条款经过测试被
认为存在缺陷，否则索赔将不在保修范围内。 如果软件被确定为有缺陷（由 ABBYY
自行决定），ABBYY 有权（自行决定）对软件进行修复或更换。 要了解更详细的保
修信息，请联系 ABBYY PTY Ltd.： Citigroup Building’ Level 13, 2 Park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 话 ： +61 (02) 9004 7401 ； 电 子 邮 箱 ：
support@abbyy.com。
12.1.3 按照您在2010 年竞争和消费者法案 (Cth) 或其他类似消费者法律所拥有的权利，您同
意对您的任何索赔（无论是合同、侵权、法定或其他方面），无论是直接、特殊、偶发
、间接或后续性损害或伤害，包括（但不限于）因提供本软件或根据本“软件”提供的任
何其他商品或服务而产生或与之相关的利润、合同、收入或数据方面的任何损失，在

本 EULA 或您与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任何其他书面协议下，以及无
论是否由于 ABBYY 的任何违约或 ABBYY 的任何疏忽所致，ABBYY 概不负责。 根
据本 EULA 以及您与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执行的任何其它协议，
ABBYY 及其合作伙伴对任何和所有违约行为以及与此类协议有关的任何疏忽的最大责
任将限于五十美元 (US $ 50) 或您为本软件所支付的总金额，以较大者为准。
12.1.4 如果2010 年竞争和消费者法案 (Cth)（或类似法律）适用并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担保责
任进行限制，ABBYY 的责任将根据 ABBYY 的选择限于以下情况：
12.1.4.1

对于货物为以下任何一种或多种情况： (i) 更换货物或提供同等货物；(ii) 货物修
理；(iii) 支付更换货物或购买同等货物的费用；或 (iv) 支付修理货物的费用；

12.1.4.2

对于服务： (i) 再次提供服务；(ii) 或支付再次提供服务的费用。

12.1.5 本 EULA 中的任何明示或暗示地限制或排除任何条款、条件和担保，或 ABBYY 的责
任的任何条款和条件，都适用于澳大利亚法律允许的范围，不应被解释为排除、限定
或限制您因违反本 EULA 中的任何隐含条款（如果法规禁止此类排除、限定或限制）
而产生的法定权利或补救措施。
12.1.6 如果（ 依据 2010 年竞争和消费者法案 (Cth) 中的定义）您是消费者，那么本 EULA
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限制、限定或修改您对 ABBYY 的权利或补救措施， 若根据澳大
利亚消费者法，此类限制、限定或修改被 2010 年竞争和消费者法案 (Cth) 所禁止的
话。
13. 对在美国获得的该软件的附加限制
13.1 政府使用。按照 48 C.F.R. §2.101 所定义条款，包括“商业计算机软件”和“商业计算机软件
文档”，如 48 C.F.R. §12.212 或 48 C.F.R. §227.7202 中所用此类条款（如适用），该授权
许可的软件和相关文档为“商业物品”。 通过 48 C.F.R. §12.212 或 48 C.F.R. §227.7202-1
至 227.7202-4（如适用），商业计算机软件和商业计算机软件文档仅 (a) 作为商业物品被授
权于美国政府最终用户且 (b) 按照本文所述条款和条件授予所有其他最终用户。 按照美国版
权法保留所有未发布的权利。
14. 出口规定。您同意您不得违反购买该软件或以其它方式获得该软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任何出
口条款而出口或再出口该软件。 此外，您表示并保证适用的法律不禁止您接收该软件。
15. 第三方软件

15.1 嵌入字体
字体程序受版权的约束，版权所有者可能会规定限制字体程序使用的条件。 条件之一为您
需要字体程序的授权许可才可将字体嵌入 PDF 文件中。 任何情况下 ABBYY 均不对您使

用嵌入式字体所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害负有责任。
15.2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
15.2.1 Copyright 2000 - 2012 Datalogics, Inc.
Copyright 1984 - 2012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及其许可者。 版权所有。
15.2.2 条款“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是指 Datalogics 软件和第三方产品（包括 Adobe
产品）以及相关文档和任何升级、修订版、更新、附加内容和副本。
15.2.3 您确认并同意第三方授权者是该软件和该文档中所包括的某些财产信息和知识产权的
所有者。 此类第三方授权者是第三方受益人并规定 ABBYY 权利和您的义务，在您违
反此类义务时可以寻求适当地法律和等效补偿，包括但不限于损坏赔偿和禁令赔偿。
15.2.4 许可证授权和限制。 ABBYY 授予您根据该 EULA 条款使用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的非专用权利。 您可以制作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的一个备份
副本，前提是该备份副本不在任何计算机上安装或使用。
15.2.5 知识产权。 集成在该软件中的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由 Datalogics、Adobe
和第三方及其其供应商所有，其结构、组织和代码是Datalogics、Adobe 和第三方及
其其供应商宝贵的商业秘密。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还受美国版权法和国际
公约条款的保护。 您不能复制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除非该 EULA 中另
有规定。 依据该 EULA 允许您制作的任何副本都必须包含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外观或内部中出现的相同版权和其它专属声明。 您同意不对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进行修改、反汇编、转换、逆向工程、反编译、分解或以其它方式尝试发
现其源代码。 除了上述内容，本 EULA 不会授予您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
中涉及的任何知识产权。
15.2.6 字体授权许可。 您可以将字体软件的副本嵌入到您的电子文档中以进行打印、查看和
编辑文档。 在该授权许可下不允许或不适用其它嵌入权利。
15.2.7 担保。 ABBYY 及其供应商不保证也无法保证您使用该软件可能获得的性能结果。
15.2.8 出口规定。 您同意不会将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运输、传输或出口到任何国
家或地区，也不会以《美国出口管理法》或任何其它出口法律、限制或法规（统称为《
出口法律》）所禁止的任何方式对其进行使用。 此外，如果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被出口法律标识为出口受控项，您表示并保证您不是禁止通商国的公民，也不在
禁止通商国境内，并且出口法律也不禁止您接收 Adobe 软件。 授予使用 Datalogics
软件和 Adobe 产品的所有权利时基于以下条件：如果您不遵守该 EULA 的条款，您
将丧失这些权利。

