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服务条款
本产品/服务条款适用于贵方通过我方的平台或网站访问的某些产品，或者在贵方的订单、工作说明书或其
他订购文件（统称为“订单”）中以其他方式标识的某些产品，并对适用于我方所有产品的科睿唯安条款加
以补充。如果贵方已订购或正在访问下方未列出的产品，则本产品/服务条款不适用于贵方的订单。“我
方”、“我方的”和“科睿唯安”指订单中所示的科睿唯安实体；“贵方”和“贵方的”指订单中所示的客
户实体。本产品/服务条款中未定义的任何其他术语均具有科睿唯安条款中规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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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s Data Hub
1. 数据集和工具包许可。在条款期限内，我方将授权贵方始终按照科睿唯安条款访问贵方的订单中列出
的数据（“数据集”）。贵方可以使用我方提供的分析工具（每个工具都有一个“工具包”）(i) 对数据
集进行数字或统计分析；(ii) 开发代码以分析和从数据集中提取模式（如工具包中存在此类功能），且仅
可用于贵方内部非商业用途。
2. 限制和局限。用户可以将通过工具包获得的结果和分析的有限摘录作为附带样本分享，或出于其正常
工作过程中创建的报告或其他文件中进行说明或演示之目的分享此类数据。虽然贵方可以使用工具包在
数据集中运行分析查询，但不得从数据集中直接提取任何数据。贵方不得规避对数据集的任何安全保护
措施或以其他方式（包括通过使用工具包）试图访问数据集。工具包中创建的任何模型、算法或其他编
程必须保留在工具包中，并在条款终止时由贵方或我方删除。
3. 贵方的内容。贵方可以将贵方的内容上传至我方提供的托管平台，以便使用我方的数据进行分析，但
此功能仅限于为贵方提供便利之用。托管平台不应用作存储环境，贵方上传的任何内容均由贵方自行承
担风险。贵方声明并保证，上传到平台的内容不会 (a) 与产品无关；(b) 侵犯任何人的版权、商标或其他
专有权利；(c) 含有病毒或任何其他有害成分；或 (d) 引起任何责任或违反任何适用的地方、州、联邦或
国际法律或法规。科睿唯安不承担保护、保障或备份贵方内容的所有责任。贵方必须为我方、我方的关
联公司和第三方提供商进行赔偿和保护，使之免受因贵方上传到我方提供的托管平台上的内容而引起的
与之相关的任何索赔。

Author Connect
1. 许可。如果我方向贵方提供作者信息，贵方只能将此类信息用于订单上明确规定的目的，贵方承认并同意
我方保留对此类信息的所有权利。贵方不得与任何作者交流，或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作者信息，除非贵方
已经独立获得此类作者信息，与我方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贵方对如何处理此类信息负有全部责任。
2. 服务提供商。贵方同意使用指定的服务机构来测试和部署使用该服务设置的营销活动。
3. 赔偿。我方将赔偿贵方，使贵方免受因我方未能确保任何作者同意出于营销目的而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
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第三方索赔。我方因本赔偿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总责任不得超过贵方截至索赔
发生之日的期限内支付的费用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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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D+ 联合体
1. 定义。(a) 贵方的“关联公司”指一家实体且该实体 50%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有表决权股票直接或间接与
贵方受到共同控制。未经我方事先书面批准，在贵方的订单日期之后成为或不再是贵方关联公司的实体不
包括在许可范围之内。(b)“结果”指相关项目中列明的代码、框架、数据集和其他交付物。(c)“项目”指
联合体成员（“成员”）促使取得结果所进行的协作。
2. 结果。(a) 我方将根据项目计划中所列的项目时间表发布结果。发布后，在贵方仍是联合体成员期间，贵
方和贵方关联公司可出于贵方的和贵方关联公司的内部业务目的（包括医药产品和诊断性产品的研发）使
用结果。(b) 现任成员在联合体持续期间享有对结果的排他性权利。联合体终止后，科睿唯安可自由分发结
果数据、或联合体的其他开发成果。(c) 尽管有第 2(b) 条的规定，在排他性期间，我方可出于以下目的使用
结果 (i) 出于向非成员进行演示说明的目的，或 (ii) 出于我方的内部目的自由使用，包括向其他科睿唯安客
户提供服务和交付物，但是科睿唯安不得披露结果。
3. 项目委员会。(a) 每个成员将指定一名科学家进入项目委员会，担任该成员的代表并行使该成员的投票
权。项目委员会将提供项目的总体方向，并向我方或我方聘用的人士分配项目的日常管理责任，尽可能根
据项目计划行事。(b) 在遵守下面第 3(c) 条的前提下，项目委员会将以秘密多数投票的方式运作。在各成员
承担项目相关义务期间，该成员有权在任何决策中进行一次投资。(c) 项目委员会将与科睿唯安协作，定期
创建并采纳工作计划和正式里程碑（“项目计划”）。项目计划可通过有权投票的成员的至少三分之二票
数随时进行变更。
4. 成员身份。(a) 为了加入联合体，各成员必须支付加入费，以便向该成员提供联合体此前开发结果的访问
权限，以及出于您和您关联公司的内部业务目的（包括医药产品和诊断性产品的研发）使用特定计算生物
学算法的永久许可。(b) 进入联合体后，您必须支付成员年费，以保留对结果的访问权限并获得投票权。如
果贵方离开联合体，则只需支付贵方离开联合体期间的未付成员费用，再加上下一年的成员费用，即可重
新激活贵方的成员身份。
5. 期限和终止。(a) 贵方的成员身份将自动续期连续十二 (12) 个月，除非贵方提前至少三十 (30) 天提供书面
通知，表明贵方无意续期。(b) 如果贵方在联合体的成员身份终止，贵方访问和使用结果的权利亦结束，贵
方必须删除贵方或贵方关联公司持有的任何结果，除非贵方购买在贵方终止前所开发结果的永久权利，详
见双方约定的订单。对于贵方已经购买了永久权利的任何结果，贵方可在遵守协议条款的前提下保留此类
结果，除非我方因贵方违约而撤销该许可。(c) 如果我方酌情确定资金不足以维持联合体运营，我方可能会
暂停或终止项目，在此情况下，有效成员可保留在终止前收到的任何结果。
6. 所有权。我方单独、与成员合作或与第三方合作在项目中开发的所有工作产品（包括结果）是我方的独
有专属财产，贵方特此向我方转让贵方可能对工作产品享有的当前及未来的一切权利，并放弃对此类工作
产品的任何精神权利（并且应促使贵方的用户放弃此类权利）。

