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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条款 
 此附加条款适用于第三方的内容和/或软件的条款和条件，并优先于一切其他协议条款。 

 CORTELLIS 

Copyright © 2017 Clarivate Analytics.  保留一切权利。 

Thomson Reuters (Markets) LLC (“Clarivate Analytics”) 和所属子公

司，以下简称“Clarivate Analytics”。 

“信息产品”是一切由 Clarivate Analytics 提供的内容或服务。

Clarivate Analytics 和他的第三方供应商在世界任何地方，在任何信

息产品中拥有并保留所有的权利，所有权和利益，包括但不限于著作

权，商标，专利，数据库权利，商业秘密，专业技能，和其他所有的

类似性质或者等同效力的知识产权权利，用户不能从中获得任何财产

性权利。用户被明示禁止对信息产品进行展示、表演、再现，分发，

衍生物创作或者以任何形式或方法对信息产品的改进，除非该使用程

度是下文明示允许或者得到了 Clarivate Analytics 的事前书面许可。  

用户对信息产品限于内部使用的目的。用户可以复制、粘贴、内部分

发含有不过量的信息产品的内容，如: (a) 该分发是附带的或者为了

支持用户商业目的（b）该信息没有被用户用于出卖或者以营利为目

的的发布（无论通过任何方式或形态），没有通过媒体，大众传媒或

者网络再发布。(c) 实践许可时，明确标注信息内容来源为 Clarivate 

Analytics 或他的第三方供应商。在下列情况下信息被认为“不过量”

(i)没有独立的商业价值、(ii)不能作为接收人使用 Clarivate Analytics

产品或者服务（包括任何下载服务）的替代或者较大部分的替代。 

在「General Restrictions/Notices」的界面，网址：

http://www.thomsonreuters.com/datause 信息产品包括第三方的信息

内容，该页面规定的条款适用于用户。 

用户了解并认可信息产品的某些信息在 Clarivate Analytics 或者他的

第三方供应商的要求下，可能会被终止访问权限。在用户的使用许可

结束或失效之后，合同项下的一切权利将立刻终止，用户必须立刻停

止使用信息产品并且删除或销毁所有占有或控制的复制件。 

Clarivate Analytics 和他的第三方供应商不保证信息产品连续地、无

误的、及时地、完整或准确地被交付，也不保证每次使用的结果一致

性。用户对于使用信息产品和因此产生的信赖独立承担责任。

Clarivate Analytics 和他的第三方供应商不对其用户或者其他任何实

体或个人承担他们使用信息产品的责任，或任何的不准确、错误、遗

漏、延迟、电脑病毒或其他缺点、损坏、赔偿、 诉讼、责任或者损

失，无论起因是否是使用信息产品引起或产生的。提供的信息产品是

“按现状”，并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无论是明示还是默示的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任何默示担保的商销性、适应特定用途、产权、不侵权

或者其他下文提到的。 

Clarivate Analytics 和他的第三方供应商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对任何

损失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因使用信息产品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特

殊的、偶发性的、从属的赔偿、损失或费用；即使 Clarivate 

Analytics 和他的第三方供应商被告知了这种赔偿，损失或费用的可能

性。而且 Clarivate Analytics 和他的第三方供应商不对任何形式的二

次加工产品或服务承担责任。

CORTELLIS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和 

THOMSON REUTERS FORECAST  
(a) 客户同意，包含在 Thomson Reuters Forecast 和 Cortellis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产品中的 CUSIP 数据库现在是以后仍将是

CUSIP 服务局、标准普尔 (Standard & Poor’s，以下简称“S&P”) 