15.2.9 监管法律。 本 EULA 不受任何管辖地区法规冲突规则或《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的限制，其适用性已被明示拒绝。
15.2.10 常规条款 本 EULA 不得损害作为消费者进行交易的任何一方的法定权利。
15.2.11 商标。 本文出现的商标是其各自所有者在美国和/或其它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15.3 Cuminas SOFTWARE
15.3.1 不得进行或使他人进行逆向工程，反汇编，反编译（即复制并将对象代码转化为源代码
）或以其它方式试图获得该软件或任何部分的源代码，除非适用法律明确允许此类活动
。 如果适用的法律禁止这类活动，由此发现的任何信息不得向第三方公开（除非法律
规定需要进行公开，且这类信息必须立即报告给 ABBYY）。 所有这类信息应视为
ABBYY 的机密和专属信息。
15.3.2 除非您和 ABBYY 签署了单独的书面协议，您不得使用该软件提供收费或免费的识别
、转换或者扫描服务和/或提供结果，或者不得访问通过在其它以识别或转换作为向第
三方提供的核心组件的服务中使用该软件获取的结果。
15.3.3 ABBYY 不做任何保证、条件、陈述或条款（明示或暗示的无论依据条例、普通法、惯
例、习惯或其它方面）的任何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非侵犯第三方权利，适销性，完整性
，满意的质量，或适用于任何特定用途或软件存在任何错误，符合您的要求，或者该
软件能够与其它任何软件或硬件一起正常使用。 ABBYY 不保证也无法保证您使用该
软件可能获得的效果或结果。 与质量和效果相关的所有风险由您自行承担。 此外，
ABBYY 不对本软件中可能随附的任何第三方软件产品作出担保。
15.3.4 任何情况下 ABBYY 均不对您负有以下事项的法律责任：任何损害、业务中断，任何
类型（商业或其它性质）的数据或信息丢失，由使用该软件所引起和/或与使用该软件
相关的任何索赔或开销，或任何直接、间接、意外的损害，或任何利润损失或节省费
用的损失，或由该软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排版错误所引起的的损害（即使 ABBYY 代
表已被告知可能存在这类损失、损害、索赔或开销），或任何第三方的任何索赔。 前
述限制和免除事项适用于您所在司法区域的适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 ABBYY 在该
EULA 之下或与该 EULA 相关的唯一且全部责任仅限于对该软件最初支付的购买价（
如有）。
15.3.5 对在美国获得的该软件的限制。
15.3.5.1

政府使用。 如果美国政府或任何美国政府机构使用该软件，则应适用以下附加
条款： (1) 按照联邦采购法 52.227-14 中的数据权利常规条款所确定的受限计
算机软件；和 (2) 政府的任何使用、复制或公示均受到 DFARS 252.227-7013

中的技术数据和计算机软件权利条款的子段落 (c)(1)(ii) 的限制。
15.3.5.2

出口规定。您同意您不得违反购买该软件或以其它方式获得该软件所在国家或地
区的法律中任何出口条款而出口或再出口该软件。 此外，您表示并保证适用的
法律不禁止您接收该软件。

15.3.6 第 三 方 代 码 。
Cuminas 现 行 法 律 注 释 的 文 本 可 在
http://dev.caminova.jp/sdk/fullegalnotes.html 上找到。

15.4 OpenSSL
15.4.1 OpenSSL 许可证
Copyright (c) 1998-2011 The OpenSSL Project. 版权所有。
本 产 品 包 括 为 了 便 于 在 OpenSSL Toolkit (http://www.openssl.org/) 中 使 用 、 OpenSSL
Project 开发的软件。
Copyright (C) 1995-1998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版权所有。
该产品包括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编写的密码软件
Eric Young 是一部分在用库的作者。
本产品包括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编写的软件。
Copyright (c) 1998-2016 The OpenSSL Project. 版权所有。
源文件和二进制格式的使用和重新发布，无论是否带有修改，均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允许：
1. 源代码的再分发必须保留以上版权通知，该条件列表和后续免责声明。
2. 以二进制格式进行的再分发必须在与分发一起提供的文档和/或其它材料中保留以上版权通
知，该条件列表和后续声明。
3. 所有提及该软件功能或使用该软件的广告材料必须显示以下承认信息：
“ 本 产 品 包 括 OpenSSL Project 开 发 的 在
(http://www.openssl.org/) ”

OpenSSL Toolkit 中 使 用 的 软 件

4. 未经提前书面许可，不得将“OpenSSL Toolkit”和“OpenSSL Project”用于背书或促销源自该
软件的产品。 若要获得书面许可，请联系openssl-core@openssl.org。
5. 未经 OpenSSL Project 的书面许可，源自该软件的产品不得称为“OpenSSL”，也不得在其

名称中显示 “OpenSSL”。
6. 任何形式的再分发必须保留以下承认信息：
“ 本 产 品 包 括 OpenSSL Project 开 发 的 (http://www.openssl.org/) 中 使 用 ，OpenSSL
Project 开发的软件”
本软件由 OpenSSL PROJECT 按照原样提供，不承担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
隐含的适销性和其它特殊目的适用性的担保。 任何情况下 OpenSSL PROJECT 或其贡献者
均不负有直接的、间接的、后果性的、特殊的、惩戒性的或后果性的损害（包括但不限于获得
替代物品或服务；丢失使用、数据或利益；或者业务中断）是否在合约中，不可避免地导致的
责任和任何理论责任，限制责任或民事侵权行为（包括疏忽或其它性质）即使被告知造成损坏
的可能性仍使用该软件造成损坏。
该产品包括 Eric Young 编写的密码软件 (eay@cryptsoft.com)。

本产品包括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编写的软件。

15.4.2 原始 SSLeay 许可证
Copyright (C) 1995-1998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版权所有。
该数据包是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编写的 SSL 实施。
该实施的编写用于符合 Netscapes SSL。
只要遵守以下条件，则该库可供商业和非商业免费使用。 以下条件应用于该分发包中的所有
代码，RC4、RSA、lhash、DES 等代码；不仅仅为 SSL 代码。 本分发包括的 SSL 文档适
用于相同的版权条款，作者为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除外。
版权仍归 Eric Young 并且代码中的任何此类版权声明不会被移除。
如果该软件包用在产品中，则应将 Eric Young 标注为所使用部分库的作者。
形式可以为程序启动时的文字消息或在本文档中提供的文档内（在线或文本）。
源文件和二进制格式的使用和重新发布，无论是否带有修改，均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允许：
1. 源代码的再分发必须保留版权通知，该条件列表和后续免责声明。
2. 以二进制格式进行的再分发必须在与分发一起提供的文档和/或其它材料中保留以上版权通