Citation Connection
1. 许可。贵方访问 Citation Connection 需要获得对 Web of Science 网站的 SCIE（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索引和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索引两者的有效许可。如果贵方未能维持该许可，我方可能会终止贵方的访问。

CMR 计划
1. 专业服务。该计划是一项专业服务。为提供该计划，贵方应按照我方合理要求的时间范围和格式提供准
确完整的信息。贵方的订单中规定了交付物的交付方法和里程碑日期。我方将在里程碑日期后的合理期限
内向贵方提供交付物。如果在线交付，我方将为贵方提供一个网址和登录详细信息，仅供贵方的授权员工
使用。交付物视为在交付时即已被接受。
2. 知识产权。(a) 贵方的数据。贵方拥有贵方的数据，数据的形式为提供给我方时的形式，贵方向我方授予
永久许可，允许我方仅根据贵方订单中所述的计划的要求使用这些数据，包括将数据以匿名方式纳入我方
创建和拥有的数据中。(b) 我方的数据。贵方不得：(i) 将我方的数据用于任何医疗诊断或治疗目的；或 (ii)
使用我方的数据创建任何将被用作证券性质的可交易工具的指数。(c) 我方的使用。除了发布给计划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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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在自首次交付给任何参与者之日起的至少 12 个月内，我方不会发布我方在计划中创建的数据。在该
12 个月后，我方可以自由分发数据。(d) 贵方的使用。在我方向贵方提供数据后的至少 12 个月内，贵方不
得发布或分发我方在计划中创建或提供的数据。在上述 12 个月后，贵方可临时分发对我方数据的有限摘
录，此类有限摘录不具有独立商业价值且无法替代我方、我方的关联公司或第三方提供商提供的任何服务
（或其中的大部分）。贵方也可以将我方数据：i) 分发给对贵方进行调查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如有专门要
求）；及 ii) 分发给代表贵方并向贵方提供建议的人，但前提是他们不是科睿唯安的竞争对手。未经我方事
先书面同意，贵方不得发布我方的数据。(e) 署名。当出于上述目的而合理需要时，贵方可以在贵方的作品
中引用和摘录我方的数据，但贵方必须适当地引用 CMR 并将 CMR 注明为来源。
3. 隐私。贵方不得向我方提供任何包含个人数据的数据。
4. 终止。在以下情况下，贵方可以在期限结束前退出该计划：(i) 如果我方以书面形式同意该计划仍然有效；
及 (ii) 在向我方支付本应在期限结束时支付的所有费用后。