和美国银行家协会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以下简称 

“ABA”) 拥有的或授权给 CUSIP 服务局、标准普尔和美国银行家协

会的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并未将该 等材料或其中包含的任何信息的

专有权转让给 客户。客户同意，盗用或误用该等材料将会给 S&P 和 

ABA 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客户同意，如果发生盗用或误用的情况，

S&P 和 ABA 将有权获得禁令性救济。除用于内部通常处理证券交易

以外，客户不应通过任何媒体向任何人或机构公布或散布 CUSIP 数

据库或其中包含的任何信息或该数据库的任何摘要或子集。客户还同

意，使用 CUSIP 号码和说明并不是为了为该等服务的其他任何第三

方接收 人建立或维持 CUSIP 号码和说明的一个文挡，也不起建立或

维持该文挡的作用，不是为了生成 CUSIP 标准带、打印、电子和/或

CD-ROM 服务，也不能以任何方式替代 CUSIP 标准带、打印、电子

和/或 CD-ROM 服务。不论是 S&P、ABA 还是它们的任何关联方均

不对包含于 CUSIP 数据库中的任何信息的准确性、充分性或完整性

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该等材料均是按现状提供给 客户的，对

于该等信息的适销性或适用于某特定目的或用处或使用该等材料可获

得的结果均不作任何保证。不论是 S&P、ABA 还是它们的任何关联

方均不对该等材料中的错误或遗漏或该等材料可能造成的任何直接或

间接、特别或后果性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即使它们事先已获知发生

该等损害的可能性。 S&P 、 ABA 或它们的任何关联方根据由合同、

侵权或其他原因产生的任何诉因而须承担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

超过客户在有人声称发生了上述诉因的那个月中为访问该等材料支付

的费用。而且，S&P 和 ABA 对于因它们不能控制的情况而造成的延

误或未能履 约均不承担任何责 任。 

 (b) 可从 Thomson Reuters Forecast 和 Cortellis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网站上下载的软件 (如果有，以下简称“Clarivate 软

件”) 是 Clarivate 和/或其第三方供应商的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客户

使用 Clarivate 软件适用与该软件一起交付的或包含在该软件中的终

端用户授 权协议(如果有，以下简称“Clarivate 软件授权协议”)的

条 款。客户不可安装或使用附有 Clarivate 软件授权协议或包含有该

协议的任何 Clarivate 软件，除非客户首先同意 Clarivate 软件授权协

议的条款。对于未附有 Clarivate 软件授权协议的任何 Clarivate 软件，

Clarivate 特此授权根据 Clarivate terms 使用 Clarivate 软件。所有

Clarivate 软件，包括但不限于包含于 Cortellis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中一切 PL/SQL 代码 (PL/SQL code) 、 HTML、XML、

有效 X 控制 (Active X Controls) 、 Java 脚本语言 (Javascript) 、

Java 代码 (Java Code) 、 Java 小应用程序 (Java applets) 或任

何种类的网络浏览器插件，均为 Clarivate 和/或其第三方供应商所有，

受 到著作权法和国际条约规定的保护。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明

确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再分发 Clarivate 软件。侵权者会在可能的

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被追究 责任。在不限制上述规定的情况下，为了

进一步 复制或再分发的目的将 Clarivate 软件复印或复制到其他任何

服务器或位置上在此予以明确禁止。Clarivate 软件仅依据 Clarivate

软件授权协议的规定被保证，如果有的话。 

 

 

 

http://www.thomsonreuters.com/dat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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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下列规定只适用于 EndNote 台式机版：  

  

(a) 用户同意: 

(i)    PDFTron Systems Inc.的 PDFNet SDK 只作为一个

EndNote 的嵌入式元件。 

(ii)   不将 PDFNet SDK 用于开发，编译，调试和类似的设计

期间目的 。 

(iii)  不可以试图逆向编译、反编译、分析、逆向工程、逆向

装配、反汇编、解锁或者其他任何试图解密

PDFNet SDK 的源代码或者潜在的算法式，以及试

图进行任何上述行为取得 PDFNet SDK 的目标代码。 

(iv) 不可以修改，适用，翻译或者创造任何 PDFNet SDK 的

衍生作品 或者将 PDFNet SDK 并入其他软件。 

(b) 用户不可以访问、安装、下载、拷贝、修改或者转让

PDFNet SDK，或者任何拷贝，改编，抄写，合并

部分，除非得到 Clarivate 的明示许可。用户的权利

具有非排他性，并且除非得到 Clarivate 的明示许可，

不可转让。 

(c) PDFTron Systems Inc. 将对 PDFNet SDK 拥有独占性的

全部所有权、权益、利益，包括对所有知识产权权

利和属于机密信息的所有权，除了 Clarivate 明示授

予客户的权利和特权。 

(d) 用户的义务在占有和使用 PDFNet SDK 的期间持续存在，

并且该义务可能会由 PDFTron Systems Inc. 以第

三方受益人的身份要求强制履行。 

 
 