知，该条件列表和后续声明。
3. 所有提及该软件功能或使用该软件的广告材料必须显示以下承认信息：
“该产品包括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编写的密码软件”如果在用库中的例行程序不
是密码相关内容，则可以去除“cryptographic”（密码）单词。
4. 如果您在应用程序目录（应用程序代码）中包含任何 Windows 特定代码（或衍生代码），
您必须包括承认信息：
“本产品包括 Tim Hudson (tjh@cryptsoft.com) 编写的软件”
本软件由 ERIC YOUNG 按照原样提供，不承担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隐含的
适销性和其它特殊目的担保。 任何情况下，作者或贡献者不承担任何直接的、间接的、偶发
的、特殊的、惩戒性的或后果性的损坏（包括但不限于获得替代物品或服务；丢失使用、数据
或利益；或者业务中断）无论是否在合约中，不可避免地导致的责任和任何理论责任，限制责
任或民事侵权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疏忽或其它性质）即使被告知造成损坏的可能性，仍使用该
软件造成的损害。
不得更改任何公共发布版本或该代码衍生代码的授权许可和分发条款，也即不能简单复制该代
码并放置在其它分发授权许可下。
15.5 PDF-XChange
15.5.1 许 可 证 授 权 和 限 制 。 ABBYY 授 予 您 根 据 该 EULA 条 款 使 用 该 软 件 集 成 的
PDF-XChange 的非专用权利。 您可以制作该软件集成的 PDF-XChange 的一个备份
副本，前提是该备份副本不在任何计算机上安装或使用。
15.5.2 知识产权。 该软件集成的 PDF-XChange 由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及其供
应商所有，其结构、组织和代码是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及其供应商的宝贵
商业秘密。 PDF-XChange 还受美国版权法和国际公约条款的保护。 您不能复制该
软件集成的 PDF-XChange 软件，除非该 EULA 中另有规定。 依据该 EULA 允许
您制作的任何副本都必须包含该软件外观或内部中出现的相同版权和其它专属声明。
您同意不对该软件集成的 PDF-XChange 进行修改、反汇编、转换、反向工程、反编
译、分解或以其它方式尝试发现其源代码。 除了上述内容，本 EULA 不会授予您
PDF-XChange 中涉及的任何知识产权。
15.5.3 出口规定。 您同意不会将该软件集成的 PDF-XChange 运输、传输或出口到任何国
家或地区，也不会以《美国出口管理法》或任何其它出口法律、限制或法规（统称为《
出口法律》）所禁止的任何方式对其进行使用。 此外，如果该软件集成的
PDF-XChange 被出口法律标识为出口受控项，您表示并保证您不是禁止通商国的公

民，也不在禁止通商国境内，并且出口法律也不禁止您接收 Adobe 软件。 授予使用
该软件所集成 PDF-XChange 的所有权利时基于以下条件：如果您不遵守该 EULA 的
条款，您将丧失这些权利。
15.5.4 商标。 PDF-XChange Drivers 是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在英国、加拿大和/
或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15.6 Chrome V8
Copyright 2006-2011, the V8 project authors.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4, V8 项目作者。 版权所有。
源文件和二进制格式的使用和重新发布，无论是否带有修改，均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允许：


源代码的再分发必须保留以上版权通知，该条件列表和后续免责声明。



以二进制格式进行的再分发必须在与分发一起提供的文档和/或其它材料中显示以上版权通知
，该条件列表和后续声明。



未经提前书面许可，均不得将 Google Inc. 或其贡献者的名称用于背书或促销源自该软件的
产品。

该软件由其版权所有者和贡献者按照原样提供，并且不承担任何明示的或默示的担保，包括但不
限于
隐含的适销性担保或做特殊用途的适用性。 任何情况下版权所有者和贡献者均不负有直接的、间
接的、后果性的、特殊的、惩戒性的或后果性的损害（包括但不限于获得替代物品或服务；丢失使
用，数据或利益；或者商业中断）无论是否在合约中，不可避免地导致的责任和任何理论责任，限
制和民事侵权责任（包括疏忽或其它性质）即使被告知损坏的可能性仍使用该软件造成的损坏。
15.7 Chrome V8 / Strongtalk
Copyright (c) 1994-2006 Sun Microsystems Inc.
版权所有。
源文件和二进制格式的使用和重新发布，无论是否带有修改，均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允许：
源代码的重新分发必须包含上述版权通知，条件列表和以下免责声明。
二进制格式的重新分发必须在该分发提供的文档和/或其它材料中显示以上版权通知，该条件列表
和以下免责声明。

未经提前书面许可，不得将 Sun Microsystems 或其贡献者的名称用于背书或促销源自该软件的
产品。
该软件由其版权所有者和贡献者按照原样提供，并且不承担任何明示的或默示的担保，包括但不
限于隐含的适销行和其它特殊目的适用性的担保。 任何情况下版权所有者或其贡献者均不负有直
接的、间接的、偶发的、特殊的、惩戒性的或后果性的损坏（包括但不限于获得替代物品或服务；
丢失使用、数据或利益；或者商业中断）无论是否在合约中，不可避免地导致的责任和任何理论责
任，限制和民事侵权责任（包括疏忽或其它性质）即使被告知损坏的可能性仍使用该软件造成的损
坏。
15.8 Adobe Glyph 列表
15.8.1 Copyright (c) 1997,1998,2002,2007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在此授权任何获得该文档文件的人免费使用、复制、发布、分发、分授权和/或销售本
文档的副本，允许在以下条件下其它人获得相同权利：
- 不允许修改、编辑或替换该文档的其它可替换项目；以及
- 以上版权通知和该许可通知应包括在文档的所有副本中。
在此授权任何获得该文档的人免费使用以便从该文件内容中创建其自己的衍生作品，
以便使用、复制、发布、分发、分授权和/或销售衍生作品，并在不将衍生作品作为该
文档副本或版本的情况下允许他人获得相同权利。
Adobe 不对任何使用者任何间接的、偶发的、特殊的、后果性的或其它类似损坏造成
的利润或利益损失，无论是否基于民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疏忽或限制责任）、合约或
其它法律或等价基础的责任负责，即使 Adobe 被告知或者有理由知道此类损坏的可能
性。 Adobe 材料在原样基础上提供。 Adobe 明确拒绝与 Adobe 材料相关的所有明
示、法定或隐含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或适用于特定目的或不侵犯任何第
三方权利的 Adobe 材料。

15.9 Little Color Management System
Copyright (c) 1998-2013 Marti Maria Saguer
在此授权任何获得该软件和相关文档文件（该“软件”）的人免费使用，以无限制使用该软件
，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复制、修改、合并、发布、分发、分授权和/或销售软件副本的权限
，并在符合以下情况下允许获得该软件的人获得相同权利：
应在该软件的所有副本和实质部分包括上述版权通知和该许可通知。
该软件按“原样”提供，不附有任何明示或暗示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和特定用途的适用