CompuMark
对于所有 CompuMark 产品和服务
1. 许可。如果贵方是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内部业务目的包括贵方为实现自己客户的利益使用我方 CompuMark
产品和服务。除非服务因贵方的违约而终止，否则贵方可以根据协议保留并继续使用在期限内获得的 SAEGIS、
SERION、CompuMark API、TM go365、Naming、TrademarkVision 搜索结果。
2. 费用。我方的交易费用公布于适用于贵方所在司法管辖区的产品指南、费率指南或关税指南中，并可能随
时更改。贵方对贵方和贵方的关联公司、代理人和代表产生的所有费用负责。
3. 产品和服务类别。为方便参考，CompuMark 的产品和服务归类为：(a) 信息服务：通过 SAEGIS、SERION 或
CompuMark API、TM go365、Naming、TrademarkVision 交付的数据/内容；(b) 专业服务：离线搜索（例如，
完整搜索/可用性搜索、监测服务、公司名称搜索、版权搜索和定制解决方案）。
4. 无法律服务。我方不是律师事务所，不提供任何类型的法律建议。贵方负责雇用律师并了解限定单独雇用
律师的条款。贵方必须与贵方选择的法律顾问订立贵方自己的协议。
5. 法律顾问。如果收到请求，则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方会根据贵方的情况为贵方推荐国内或海外司
法管辖区的当地法律顾问。(a) 无背书。我方不对任何顾问的工作成果进行背书或提供保证，而且不对贵方
的法律顾问提供的或与之相关的服务负责。(b) 冲突。我方不是律师事务所，因此不进行与我方客户相关的
利益冲突检查。贵方雇用的顾问可能会进行利益冲突检查。如果出现利益冲突，贵方可能需要咨询相关司法
管辖区的其他顾问。(c) 雇用顾问。通过从我方处订购法律意见书、风险评估、商标备案、域名恢复服务或其
他因其性质而可能需要贵方的法律顾问提供意见的服务，(i) 贵方授权我方与贵方的法律顾问联络并分享相关
机密信息；(ii) 因为维护贵方的律师-委托人特权是贵方的责任，因此由这些服务产生的问题应与贵方的法律
顾问商讨，我方不参与商讨；(iii) 律师-委托人特权的范围不得扩展到我方与贵方的法律顾问之间的沟通；(iv)
法律或监管机构可能会强制要求我方披露可能受贵方的律师-委托人特权保护的信息；及 (v) 从贵方的法律顾
问处获得的服务受对贵方雇用贵方法律顾问加以限定的条款的约束。
6. 管辖法律和司法管辖区。除非订单中另有说明，否则管辖法律/司法管辖区应为英格兰和威尔士。

关于监测服务订购
1. 监测服务订购：除状态监测服务或订单中另有说明外，监测服务订购应在用于订购的发票中进一步说明
的初始期限内继续有效，除非根据协议提前终止。在初始期限结束时，此订购应自动续订 12 个月，除非客
户或 CompuMark 在届时有效的期限结束前至少 30 天，将己方意图书面通知对方以终止监测服务订购。
注：如果年度监测服务订购在每月的第 1-10 天激活，将从该月的第 1 天开始计费。如果年度监测服务订购
自每月的第 11 天起激活，则将从下个月的第 1 天开始计费。
2. 费用变更。除非任何续订期限所收费用已纳入双方签署的书面协议，否则 CompuMark 保留增加续订期限
所收费用的权利，但前提是 CompuMark 在当时有效的期限结束前至少提前四十五 (45) 天将此类费用的增加
（通过发票或信函）通知客户。

对于全球商标信息数据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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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权。我方和全球商标信息数据库 (TMCH) 可以根据 TMCH 服务的要求（说明见 http://www.trademarkclearinghouse.com/），代表贵方使用提交的商标记录和其他支持数据，直到该商标记录失效或以其他方式
终止。
2. 不转让。未经贵方事先书面同意，我方不会将贵方的商标记录转让给其他商标代理人或第三方。
3. 商标所有人。如果贵方不是商标所有人，则贵方必须在向我方提交与该商标所有人相关的任何文件之
前，向我方提供由每个商标所有人签署的《TMCH 服务授权表》。

Converis
1. 许可。贵方可以上传与贵方的教职员工、工作人员和学生以及贵方的附属研究人员相关的内容，但前提是
贵方这样做符合适用法律（包括与保护个人数据相关的法律）。贵方的内容可包括个人数据以及与个人服
务、教学和研究活动相关的信息，并且可从 (i) 贵方的内部系统和存储库；(ii) 我方的专有数据源；或 (iii) 公开
的数据源中提取。贵方的每个用户也可以提交与该用户或授权该用户提交的其他用户相关的内容。
2. 内容上传。贵方必须根据我方不时生效的标准政策、格式和适用规范上传内容。
3. 我方的使用。我方可以使用贵方授权的内容或标记为公开的内容来创建衍生作品和指标，以纳入我方的软
件或其他产品和服务中。
4. 数据导出。贵方负责在有效终止日期之前从我方的托管软件中导出贵方的内容。

Cortellis 供应链网络
1. 服务。Cortellis 供应链网络仅可用于在全球范围内确定并跟踪药物成分、产品或服务的销售和供应合作伙
伴。如果贵方当前持有 Cortellis Generics Intelligence（“CGI”）的许可，则贵方将能够通过 Cortellis 供应链网
络访问来自 CGI 的额外数据。贵方对此类数据的使用仍然受贵方的 CGI 许可的约束。
2. 帐户信息。如要设置贵方的帐户，贵方必须提供某些公司和产品功能，这些功能将由科睿唯安在设置时进
行验证。帐户信息将提供给其他 Cortellis 供应链网络用户，并可能被科睿唯安用于验证或改进我方其他产品
中与贵方相关的信息。贵方负责确保帐户和公司信息始终是最新的、准确的，我方可能会删除我方合理认为
不准确的信息。
3. RFP 数据。如果使用 RFP 工作流程工具来获取或接收报价，贵方承认并同意，如果收集到的数据已经过聚
合，无法识别买方或卖方的身份，则科睿唯安可以出于其合法业务目的收集和使用输入到 RFP 工作流程工具
中的数据。如果贵方不希望数据由科睿唯安收集或聚合，则不得使用 RFP 工作流功能。
4. 电子邮件通信。贵方在 Cortellis 供应链网络中使用电子邮件功能必须遵守《Twilio 可接受的使用政策》，
该政策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s://www.twilio.com/legal/aup，并由 Twilio 不时更新。
5. 免责声明。科睿唯安绝不支持或推广 Cortellis 供应链网络平台上的任何买方或卖方，并且不对该网站上提
供的公司或帐户信息负责，即使这些信息被标记为已验证帐户。科睿唯安提供该平台，但自身并不购买或出
售任何药物成分、产品或服务，也不对它们的质量、安全甚至合法性作出任何保证。在进行任何销售或购买
之前，贵方应该自己进行尽职调查，并与贵方选择的合作伙伴签订适当的法律协议。任何与销售或购买相关
的法律索赔均必须向物品的买方或卖方提出。贵方应为科睿唯安进行赔偿、辩护和保护，使我方免受因与贵
方进行的任何销售、购买或互动相关的任何索赔，或通过平台促成的任何索赔，并应豁免或寻求豁免我方的
任何此类索赔。本条款在协议或适用的数据或信息服务终止或到期后仍然有效。