 

THOMSON INNOVATION 

 下列规定仅适用于公司树形分级数据内容包  
(a) 1790 标准分析声明 

1790 分析方法提供的受让人主题词 索引表是为了帮助个人和组

织分析该 数据库中所包含的获得专利的组织的 知识产权组合。

由于处理来自各专利局的数据的多重复杂性，包括但不限于统一

不同的受让人的名称格式、跟踪合并和收购以及对专利进行再转

让，1790 分析方法不保证数据的准 确性、完整性、适销性或适

用于某特定目的。1790 分析方法对全部或 部分由使用本数据(包

括但不限于编辑、解释、报告或分析其专利数据 被包括在本数

据库中的组织的业绩) 所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b) 1790 分析方法已获得了受让人数据库 的著作权，对受让人

检索数据的分 解、逆向工程或下载在此予以明确禁 止。 

下列规定仅适用于 Newsroom: 
(a) Newsroom 数据库（以下简称“Newsroom 数据库”）将以“按

原样”的形式提供 服务，且对其内容不作任何形式的保证。 任何 

Newsroom 数据库的授权人（以下简 称“Newsroom 数据库 授权

人 ”）不对 Newsroom 数据库或使用其包含的信息得 到的结果的

精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且任何 Newsroom 数据库授权

人都不 会对因 Newsroom 数据库包含信息的错 误、遗漏或其它

误差所导致的索赔负责。 任何关于 Newsroom 数据库的使用或

得到 的结果的全部风险都需由数据库的用户来 承担。而且，任

何 Newsroom 数据库授权人，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方式，

都不对 Newsroom 数据库或其包含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其质

量、性能、适销性或适用特定目的合适性做任何陈述或保证。 

Newsroom 数据库授权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承担由于使用 

Newsroom 数据库或 Newsroom 数据库的无法运行而导致的任 

何直接、间接的、特别的、附带的或相应的损害赔偿以及由于个

人使用 Newsroom 数据库而产生的任何性质的损失或赔偿。 

Newsroom 数据库包含的资料不得被出售。Newsroom 数据库包

含的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被其他第三方使用或被复制、再 分发

或被存档，除了仅为客户内部使用之目的且遵守以下包含的条款

与条件。 

(b)  一个用户不可以： 

(i) 再分发 、复制或电子存储 （ 存档） 从 Newsroom 数据库获

取的一个出版物的单独期号的所有或多数的记录； 

(ii) 以机器可读的方式电子存储（存档）超 过十二（12）个月； 

(iii) 删除或移除一个记录或数据的版权声明或将从 Newsroom 数

据库中获取的记录或数据中删除 Newsroom 数据库的名字； 

(iv) 将从 Newsroom 数据库中获取的记录或 数据以任何形式向

非用户组织中的任何 第三方发表、发布或使其可用；或 

(v) 使用任何记录或数据生成一 个衍生作 品，除非是为了其内部

使用之目的而为的电子存储编辑。 

下列规定仅适用于被称为 IIS/iEPROS 的产品:  
(a) 与产品一并提供的 Software Livelink Discovery Server (以往

被称为 BRS/Search) 的一切所有权权利 依然属于加拿大安大略

OPEN TEXT CORP.。客户无权将其传输或转让给第三人。 

(b) 在不损害本协议所含其它使用限制的前提下，客户不得且应

责成终端用户不得： 

(i) 向他人出租、租赁、进一步授权或传递 Software Livelink 

Discovery Server 以及相关文件，在网络、时间共享、 多处理器

或多用户系统使用 Software Livelink Discovery Server  

(ii) 复制、更改 、变 更或 转让 Software Livelink Discovery 

Server 或文件。特 别是，不得翻译、重新编译、分解或 重新创

制 Software Livelink Discovery Server 或文件。这适用于 

Software Livelink Discovery Server 的整体及其部分。被授权人 

不得将 Software Livelink Discovery Server 或文件全部或部分用

于生成在技术或功能上与本协议标的系统相应的自有开发系统。 

备份仅应用于存档目的；或。 

(iii) 将 Software Livelink Discovery Server 用于规格所述和本协

议所授权之外 的任何目的。

下列规定仅适用于被称为 MEDLINE®/PUBMED®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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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LM）、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美