性以及非侵权担保。 任何情况下，作者或版权持有者对任何索赔、其 它责任损害、无论
是在合约中，民事侵权或其它性质责任，使用或不使用该软件或其它方式使用该软件造成
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15.10 Haval
Copyright (c) 2003 Calyptix Security Corporation
版权所有。
该代码源自 Yuliang Zheng 贡献给 Calyptix Security Corporation 公司的软件。无论是否经
过修改，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允许以源代码和二进制形式重新分发和使用：
1. 源代码的重新分发必须包含上述版权通知，该条件列表和以下免责声明。
2. 二进制格式的重新分发必须在该分发提供的文档和/或其它材料中显示以上版权通知，该
条件列表和以下免责声明。
3. 未经提前书面许可，不得将 Calyptix Security Corporation 或其贡献者的名称用于背书
或促销源自该软件的产品。
该软件由其版权所有者和贡献者按照原样提供，并且不承担任何明示的或默示的担保，包
括但不限于隐含的适销性担保或做特殊用途的适用性。 任何情况下版权所有者和贡献者均
不负有直接的、间接的、偶发性的、特殊的、惩戒性的或后果性的损害（包括但不限于获得
替代物品或服务；丢失使用，数据或利益；或者商业中断）无论是否在合约中，不可避免地
导致的责任和任何理论责任，限制和民事侵权责任（包括疏忽或其 它性质）即使被告知损
坏的可能性仍使用该软件造成的损坏。
15.11 微软公司
15.11.1 为 了 使 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5 运 行 C++ 应 用 程 序 ， 使 用 了 章 节
15.11.1.1 中所列的微软公司或其部分的技术（以下简称“Microsoft 技术”）。 Microsoft
技术在随附 Microsoft 技术的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条款下分发。
15.11.1.1 本软件中所使用的微软公司的技术：
Microsoft Visual C++ 2015 Runtime Library
© Microsoft Corporation. 版权所有。 Microsoft 和 Visual Studio 是微软公司在
美国和/或其它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15.11.1.2 Microsoft 技术软件仅供许可使用，不可出售。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条款和该

EULA 仅授予您使用某些 Microsoft 技术的权利。 Microsoft 保留所有其它权利
。 除非适用法律赋予该限制之外的更多权利，您只能按照 Microsoft 软件授权
许可条款和该 EULA 使用 Microsoft 技术。 因此，您必须遵守仅允许您以某些
方 式 使 用 的 Microsoft 技 术 中 的 所 有 技 术 限 制 。 有 关 详 情 ， 请 参 阅
www.microsoft.com/licensing/userights。 您不能：
 绕过 Microsoft 技术的任何技术限制；
 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分解 Microsoft 技术或以其它方式试图获得该软件的源
代码， 例外且仅例外于： (i) 尽管有该限制，但是适用法律允许；或 (ii) 需
要调试 Microsoft 技术中包括或链接的 GNU 较宽松通用公共授权许可下的
任何库；
 在 Microsoft 技术中删除、最小化、阻止或修改 Microsoft 或其供应商的任
何通知；
 以任何方式非法使用 Microsoft 技术；
 共享、发布、出租或租赁 Microsoft 技术或将 Microsoft 技术提供为单机托
管的解决方案供他人使用；
15.11.1.3 文档。 任何有权使用您计算机或内部网络的人均可复制并使用该文档供您内部
参考之用。
15.11.1.4 非转售软件。 您不能销售标记为“NFR"”或“非卖品”的软件。
15.11.1.5 Microsoft 技术可能包括带有单独的法律声明的第三方组件，或由其它协议管理
，可能在 Microsoft 技术附带的ThirdPartyNotices 文件中述及。 即使此类组件
由其它协议管理，以下免责声明和限制以及例外情况仍适用。
15.11.1.6 出口限制。 Microsoft 技术、在线服务、专业服务和相关技术受美国出口司法权
管辖。 您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国际和国家法律，包括美国出口管理条例、国际
武器贸易条例、外国资产控制制裁计划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最终限制的最
终用户，以及其它与微软产品、服务和技术相关的管理。 有关详情，请参阅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15.11.1.7 支持服务。 微软按照 www.support.microsoft.com/common/international.aspx
所述为 Microsoft 技术提供支持服务。
15.11.1.8 损害限制和排除。 您只能从微软和供应商处获得您所付费给 Microsoft 技术的
金额的直接损害赔偿。 您无法获得任何其它损害赔偿，包括间接损失、利润损
失、特殊、间接或附带损失。

该限制适用于 a) 与第三方网站上的 Microsoft 技术、服务、内容（包括代码）
相关的任何事项或 b) 第三方应用程序；合约违规索赔，违反担保、保证或条件
、限制责任、疏忽或其它适用法律允许的其它民事侵权责任。
其也适用于


即使修复、更换或退款 Microsoft 技术不能完全补偿您的任何损失；或



即使 Microsoft 知道或应已经知道这些损害的可能性。

某些州不允许排除或限制偶发或间接损失，因此上述限制或排除可能不适用于
您。 由于您的国家可能不允许排除或限制偶发的、后果性的或其它责任，以上
限制或排除项可能不适用于您。
15.11.2 为了处理压缩的图像文件，使用了15.11.2.1 章节中所列的微软公司及其部分的技术（
以下简称 Microsoft 技术）。 Microsoft 技术在随附 Microsoft 技术的 Microsoft 软
件授权许可条款下分发。
15.11.2.1 本软件中所使用的微软公司的技术：
- MICROSOFT HD PHOTO 1.O DEVICE PORTING KIT (A.K.A. MICROSOFT
WINDOWS MEDIA PHOTO 1.0 DEVICE PORTING KIT)
© 2005-2006 Microsoft Corporation. 版权所有。 Microsoft 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和
/或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15.11.2.2 Microsoft Technologies 软件仅供授权许可使用，不可出售。 Microsoft 软件授
权许可条款和该 EULA 仅授予您使用某些 Microsoft 技术的权利。 Microsoft 保
留所有其它权利。 除非适用法律赋予该限制之外的更多权利，您只能按照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条款和该 EULA 使用 Microsoft 技术。 因此，您必须
遵守仅允许您以某些方式使用的 Microsoft 技术中的所有技术限制。 您不能：


将 Microsoft 技术用作其它非规定的用途。 Microsoft 技术用于在符合和支
持 HD Photo 1.0 文件格式（也即 Windows Media Photo 1.0 文件格式）的
XML Paper Specification 产品中实施 HD Photo 编码器和/或解码器，按照
Microsoft 技术中提供的技术规范进行定义。



发布 Microsoft 技术以供它人复制；



出租，租赁或出借 Microsoft 技术；



将 Microsoft 技术或这些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条款转移给任何非此处明
确许可的第三方。