Cortellis API
1. 标准 API 许可。(a) 服务。使用通过本标准 API 许可下的 API 提供的服务受协议中规定的使用权和限制的
约束。(b)许可。贵方只能使用 API 访问服务以提取、维护、展示和使用数据，或进行特定的数值或统计分
析，从而为贵方公司订单上指定数量的最终用户生成报告，用于内部业务目的。除协议明确许可的之外，
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其他人士披露分析结果。(c)限制。API 许可用户每分钟最多可调用 3,000 次。禁止无
限量下载数据。如与任何第三方共享 API 访问权，贵方必须通知我方并获得我方的批准，该第三方必须直接
与我方订立 API 访问协议。贵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分发、分许可或者以其他方式披露服务或任何衍生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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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部分，除非协议明确允许。如协议期限内最终用户数量增加，贵方应当报告使用情况，并针对剩余期
限接受对该访问权的任何价格评估。(d) 报告。贵方必须向我方报告 API 或基础数据访问用户的数量变化以
及贵方现有 API 许可范围之外的 API 使用量变化。(e) 使用。贵方无权自动下载我方的数据、对其进行文本
挖掘或编制索引。收到用户（直接或间接通过 API 访问数据的个人）数量增加或使用量变化的报告后，应额
外支付费用。许可权有效期至服务期限终止。(f) 第三方应用。贵方仅可以在经授权的第三方平台上使用
Cortellis API。可应要求提供此类授权平台的完整清单，该清单可能会不时变更。(g)终止的效力。除非我方
同意其他条件，否则在终止后，贵方的所有使用权应立即终止，贵方必须返还或销毁所有 Clarivate 财产，
包括我方通过 API 交付的数据，并根据我方的要求，书面确认返还或销毁。“最终用户”是指通过显示器或
报告来浏览数据或基于数据的输出，或将数据用于数值或统计分析或生成报告的任何人士。
2. 高级 API 许可。(a) 许可。使用通过本高级 API 许可下的 API 提供的服务受标准 API 许可中规定的使用权和
限制的约束，但贵方可以下载不受限制的数据量和文本，或者对从通过 API 交付的服务获得的数据元素进行
数据挖掘，用于贵方自身内部业务目的。