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声明其数据是依 据合理标准生成的。除本

声明之外，NLM 不做任何声明与保证，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

的。这包括但不限于，关于 NLM 数据对任何特定目的的适销性

或合适性，而且 NLM 特别否认该等保证和声明。 

(b) 客 户需根据本协议的规定使用 MEDLINE®/PubMed®。使用

源于本协议下授权使用的 NLM 数据的复制、销售或再分发的更

新的 MEDLINE®/PubMed®需符合以下要求： 

(i) 以下要求适用于客户产品/服务/应用不是基于静态数据，而是

基于常规的或不常规 的数据并加入，替换或删除 NLM 提供的 记

录。下述 NLM 要求不限于更新的产品/ 服务/应用是否可用于有

限的人数或很多人，而且也不限于该更新的产品/服务/应 用是否

是限制使用或非限制使用。 

 (ii) 下述每项内容适用于授权使 用的 MEDLINE®/PubMed®数据

的使用。括号中某一条款后的数据库名称的意思是该条款也适用

于数据的使用。 

(iii) 如适用，客户应该： 

  (1) 遵守下述数据显示的要求： 

(A)   如果产品/服务/应用是一款显示 MEDLINE®/PubMed® 引

文数 据 的引文检索系统，并且该产品/服 务/应用不提供 NLM 中 

PubMed 的相应记录的直接电子链接，那么下述每条记录的最小

数据元素集应该被显示。如果产品/服务/ 应用 是 一 款 显 示 

MEDLINE®/PubMed® 引文数 据的引文检索系统，并且该产品/

服 务/应用提供 NLM 中 PubMed®的 相应记录的直接电子链接，

则没 有最小数据元素集的显示要求。 

(B) 如果产品 /服务/应用 从 MEDLINE®/PubMed® 的衍生记录中

检索数据，且在 PubMed®中不提供这些记录的直接电子链 接，

那么至少 NLM PMID(s) 以及这些数据中衍生的引文应该被显示

（这使得用户可以或 者 PubMed®中的记录）。如果产品/ 服

 务 / 应 用 从 MEDLINE®/PubMed® 的衍生记录中检索数据，

且在 PubMed®中提供这些记录的直接电子链接，则不需要显示

任何数据元素。  

(2) 用于替代之前被分发的记录的合并文件 

（如 MEDLINE®/PubMed®年度基线文件）将在 九十（90）天

内向客户开放。客户应清楚知晓， 

其产品 / 服务 / 应用中使用的 NLM  数据是基于 NLM 最后一次

公布使用数据的日期（如 NLM 将 文件放在其服务器上的日期）。

［同时也适用于 Catfile, CatfilePlus, Serfile, CCRIS, 

ChemIDplus® 子 集 , DIRLINE®, HSDB®, GENE-TOX, 

TOXLINE® 子集 ］ 

(3) 根据 NLM 推荐的最佳实践方法，客户需在记录对其可用之后

至少每三十（30）天一次， 将包含新的和/或维护的记录合并到

定期更新的文 件中，并移除已经删除的记录。［同时也适用于 

Catfile, CatfilePlus, Serfile ］。以下可选的推荐最佳实践方法也

被允许：如果，客户认为，客户的产品/服务/应用的适用性并没

有因为频率更少的更新所影响，那么客户可以少于每三十（30）

天 更新一次的频率进行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本条款中的相关

要求仍然适用。如果客户的产品/服务/应用在一个日历年中进行

了更新但不是在 NLM 新的/维护的/删除的记录可用后的三十

（30）天 之内进行的更新，客户应清楚的知晓客户的产品/服务/

应用可能不会反映出 NLM 最新/最精确的生物医学/科学的可用数

据。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客户应清楚的知晓， 其产品 / 服务 / 应

用中使用的 NLM 数据是基于 NLM 最后一次公布使用数据的 日

期（如 NLM 将 文件 放在 其服务器上的日 期）。 

(4) 在 NLM 发布记录之后的三十（30）天内采取合理的步骤报

告摘要文献或缩编文献或部分缩编文 献中的用量 错误 。 建议的 

措辞实例： “PMID1234567 摘要中的已公布的用量错误已经 在

本版记录中得到修正。”“ PMID1234567 的引用文章是由

PMID9876543 中的引用条款缩编（或 部分缩编）的。” 