15.11.2.3 文档。 任何有权使用您计算机或内部网络的人均可复制并使用该文档供您内部
参考之用。 不允许任何其它用途使用或分发本文档。
15.11.2.4 出口限制。 Microsoft 技术受美国出口法律和法规的监管。 您必须遵守所有应
用于 Microsoft 技术的国内国际出口法律和法规。 这些法律包括对目的地、最
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限制。 有关详情，请参阅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15.11.2.5 支持服务。 因为 Microsoft 技术为原样提供，Microsoft 不针对其提供任何支持
服务。
15.11.2.6 担保免责声明。 Microsoft 按原样授权许可。 您使用它需自行承担任何风险。
Microsoft 不提供任何明示担保、保证或条件。 您可能拥有 Microsoft 软件授权
许可条款和该 EULA 无法更改的您当地法律规定的附加消费者权益。 在您当地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Microsoft Microsoft 排除适销性、适用于某种特定用途和非
侵权的默示保证。
15.11.2.7 补救和损害的限制和排除。 您可以从 Microsoft 及其供应商处获得最高 5.00 美
元的直接赔偿。 您无法获得任何其它损害赔偿，包括间接损失、利润损失、特
殊、间接或附带损失。
该限制适用于


任何与第三方网站或第三方程序上的 Microsoft 技术、服务、内容（包括代
码）相关的内容；并且



因违约合同，违反担保，保证或条件，严格责任，过失或在适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其它侵权行为所引起的索赔。

即使 Microsoft 知道或应已经知道这些损害的可能性，其仍适用。 由于您的国
家可能不允许对偶发的、后果性的或其它损害赔偿责任进行排除或限制，以上
限制或排除项可能不适用于您。

15.11.3 为了支持 Microsoft Outlook 的整合，使用了15.11.3.1 章节中所列的微软公司及其部
分的技术（以下简称 Microsoft 技术）。 Microsoft 技术在随附 Microsoft 技术的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条款下分发。
15.11.3.1 本软件中所使用的微软公司的技术：
- MICROSOFT Outlook 2010: MAPI 标头文件
© 2009-2010 Microsoft Corporation. 版权所有。 Microsoft 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和

/或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15.11.3.2 Microsoft Technologies 软件仅供授权许可使用，不可出售。 Microsoft 软件授
权许可条款和该 EULA 仅授予您使用某些 Microsoft 技术的权利。 Microsoft 保
留所有其它权利。 除非适用法律赋予该限制之外的更多权利，您只能按照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条款和该 EULA 使用 Microsoft 技术。 因此，您必须
遵守仅允许您以某些方式使用的 Microsoft 技术中的所有技术限制。 您不能：


绕过 Microsoft 技术的任何技术限制；



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分解 Microsoft 技术或以其它方式试图获得该软件的源
代码，例外且仅例外于适用法律明确允许该行为；



制作多于该 EULA 中指定的或适用法律允许的数量副本的 Microsoft 技术，
尽管存在此限制。



发布 Microsoft 技术以供它人复制；



出租，租赁或出借 Microsoft 技术；或



使用 Microsoft 技术提供商业软件托管服务。

15.11.3.3 文档。 任何有权使用您计算机或内部网络的人均可复制并使用该文档供您内部
参考之用。 不允许任何其它用途使用或分发本文档。
15.11.3.4 出口限制。 Microsoft 技术受美国出口法律和法规的监管。 您必须遵守所有应
用于 Microsoft 技术的国内国际出口法律和法规。 这些法律包括对目的地、最
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限制。 有关详情，请参阅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15.11.3.5 支持服务。 因为 Microsoft 技术为原样提供，Microsoft 不针对其提供任何支持
服务。
15.11.3.6 担保免责声明。 Microsoft 按原样授权许可。 您使用它需自行承担任何风险。
Microsoft 不提供任何明示担保、保证或条件。 您可能拥有 Microsoft 软件授权
许可条款和该 EULA 无法更改的您当地法律规定的附加消费者权益。 在您当地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Microsoft Microsoft 排除适销性、适用于某种特定用途和非
侵权的默示保证。
15.11.3.7 补救和损害的限制和排除。 您可以从 Microsoft 及其供应商处获得最高 5.00 美
元的直接赔偿。 您无法获得任何其它损害赔偿，包括间接损失、利润损失、特
殊、间接或附带损失。

该限制适用于


任何与第三方网站或第三方程序上的 Microsoft 技术、服务、内容（包括代
码）相关的内容；并且



因违约合同，违反担保，保证或条件，严格责任，过失或在适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其它侵权行为所引起的索赔。



即使 Microsoft 知道或应已经知道这些损害的可能性，其仍适用。 由于您
的国家可能不允许对偶发的、后果性的或其它损害赔偿责任进行排除或限
制，以上限制或排除项可能不适用于您。

15.11.4 为了允许使用 Microsoft 开发工具编写的应用程序构建 Windows 原生基于 XML 的应
用 程 序， 使用 了章 节 15.11.4.1 中 所列 的 微 软 公司和 其 部分 的技 术（ 以下 简称
“Microsoft 技术”）。Microsoft 技术在随附 Microsoft 技术的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
条款下分发。
15.11.4.1 本软件中所使用的微软公司的技术：
- MICROSOFT XML CORE SERVICES (MSXML) 6.0
© Microsoft Corporation. 1981-2008. 版权所有。Microsoft 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和
/或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15.11.4.2 Microsoft Technologies 软件仅供授权许可使用，不可出售。Microsoft 软件授权
许可条款和该 EULA 仅授予您使用某些 Microsoft 技术的权利。Microsoft 保留
所 有 其它 权利 。 除非 适用 法 律赋 予该 限制 之外 的更 多 权利 ，您 只能 按照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条款和该 EULA 使用 Microsoft 技术。 因此，您必须
遵守仅允许您以某些方式使用的软件中的所有技术限制。
www.microsoft.com/licensing/userights。 您不能：


有关详情，请参阅

未经微软的提前书面许可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Microsoft 技术的任何基准测试
结果；



绕过 Microsoft 技术的任何技术限制；



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分解 Microsoft 技术或以其它方式试图获得该软件的源
代码，例外且仅例外于适用法律明确允许该行为；



制作多于该 EULA 中指定的或适用法律允许的数量副本的 Microsoft 技术，
尽管存在此限制；



发布 Microsoft 技术以供它人复制；



出租，租赁或出借 Microsoft 技术；或



使用 Microsoft 技术提供商业软件托管服务。

15.11.4.3 文档。 任何有权使用您计算机或内部网络的人均可复制并使用该文档供您内部
参考之用。 不允许任何其它用途使用或分发本文档。
15.11.4.4 出口限制。 Microsoft 技术受美国出口法律和法规的监管。 您必须遵守所有应
用于 Microsoft 技术的国内国际出口法律和法规。 这些法律包括对目的地、最
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限制。 有关详情，请参阅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15.11.4.5 支持服务。 因为 Microsoft 技术为原样提供，Microsoft 不针对其提供任何支持
服务。
15.11.4.6 担保免责声明。Microsoft 按原样授权许可。 您使用它需自行承担任何风险。
Microsoft 不提供任何明示担保、保证或条件。 您可能拥有 Microsoft 软件授权
许可条款和该 EULA 无法更改的您当地法律规定的附加消费者权益。 在您当地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Microsoft Microsoft 排除适销性、适用于某种特定用途和非
侵权的默示保证。
15.11.4.7 补救和损害的限制和排除。 您可以从 Microsoft 及其供应商处获得最高 5.00 美
元的直接赔偿。 您无法获得任何其它损害赔偿，包括间接损失、利润损失、特
殊、间接或附带损失。
该限制适用于