Cortellis MetaBase 以及 MiniBase 数据/API 产品
1. 数据库许可。在期限内，贵方可以 (i) 对许可的内容（“数据集”）进行数字或统计分析；(ii) 下载数据集
的部分内容与工具包或分析软件（定义见本条）结合使用；(iii) 开发代码以从数据集中提取模式；及 (iv) 创建
由上述分析方法组成的衍生数据库，仅用于贵方内部非商业用途。“分析软件”是指：(a) 预先批准的第三
方软件或 (ii) 受贵方防火墙保护的所存储的专有或第三方工具，只能由贵方的授权用户访问，不能由任何其
他人访问。
2. 限制。贵方不得分发、再许可或公开自定义数据集的任何部分或任何使用该数据集创建的衍生产品。如果
在订单中指定，贵方只能将数据集和衍生数据库用于指定的项目。贵方将在订单中向我方报告在许可用户、
位置和其他权限范围之外的任何使用变更，而此类变更可能会导致贵方后续使用费用的增加。
3. 所有权。数据集及其衍生产品的所有知识产权均属于我方的财产。对我方数据的所有使用必须包括以下声
明：“其中包含的某些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公司拥有版权的 © [指定的产品名称]（日期）。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科睿唯安公司事先书面同意，贵方不得复制或再分发这些材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4. 访问。贵方的订单应明确规定数据集是由贵方托管还是由科睿唯安托管。如果科睿唯安托管数据集，科睿
唯安将在贵方的订购期限内为贵方提供对数据集的访问权限。如果贵方托管数据集，科睿唯安将在期限内提
供数据集供贵方下载和托管。数据集必须始终受到贵方防火墙的保护，并且只能由贵方的员工访问。如果我
方向贵方提供一个 API，贵方对该 API 的访问也受科睿唯安条款中的 API 许可条款的约束。如与任何第三方共
享 API 访问权，贵方必须通知我方并获得我方的批准，该第三方必须直接与我方订立数据集访问协议。
5. 客户内容。如果科睿唯安托管数据集，贵方可以将有限数量的非科睿唯安数据上传到托管平台（“客户内
容”），但是此功能仅出于贵方方便起见。该产品不应用作存储环境，贵方上传的任何客户内容均由贵方自
行承担风险。科睿唯安可能会定期更新数据集，这可能会导致客户内容被删除。贵方陈述并保证，贵方有权
使用贵方上传的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的任何客户内容。贵方同意，不上传 (a) 与产品无关的任何客户内容；(b)
侵犯任何人的版权、商标或其他专有权利的任何客户内容；(c) 含有个人数据的任何客户内容；(d) 含有病毒
或任何其他有害成分的任何客户内容；(e) 引起任何责任或违反任何适用法律的任何客户内容。科睿唯安不
承担保护、保障或备份客户内容的所有责任。贵方应为我方、我方的关联公司和第三方提供商进行赔偿和保
护，使之免受因贵方上传到平台上的客户内容而引起的任何索赔。本赔偿条款在协议或适用的数据或信息服
务终止或到期后仍然有效。
6. 终止的效力。当贵方的使用权终止时，必须删除数据集和任何已处理的数据，并且贵方必须应我方的要求
证明此类删除。
7. 工具包。贵方的订购可能包括对可用于分析我方数据的分析工具（均称为“工具包”）的访问权限。某些
工具包是使用开源软件创建的。贵方可以根据自由软件基金会发布的《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的条款重新分发开源工具包和/或修改开源工具包，该许可证目前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s://www.r-project.org/COPYING。这些工具包按“原样”分发，以期能够有用，但没有任何保证；甚至没
有对适销性或特定用途适合性的默示保证。详见《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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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Innovation API 及数据馈送
1. 服务。科睿唯安将通过贵方订单中规定的 API 或数据馈送向贵方提供许可数据。数据必须始终受到贵方
防火墙的保护，并且只能由贵方的用户访问。如果我方向贵方提供一个 API，贵方对该 API 的访问也受科睿
唯安条款中的 API 许可条款的约束。如果我方通过数据馈送交付数据，则贵方有责任及时将数据加载到贵方
的数据存储器中并进行维护。如与任何第三方共享访问权，贵方必须通知我方并获得我方的批准，该第三
方必须直接与我方订立许可数据访问协议。如果许可数据包括来自第三方的数据，贵方必须确保贵方拥有
贵方使用数据所需的所有批准。应我方的合理要求，贵方必须展示界面系统。
2. 许可。在贵方订购的许可级别的约束下，贵方用户可出于贵方的内部业务目的：
(a) 查看、使用、下载和打印数据供个人使用；
(b) 进行具体的研究或数字/统计分析，以制作可与其他用户共享的报告；
(c) 在客户软件应用程序内或经批准的第三方软件内的内部存储库中提取、维护和显示数据。此类经批准的
第三方软件的完整列表可应要求提供，并且可能会随时更改；及
(d) 仅出于允许用户搜索内容并显示搜索结果的目的，在客户软件应用程序内部复制、索引和维护数据。
为明确起见，许可权的范围并不扩展至将数据与任何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结合使用或使用数据训练任何
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
3. 数据量。贵方的订单中规定贵方可以通过 API 提取的数据量。除非贵方的订单中另有说明，否则贵方的
许可将包括一 (1) 个 API 密钥。可能需要多个密钥来提高数据吞吐量，以应对会造成冲击的请求或大型用户
群。在任何周期内，一旦超过贵方的订购所允许的记录数量，API 将关闭，并在下一个适用周期开始时自动
重新开放。如果贵方需要更多的记录，贵方可以联系贵方的销售代表购买更多记录。
4. 终止。如果贵方的许可终止或到期，贵方下载的任何数据均必须删除，如果收到要求，贵方必须以书面
形式确认此类删除。
5. 报告。贵方必须在贵方许可的有效期内及此后的 3 年内保留与贵方使用我方数据和 API 相关的充分记录，
包括用户数量、位置和用途。如果贵方的使用范围发生任何变化，则贵方必须通知我方，如果收到合理要
求，贵方必须向我方提供此类记录。我方有权在报告使用范围扩大或变化后向贵方收取额外费用。
6. 署名。数据集及其衍生产品的所有知识产权均属于我方的财产。对我方数据的所有使用必须包括以下声
明：“其中包含的某些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公司拥有版权的 © [指定的产品名称]（日期）。保留所有权
利。”
7. 定义。
API：将贵方接入许可数据的应用程序接口。我方可能会不时更新这些接口。
经批准的第三方软件：经科睿唯安批准的第三方软件应用程序，只能由贵方的用户访问。
客户软件应用程序：贵方拥有（而非许可给贵方）的软件应用程序。
数据馈送：通过回溯和/或更新交付数据。
密钥：通过用户名/密码或令牌的 API 访问权限身份验证。
记录：由 API 返回的完整记录元数据。
用户：在贵方订单中规定的许可项下经授权提取或访问数据的任何人。