(5) 在不会导致 NLM 提供的内容错误的情况 下进行更新或任何

增值活动。［同时也适用于 Catfile, CatfilePlus, 和 Serfile, 

CCRIS, ChemIDplus 子集, DIRLINE, HSDB, GENE-TOX, 

TOXLINE 子集 ］ 

(6) 以适当且清晰的方式描述客户增加的新纪录，维护记录的应

用和删除记录的移除的频率。［同时也适用于 Catfile, 

CatfilePlus, Serfile, CCRIS, ChemIDplus 子集 , DIRLINE, 

HSDB, GENE-TOX, TOXLINE 子集 ］  

(7) 采取合理的步骤防止对包含已经被更新 所替代和/或维护版本

的 NLM 数据或从 NLM 数 据库中衍生的产品/服务/应用。［同时

也适用于 CCRIS, ChemIDplus® 子集 , DIRLINE, HSDB, 

GENE-TOX, TOXLINE 子集 ］ 

(8) MEDLINE®/PubMed®最少数据元素集 在 下列所有条件存 

在的情况下, 在 MEDLINE®/PubMed®记录中显示 时，以下元素

为 从客户的产品/服务/应用中显示的最少集合： 

 (A)上述第 b 款适用（即客户的产品/服务/ 应用并不是基于静态

数据） 

(B) 客户的产品 / 服务 / 应 用是显示 MEDLINE®/PubMed® 引 

文数 据的引文检索系 统。 

(C) 显示的数据没 有链接 NLM 上的相关 PubMed 记录的直接链

接。（如果在客户的产品/ 服务/应用中有对 NLM 上的 PubMed 

相关记录的直接链接，下面元素不要求全部显示在客户的产 品/

服务/应用中。） 

 

在“检索状态”栏中划“X”元素必须可供检索 

元素名称 元素意义             检索状态               

AuthorList 作者                    X 

PubDate 发布的日期  

DateRevised 记录最后被修改 

的日期***                     X 

Pagination 分页  

ELocationID  

(如果“分页” 

被显示)   电子 ID 定位 

(DOI 和/或 PII)  

MedlineTA 期刊名称缩写*         X 

ArticleTitle 文章标题**         X 

PMID                  唯一标识***               X 

Volume 期刊卷  

Comments/ 

Corrections 注释、勘误、撤回等 

*可能会被期刊全称（元素名称=Title）替代。 

**文章标题中的没一个单词必须可被直接搜索。 

***可能会被公开的应用屏蔽但是必须在内部可以被

搜索（为质量保证的目的）。 

(c) 如果客户被允许再分发或传播 MEDLINE®/PubMed®中的记

录或衍生数据，所有被再分发或传播的完整或部分的美国国家医

学图书馆（NLM）的记录必须被认定为使从 NLM 数据中衍生的。 

(d) 所有客户应清楚知晓 NLM 为 MEDLINE®/PubMed®的所有

以电子或印刷形式 的产品 / 服务 / 应用 的数据 源 ，包括那些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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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 含：1）仅 NLM 授权的数据；2）与其它数据源 的数据合

并或同时显示的完整或部分的记录，或 3）从 NLM 授权的数据

中衍生的信息/数据。 

推荐的措辞实例： 

“来自于 MEDLINE®/PubMed®，一个美国国家医 学图书馆的数

据库” 

“标题和医学主题词表来自于 MEDLINE®/PubMed®，一个美国

国家医学图书馆的数据库。” 

“蛋白基因关系源自 MEDLINE®/PubMed®，一个美国国家医学

图书馆的数据库。” 

(e) MEDLINE®/PubMed®的复制、销售或再分发必须符合合理

使用指南和版权法。 

(i) NLM 数据是由美国政府部门制作的，包含了不受美国版权法

保护但却可能受其它国家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同时也包含受美国

版权法保护的出版物的摘要。 

(ii) NLM 对于受版权法保护的材料的使用，包括传输、复制、再

分发或商业使用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NLM 不提供关于版权、

合理使 用或其它知识产权方面的任何法律意见。任何试图对受

版权法保护的材料如摘要进行传输或复制的个人均需向其法律顾

问进行咨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