任何与第三方网站或第三方程序上的 Microsoft 技术、服务、内容（包括代
码）相关的内容；并且



因违约合同，违反担保，保证或条件，严格责任，过失或在适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其它侵权行为所引起的索赔。



即使 Microsoft 知道或应已经知道这些损害的可能性，其仍适用。 由于您
的国家可能不允许对偶发的、后果性的或其它损害赔偿责任进行排除或限
制，以上限制或排除项可能不适用于您。

15.11.5 为了构建和运行原生 C++ Microsoft 应用程序，使用了15.11.5.1 章节中所列的微软公
司及其部分的技术（以下简称 Microsoft 技术）。Microsoft 技术在随附 Microsoft 技
术的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条款下分发。
15.11.5.1 本软件中所使用的微软公司的技术：

- Microsoft Universal CRT Library
© Microsoft Corporation. 版权所有。 Microsoft 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和/或其它国
家和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15.11.5.2 Microsoft Technologies 软件仅供授权许可使用，不可出售。 Microsoft 软件授
权许可条款和该 EULA 仅授予您使用某些 Microsoft 技术的权利。Microsoft 保
留所有其它权利。 除非适用法律赋予该限制之外的更多权利，您只能按照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条款和该 EULA 使用 Microsoft 技术。 因此，您必须
遵守仅允许您以某些方式使用的软件中的所有技术限制。您不能：


除了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之外，您必须获得微软的提前书面许可才
能向第三方披露 Microsoft 技术的任何基准测试结果。



绕过 Microsoft 技术的任何技术限制；



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分解 Microsoft 技术或以其它方式试图获得该软件的源
代码，例外且仅例外于适用法律明确允许该行为；



制作多于该 EULA 中指定的或适用法律允许的数量副本的 Microsoft 技术，
尽管存在此限制；



发布 Microsoft 技术以供它人复制；



出租，租赁或出借 Microsoft 技术；



将 Microsoft 技术或这些 Microsoft 软件授权许可条款转移给任何非此处明
确许可的第三方；或



使用 Microsoft 技术提供商业软件托管服务。

15.11.5.3 文档。任何有权使用您计算机或内部网络的人均可复制并使用该文档供您内部参
考之用。不允许任何其它用途使用或分发本文档。
15.11.5.4 出口限制。Microsoft 技术受美国出口法律和法规的监管。您必须遵守所有应用
于 Microsoft 技术的国内国际出口法律和法规。 这些法律包括对目的地、最终
用户和最终用途的限制。 有关详情，请参阅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15.11.5.5 支持服务。 因为 Microsoft 技术为原样提供，Microsoft 不针对其提供任何支持
服务。
15.11.5.6 担保免责声明。 Microsoft 按原样授权许可。 您使用它需自行承担任何风险。
Microsoft 不提供任何明示担保、保证或条件。 您可能拥有 Microsoft 软件授权

许可条款和该 EULA 无法更改的您当地法律规定的附加消费者权益。 在您当地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Microsoft Microsoft 排除适销性、适用于某种特定用途和非
侵权的默示保证。
15.11.5.7 补救和损害的限制和排除。 您可以从 Microsoft 及其供应商处获得最高 5.00 美
元的直接赔偿。 您无法获得任何其它损害赔偿，包括间接损失、利润损失、特
殊、间接或附带损失。
该限制适用于


任何与第三方网站或第三方程序上的 Microsoft 技术、服务、内容（包括代
码）相关的内容；并且



因违约合同，违反担保，保证或条件，严格责任，过失或在适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其它侵权行为所引起的索赔。

即使 Microsoft 知道或应已经知道这些损害的可能性，其仍适用。 由于您的国
家可能不允许对偶发的、后果性的或其它损害赔偿责任进行排除或限制，以上
限制或排除项可能不适用于您。
15.12 Miama Nueva, Pecita, Bad Script Regular 字体
15.12.1 Miama Nueva Copyright (c) 2014, Linus Romer 以及保留字体名 Miama Nueva。
15.12.2 Pecita Copyright
Pecita。

(c) 2009-2015, Philippe Cochy, (http://pecita.eu) 以及保留字体名

15.12.3 Bad Script Regular 版权 (c) 2011, Cyreal (www.cyreal.org) 以及保留字体名 "Bad
Script".
15.12.4 该字体软件在 SIL Open Font License, Version 1.1 下授权许可。
该授权许可复制如下，并且带有常见问题解答：http://scripts.sil.org/OFL
15.12.5 SIL OPEN FONT LICENSE Version 1.1 - 2007 年 2 月 26 日
15.12.5.1 前言
开源字体授权 (OFL) 旨在促进全球合作字体项目的发展，支持学术和语言社
区字体的创建，并为字体合作者与他人的共享和改进提供一个免费且开放的框
架。
OFL 允许授权许可的字体自由使用、研究、修改和分发，直至其被销售。 这
些字体，包括任何衍生作品，可以被任何软件捆绑、嵌入、 分发和/或销售，
前提是衍生作品中不使用任何保留名称。 但是这些字体和衍生作品，不能在

其它类型的授权许可下发布。 这些字体仍需保留在该授权许可下的要求不适
用于任何使用这些字体或其衍生作品创作的文档。
15.12.5.2 定义
“字体软件”是指版权持有人在该授权许可下且明确标注的已发布文件的集合。
这可能包括源文件、版本脚本和文档。
“保留的字体名”是指版权声明之后指定的任何名称。
“原始版本”是指版权持有者发布的字体软件组件的集合。
“修改版本”是指任何通过添加、删除或替换（部分或全部）原始版本的任何组件
，通过变换格式或将字体软件嵌入新环境的衍生作品。
“作者”是指贡献该字体软件的任何设计师、工程师、程序员、科技作家或其他贡
献者。
15.12.5.3 权限和条件
在此授权任何获得该字体软件的人免费使用以使用、研究、合并、嵌入、修改
、重新分发和销售修改和未经修改的字体软件符合，受以下条件的约束：
1) 原始或修改版本的字体软件或其单独组件不得自行销售。
2) 原始或修改版本的字体软件可被任何软件绑定、重新分发和/或销售，前提是
每个副本包含上述版权通知和该授权许可。 这些可以为标准的独立文字文件、
人类可阅读的标题或在文字或二进制文件中以合适的机器可读元数据字段形式
，只要这些字段可被用户轻松查看。
3) 没有任何修改版的字体软件可以使用保留字体名，除非获得版权持有者的明
确书面许可。 该限制仅适用于用户可见的主字体名。
4) 不得使用字体系统的版权持有者或作者的姓名进行促销、背书或广告宣传任
何修改版本，除非用来声明版权持有者和作者的贡献或有其明确的书面许可。
5) 部分或整体修改或未经修改的字体软件必须在该授权许可下完整分发，不得
在其它任何授权许可下分发。 在该授权许可下保留字体的要求不适用于使用该
字体软件创建的任何文档。
15.12.5.4 终止
如果未能满足上述任意条件，则该授权许可无效。