Derwent Innovation
如果贵方是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内部业务目的包括贵方为实现贵方客户的利益使用 Derwent Innovation 产
品。

Derwent Research
1. 交付。(a) 客户可通过其专属项目经理申请专利检索，由 Derwent Research 人员通过工作单电子邮件确定
小时数，从订购到执行工作，都会用到该工作单。这些人员还会确认工作单的交付时间期限。(b) 客户将审
查工时预算和专利检索范围，并以书面形式（如通过电子邮件）确认其批准了工作单。(c) Derwent Research
人员随后将执行专利检索工作，并在执行过程中根据需要与客户联系。检索结果将通过电子方式直接发送
给客户，或根据客户的决定，上传至其 Derwent Innovation 帐户。(d) 本项目将采用 Derwent Innovation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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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e) Derwent Research 项目经理每月向客户提交一份报告，报告中应说明截至目前已使用的订购小时
数、当月已使用的小时数、订购期剩余的小时数。
2. 客户的义务。贵方应 (a) 在签订前审阅工作单，并与 Derwent Research 项目经理商讨任何所需的调整；(b)
回复 Derwent Research 分析师对信息的合理请求，根据请求审阅检索参数，并阐明可能改变分析参数的目
标或重点。如未及时回复，则可推迟专利检索工作单的交付时间。
3. 订购小时数。订购小时数将列于订单中。(a) 在订购满 6 个月之日，40% 的订购小时数将过期，不能继续
使用；(b) 在订购满 12 个月之日，100% 的订购小时数将过期，不能继续使用；及 (c) 任一月份内可订购的
小时数最多为 120 小时。
4. 贵方的使用。(a) 客户拥有工作单项下提交的、规定格式的报告的所有权，无论是用于内部还是外部目
的；但我方保留对工作单项下的我方的数据、通用代码、内容、方法、产品、服务、模板和工具（“科睿
唯安财产”）的全部有形或无形所有权。如果报告中包含科睿唯安财产，客户应拥有在对使用报告必要的
范围内使用此类科睿唯安财产的有限、非专属、免许可使用费、已付清的、世界范围内的许可。(b) 客户可
将数据集用于其内部目的，也可偶尔、不定期、临时分发数据集中没有独立商业价值、不能用作科睿唯安
所提供的任何服务（或其大部分）的替代品的有限摘录内容。(c) 客户应注明报告中对外发布的任何表格、
数据、图表、资料或任何其他可视化信息摘录属于科睿唯安所有。
5. 假设。(a) 科睿唯安提供应用程序的专门技术，但不自认为是所分析的技术领域的行业专家。科睿唯安对
于专利性、有效性、支配地位或侵权不提供法律意见。(b) 专利分析师仅使用 Clarivate Derwent Innovation、
ThemeScape® 和 Derwent Data Analyzer 应用程序。(c) 科睿唯安可使用公共信息来协助对不同版本的受让人
姓名进行聚合。(d) 为了交付客户的订购下编制的工作单项目，客户同意并授权科睿唯安人员访问其
Derwent Innovation 帐户。(e) 如果贵方是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内部业务目的包括贵方为实现贵方客户的利益
使用我方的产品和服务。

Decision Resources Group
1. 信息服务。尽管科睿唯安条款中有任何相反的规定，但贵方不得复制、展示或分发通过 DRG 信息服务获
得的数据以支持监管备案、证券登记和备案，或作为诉讼证据，除非获得科睿唯安的书面许可。
2. DRG 软件。贵方的软件许可包括所有更新和升级，但是配置可能需要额外费用，具体取决于双方商定的
范围。不得将软件用于存储或处理任何个人健康信息。如果由我方托管软件，在终止托管后，我方保留从
DRG 软件中删除和销毁贵方的所有内容的权利。
3. DRG 专业服务。(a) 访谈。科睿唯安进行的所有主要研究对贵方和调查对象都是双盲的，即调查对象不知
道贵方是我方的客户，贵方将以聚合的形式收到所有应答，不显示单个调查对象的具体姓名和/或确切头衔/
组织。调查或访谈仅供贵方参考，不用于也不会影响任何调查对象的处方、购买、推荐、转介或决策，也
不会构成向任何调查对象详述、推广或营销贵方或任何其他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我方保留排除任何州的医
疗保健从业者提供的任何调查应答以及为此向其支付酬金的权利，只要我方确定这种排除对于遵守法律要
求而言是必需的。(b) 主要市场研究。贵方和我方同意，贵方支付的任何费用代表服务的公平市场价值，是
双方公平谈判的结果，而不是购买贵方的产品和服务的回扣、诱因或其他报酬。根据本协议支付的任何补
偿或福利不得用于支付由任何联邦、州或地方医疗保健计划支付的任何服务或项目的价值或数量。任何被
FDA 排除、禁止、暂停或宣布不合格的个人或实体不得提供任何服务。

EndNote
1. 许可。贵方只能出于搜索在线参考文献资源、创建和构建个人参考文献库、格式化参考文献以及创建统一
的引用和脚注的目的而使用 EndNote。
2. 隐私。贵方不得将任何含有个人数据的内容上传到 EndNote。
仅对于网站许可：
安装的软件包括在贵方的网站许可有效期内的更新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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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于非通过网站许可访问 EndNote 的用户：贵方可以下载并存储全文文件，供自己在研究和写作中使用。
EndNote 一次只能在一台计算机上使用，但最多可以安装在三台计算机上，另外还有一份副本用于备份或存
档。除非贵方购买了多份用户许可，否则 EndNote 的每个实例只能由同一个最终用户使用。协议应根据宾夕
法尼亚州的内部法律在各方面进行解释和执行，不考虑其法律冲突原则，所有争议应受费城相关法院的专属
管辖。

EndNote Click
1. 定义。“EndNote Click 插件”是指科睿唯安的网络浏览器扩展程序，用户只需点击一下即可访问 PDF
版的科学和学术研究论文。“EndNote Click 网站”是指我方在 www.click.endnote.com 和/或任何其他
EndNote Click 的 URL，以及任何此类网站中的所有内容。
2. 用户义务。贵方将确保贵方和/或贵方的用户对 EndNote Click 网站和/或 EndNote Click 插件的使用不会
与贵方和 (a) 任何内容聚合器、提供商或出版商；(b) 他们可能所属的任何机构；(c) 他们的雇主和/或 (d)
任何其他相关第三方签订的任何条款或协议（包括与登录详细信息的使用和存储相关的条款或协议）相冲
突。
3. 附加条款。我方可能会限制对 EndNote Click 网站或 EndNote Click 插件的最大访问次数和/或访问持续时间。
如果 EndNote Click 网站或 EndNote Click 插件包含指向其他网站的链接，这些链接是为了贵方之便而提供的，
并不表示我方认可相关网站，我方对链接到网站的内容概不负责。贵方通过此类链接使用任何第三方产品、
服务或内容将受到贵方与第三方签订的任何协议或条款，或以其他方式适用（并且独立于贵方与我方签订的
协议）的任何协议或条款约束。

FoundationIP
1.
2.

3.

许可。如果贵方是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科睿唯安条款中载明的“内部业务目的”包括贵方为实现贵方客
户的利益而使用产品。
免责声明。在提供服务时，我们将参考现有（并且我们合理认为可靠）以及区域专利与商标局 (PTO) 和
商业数据库维护的公共数据来源。您确认，PTO 数据的可用性受各 PTO 的访问权限和使用限制，我们应
全权酌情决定向您提供的公共数据来源、商业数据库和数据字段。提取并提供给您的数据的准确性，仅
基于截至提取日期时公共数据来源和商业数据库的正确性。
费用。费用基于您的订单上的文件数量。您可以通过删除某个文件（或其部分）并通过“设置”界面的
“已删除事项”部分清除此类文件，或根据我们另行沟通的方式减少文件的数量。如果您超出订单上的
文件数量，我们可能会按照订单中的规定向您收取超额使用费。“文件”是指基于客户存储在产品中的
单个专利或发明披露文件的计费单位。所有其他文件（例如商标、合同）的发票价格为一份文件的
1/3。例如，一份文件 = 1 份专利文件或 3 份商标文件。

免费试用
如果贵方访问产品，作为免费试用的一部分，则在协议条款的约束下，贵方仅可出于测试和评估目的使用该
产品。试用期结束后，贵方的使用将自动终止。即使协议中有任何相反的规定，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
内，贵方的使用完全由贵方自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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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ed Memotech
1.

2.

实施和培训。 实施服务或培训将在工作说明书（Statement of Work）中规定。数据导入不包括清理数
据中已存在的错误、差异或遗漏。我们提供管理员、数据录入和上线协助培训，包括网络或现场培训。
现场培训需要报销自付费用，例如交通费和人员时间。
软件升级服务。 如果您的订单包含软件升级服务，我们将每年提供一次软件升级服务。我们将提供一份
工作说明书，概述涵盖的工作范围。您同意服务不包括 (i) 加载或配置非科睿唯安软件，包括操作系
统、数据库或脚本语言；(ii) 与任何外部系统或应用程序的集成；(iii) 数据分析或验证、数据清理、数据
库调整、数据库清理、数据库或数据仓库维护，或 (iv) 讲师主导和/或课堂产品培训、书面培训材料、培
训实验室或实验室练习。