15.12.5.5 免责声明
该字体软件按照原样提供，不承担任何类型的明示的或默示的担保，包括但不
限于隐含的适销性担保或做特殊用途的适用性，不担保不违反版权、专利、商
标或其它权利。 任何情况下版权所有者均不对任何索赔、损害或其它责任承担
任何责任，包括任何常规的、特殊的、直接的、偶发的或后果性的损害，无论
是否在合约中，民事侵权责任，由于使用或不使用该字体软件或在字体软件中
进行的其它操作所产生的问题。
15.13 JasPer License Version 2.0
Copyright (c) 2001-2006 Michael David Adams
Copyright (c) 1999-2000 Image Power, Inc.
Copyright (c) 1999-2000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版权所有。
在此授权任何获得该软件和
关联文档文件（“软件”）的人（“用户”）免费使用该软件，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复制、修改、
合并、发布、分发和/或销售该软件副本的权利并且允许获得该软件的人获得该权利，且受
到以下条件的约束：
上述版权声明和该权限声明（其包括以下免责声明）应包括在该软件的所有副本或实质部分
中。
未经提前书面许可不得将版权持有人的名称用于背书或促销该产品的衍生产品。
该担保免责声明构成该授权许可的必要部分。 未授权在该免责条款之外使用该软件。 该
软件由其版权持有者按照原样提供，不保证任何类型的明示的或默示的担保，包括但不限
于适销性担保、做特殊用途的适用性和不侵犯第三方权利。 任何情况下版权持有者均不负
责任何索赔或任何特殊的、间接的或后果性的损害，或任何导致丢失使用、数据或利润的
损害，无论是否在执行合约中，疏忽或其它民事侵权行为，使用该软件或该软件的性能造
成的任何问题。

版权持有者不提供任何保证该软件不违反任何其他实体的专利或其它知

识产权。每个版权持有者不对任何其他实体由于侵犯知识产权而提出的索赔或其它事项负
责。 作为行使本文所述权利的条件，每位用户自行负责维护任何其它所需的知识产权（如
果有）。 该软件不是可容错的软件，不适合在关键任务中将使用，例如在核设施的运行、
航空器导航或通信系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直接生命支持机器或武器系统中使用，在这
些系统中出现软件或系统故障会导致死亡、人身伤害或严重的物理或环境损害（“高风险活动
”）。 版权持有者特别免责任何高风险活动的明示或隐含适用性担保。

15.14 使用 JPEG2000 图像格式：
本软件的某些部分由 2013 年新南威尔士大学版权所有。

15.15 Intel® 性能基元：
© 2002-2008 Intel Corporation. Intel 是 Intel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商标。
15.16 独立 JPEG 组的 JPEG 软件。
本软件部分基于独立 JPEG 组的工作。

15.17 MD5C.C - RSA Data Security, Inc., MD5 消息摘要算法
Copyright (C) 1991-2, RSA Data Security, Inc. 创建于 1991 年。 版权所有。
复制和使用该软件的授权许可在所有述及或引用该软件或该功能的材料中标识为“RSA Data
Security, Inc. MD5 消息摘要算法”。
另授权制作和使用衍生作品前提是在所有述及或引用该衍生作品的所有材料中将此作品 标
识为“衍生自 RSA Data Security, Inc. MD5 消息摘要算法”。
RSA Data Security, Inc. 不保证该软件的适销性或者出于任何用途的适用性。 它按照原样
提供，不含任何类型的明示或隐含担保。
该声明必须保留在该文件和/或软件的任何部分任何副本中。
15.18 Unicode® 支持:
Copyright © 1991-2016 Unicode, Inc. 版权所有。
根据 http://www.unicode.org/copyright.html 所述使用条款分发。
对于获得 Unicode 数据文件副本和任何相关文档（“数据文件”）或 Unicode 软件和任何相
关文档（“软件”）的任何人，我们特此免费授权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处理数据文件或软件
，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复制、修改、合并、发布、分发和/或销售数据文件或软件副本
，并允许获得该数据文件或软件的人这样使用，前提是 (a) 本版权和许可声明显示在所有
数据文件或软件副本中，(b) 本版权和许可声明显示在相关文档中，以及 (c) 每个修改过的
数据文件和软件，以及与被修改的数据或软件相关联的数据或软件中，有明确的声明。
数据文件和软件均按“原样”提供，不附有任何明示或暗示担保，包括（但不限于）特定用途
的适销性和适用性，以及对第三方权利的非侵权性。 在任何情况下，版权持有者或本声明
中包含的版权所有者均不对因使用该数据文件或软件所产生的任何特殊的间接或后果损害
、数据丢失或利润损失，无论是因合同行为、疏忽或其它民事行为所致后果负有任何责任

。
除本声明所含内容外，未经版权持有人的书面授权，不得将版权所有者的名称用于广告或
其它促销内容，不得使用或以其它方式交易这些数据文件或本软件。
Unicode 是 Unicode, Inc.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
15.19 FreeType 库
本软件的某些部分由 FreeType Project (www.freetype.org) 版权所有 © 2009。 版权所有
。
15.20 该软件可能包含其它第三方软件。 您可以在该软件中和/或该软件附带的文档中找到有关
此类第三方软件的信息和授权许可。
16. 监管法律
16.1 如果该软件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
拉斯、蒙特塞拉特、尼加拉瓜、巴拿马、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维尔京群岛或台湾获得，应
按照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解释和管理该 EULA。 关于可能由本 EULA 和/或本
软件所引起的任何争议，您同意受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可拉拉郡的联邦法院和/或州法院管辖
。 为避免产生疑问，如果该软件是在美国获得的，即表示您从ABBYY USA Software House,
Inc. 获得（购买）该软件。
16.2 如果在日本获得该软件，本 EULA 将受日本法律的管辖和解释，并且各方接受日本东京地
方法院的专属管辖权。
16.3 如果在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
班牙、瑞典或其他欧盟国家（马耳他、希腊和塞浦路斯除外）获得该软件，则该 EULA 第
16.4、16.6 或 16.7 条中未提到的其他任何欧盟成员国或者瑞士、挪威、冰岛或列支敦士
登获得该软件，该 EULA 应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具有效力的实体法进行监管并据此
进行解释，并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的主管法庭具有对该 EULA 所有相关纠纷的审判
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与本 EULA 相关的所有争议拥有专属管辖权。
16.4 如果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共和国获得该软件，则本 EULA 应受英格兰
和威尔士的专属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并且各相关方接受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庭的审判。
16.5 如果该软件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库克
群岛、斐济、纽埃、诺福克岛、托克劳获得，本 EULA 将受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法律的
管辖和解释，并且当事方应接受新南威尔士州和联邦法院的专属管辖权的限制。
16.6 如果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或其他任何独联体国家（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除外）获

得该软件，或在拉脱维亚、立陶宛或爱沙尼亚购买该软件，该 EULA 应由俄罗斯联邦具有
效力的实体法进行监管并据此进行解释。
16.7 如果在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
、以色列、格鲁吉亚、伊拉克、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土耳
其、塞尔维亚、黑山、乌克兰或摩尔多瓦获得该软件， 应受乌克兰实体法管辖并根据乌克
兰实体法解释，除非该软件已由根据波兰民法规定具有消费者状态的人获得。 波兰法律应
适用于此类消费者。
16.8 如果条款 16.7 适用，并且您是一个实体或独资经营者（自己在没有使用公司结构或合作伙
伴的情况下经营业务，对业务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人），所有争议、争论或由 EULA 引起
或与之相关的意见分歧，应根据乌克兰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法院的仲裁规则和程序，根据
其规则，通过仲裁最终解决。 上述法院的判决是最终决议，须由双方执行。 如果条款
16.7 适用，并且您是个人，与本 EULA 相关的所有纠纷应提交乌克兰基辅市的舍甫琴科夫
斯基区域法庭进行审判。
16.9 如果条款 16.6 适用，并且您是一个实体或独资经营者（没有使用公司结构或合作伙伴而经
营业务的人，并且对该业务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俄罗斯联邦莫斯科 Arbitrazh 法院应对
与本EULA 有关的所有争议拥有专属管辖权。 如果条款 16.6 适用，并且您是个人，与该
EULA 相关的所有纠纷应由俄罗斯联邦莫斯科 Kuzminsky 地区法院进行审判。
16.10 在条款 16.1 至 16.7 所描述的情况中，本 EULA 不受任何管辖地区法规冲突规则或《联
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限制，其适用性已被明示拒绝。
16.11 如果在条款 16.1 至 16.7 所指定的国家之外获得（购买）本软件，则应按照购买本软件所
在国家/地区的实体法管理和解释本 EULA。
17. 终止
17.1 除非您与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在单独的书面协议中另有约定，或者除非 EULA 或
本软件的文档另有规定，该 EULA 从您首次展示您的接受之日起永久有效或根据适用法律
允许的时间内有效。 在适用法律要求本 EULA 的声明过期时间范围内，本 EULA 将始终
有效，但在任何情况下，至少与该软件版权

的持续时间一样长，并且在该期间过期后无

需另行通知即自动过期。
17.2 如果您不遵守该 EULA 的条款和条件，ABBYY 可以终止该 EULA 而不影响其它任何权利
。 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销毁本软件的所有副本及其组件部分，并从您的计算机上卸载本
软件。
17.3 您可以通过销毁本软件的所有副本和其所有组件部分和卸载本软件来终止该 EULA。

17.4 这种终止并不免除您为该软件付款的义务。 该 EULA 终止或过期后，第 2,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和第 3.4.4 款仍然适用，但这并不暗示或造成该 EULA 终止或
过期之后继续使用该软件的任何权利。
18. 杂项
18.1 在软件的激活、安装、运行、注册和 / 或技术支持及维护过程中，您可能会被要求向
ABBYY 提供某些个人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 您的姓名、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
。您可以选择不向我们提供您的个人信息，在此情况下，如果提供个人信息对于向您提供
技术支持或软件维护必不可少或是此类技术支持或软件维护的要求且不违背适用法律，您
可能会无法获得提供个人信息的 ABBYY 客户可获得的技术支持或软件维护。例如，为了
给您提供技术支持，ABBYY 需要处理您的电子邮件或电话号码以便和您沟通。您同意提供
的个人信息不超过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的要求，同意 您的个人信息可以 由
ABBYY 和/或其附属企业或 ABBYY 合作伙伴依据适用法律进行处理（包括 [但不限于] 收
集和/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前提是如果适用法律要求的话，维护数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您
提供给 ABBYY 或其附属企业或 ABBYY 合作伙伴的任何个人信息将严格限于 ABBYY 或
其附属企业或 ABBYY 合作伙伴内部存储和使用，不会向任何第三方公开（除适用法律要求
公开的情况之外）。所有个人记录将仅由 ABBYY 根据本 EULA 履行义务之用进行处理。
18.2 该软件可与 ABBYY 安全服务器定期进行互联网连接，以检查该软件的状态或下载供软件
正常工作所需的更新和技术信息。ABBYY 将采取合理的步骤，实现在此类连接期间不传输
有关您或您计算机的个人信息。
18.3 ABBYY 可能向您发送包含产品和公司新闻、特价信息、产品用法建议以及其它产品和公司
相关信息的电子邮件（如果您同意接收这类信息）。 您可以随时通过点击每封电子邮件底
部的取消订阅链接从 ABBYY 的邮件列表中删除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18.4 如果您收到任何与您使用该软件相关的索赔或诉讼，您应在自您获悉后的三 (3) 个工作日
内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 ABBYY。 您应采取所有必要行动确保 ABBYY 能够参与法院或仲
裁中的诉讼或听证或接受辩护，并向 ABBYY 提供您的全面合作和 ABBYY 认为有用或必
要的全部信息，尽快（在任何可行的情况下，不迟于收到 ABBYY 的查询之日起七 (7) 天
）提出抗辩以解决相应的索赔或诉讼。
18.5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在本 EULA 下授权许可的软件需要支付费用。 本 EULA 项下的费用
是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拟定的该软件价格（应根据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
拟定的付款程序进行付款），或纳入您的硬件购买价格中，或是您因使用完整版本的该软件
而应支付的价格的一部分。
18.6 如果发现本 EULA 的任何部分无效或无执行力，将不会影响本 EULA 剩余部分的有效性，
它们将依然根据条款有效且可以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