InCites
1. 对标和分析。(a) 许可。贵方可以查看并使用自定义数据和数据集进行分析并与研究人员、机构、期刊、国
家和地区对标。贵方的 InCites 许可需要获得对 Web of Science 网站的 SCIE（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索引和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索引两者的有效许可。如果贵方未能维持该有效许可，我方可能会终止贵方的访问。
(b) 摘录。贵方可将对我方数据的有限摘录纳入属于贵方财产的内部文件和系统中，此类有限摘录不具有独
立商业价值且无法替代我方、我方的关联公司或第三方提供商提供的任何服务（或其中的大部分）；但是贵
方不得创建可搜索的数据库。(c) 分发。贵方仅可出于说明或演示之目的将我方数据的有限摘录作为附带样本
向第三方分发，此类有限摘录不具有独立商业价值且无法替代我方、我方的关联公司或第三方提供商提供的
任何服务（或其中的大部分）。(d) 贵方的材料。与贵方的教职员工、学生或附属研究人员创作的材料相关
的文章元数据和指标，以及贵方的人口统计信息，可以 (i) 下载到一个内部系统并在其中维护，只有贵方的教
职员工、学生和附属研究人员可以访问和查看；及 (ii) 纳入属于贵方财产的内部报告中。
2. 我的组织 (My Organization)。(a) 许可。与贵方的教职员工、学生或附属研究人员创作的材料相关的文章
元数据和指标可以 (i) 下载到一个内部系统并在其中维护，只有贵方的教职员工、学生和附属研究人员可以
访问和查看；及 (ii) 纳入属于贵方财产的内部报告中。(b) 内容上传。贵方可以上传与贵方的院系结构以及
贵方实际或可能的教职员工、工作人员和学生、附属研究人员的出版数据相关的内容。贵方的内容可包括
个人数据以及与个人的出版物和研究相关的信息，并且可从 (i) 贵方的内部系统和存储库；(ii) 我方的专有数
据源；或 (iii) 公开的数据源中提取。贵方的每个管理员也可以提交与贵方的实际或可能的教职员工、工作人
员、学生、附属研究人员相关的内容。内容上传必须符合适用法律以及我方不时生效的标准模板、指南、
政策、格式和适用规范。(c) 用户数据的处理。我方可以作为适用数据保护法中定义的数据“处理者”，代
表贵方处理用户数据，目的是在贵方订购的所有服务之间匹配内容以创建衍生产品、指标和报告，而不是
出于其他目的。“用户数据”是指属于贵方的教职员工、工作人员、学生、附属研究人员的个人数据，由
贵方或贵方的管理员根据协议和适用法律提供给我方，包括但不限于个人联系方式，但不包括我方从其他
来源获得的数据，包括个人直接提供给我方的数据。(d) My Organization API 许可。API 是指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在我的组织 (My Organization) 界面内将贵方与文章元数据和指标内的数据连接起来。贵方可以使用
API：i) 在我的组织 (My Organization) 内编辑贵方的研究人员和组织数据；及 ii) 每秒访问多达 10 个请求，以
刷新与贵方的员工和学生（如适用）相关的出版物中的数据字段。
3. 期刊引证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a) 许可。在贵方的正常业务过程中，贵方可以查看、使用、
下载和打印贵方单独开展或作为贵方工作的一部分开展的工作所需的期刊引证报告数据。并且，贵方可以在
贵方的工作文件和报告中包含摘录的期刊引证报告数据的非重要部分，只要此类文件或报告 (i) 是为了贵方组
织的利益（并属于贵方的组织）；及 (ii) 没有独立的商业价值且无法替代我方、我方的关联公司或第三方提
供商提供的任何服务（或其中的大部分）。贵方的 JCR 许可需要获得对 Web of Science 网站的 SCIE（科学引
文索引扩展）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索引和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三者的有效许可。
如果贵方未能维持该有效许可，我方可能会终止贵方的访问。(b) 进一步分发。贵方也可以将期刊引证报告
数据：(i) 在贵方组织内部的授权用户之间分发；(ii) 分发给对贵方进行调查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如有专门要
求）；及 (iii) 分发给代表贵方向贵方提供法律或财务建议的人，但前提是他们不是科睿唯安的竞争对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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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大规模共享/分发期刊引证报告数据或使用下载的期刊引证报告数据创建衍生数据库、产品或指标，除非
本条款允许。(c) 署名。如果贵方引用或摘录了上文中明确允许的期刊引证报告数据，则贵方必须适当地引用
期刊引证报告和/或期刊影响因子并将其注明为科睿唯安产品。例如，“2016 年期刊引证报告（科睿唯安公
司，2017 年）。”仅允许在告知贵方被列入期刊引证报告所需的情况下使用期刊引证报告和期刊影响因子商
标。贵方对期刊引证报告和期刊影响因子商标的使用不得错误地暗示与科睿唯安或其产品或服务有关联、赞
助关系或者得到科睿唯安的许可。
仅对于文献计量学研究人员：我方知道，期刊引证报告、期刊影响因子以及科睿唯安的基础数据可能是文献
计量学研究人员的资源。如果本条款未涵盖贵方的预期用途，请向我方的版权办公室（网址：
https://clarivate.com/legal/copyright/）发送一份书面申请，概述所涉及的具体材料、贵方希望分发的大约份
数以及使用的目的和格式。
仅对于期刊编辑和出版商：如果贵方组织的著作列于期刊引证报告 中，则以下附加权利和准则将适用：
• 请随时使用发送给贵方的期刊引证报告标志（或请联系科睿唯安出版商关系部索取标志，网址：
publisher.relations@clarivate.com），在贵方的网页上显示贵方已被列入期刊引证报告中。
• 请查看推广指南中的推广措辞，以及有关将期刊选入 Web of Science 索引和列入期刊引证报告的流程的说
明。贵方还可以通过新扩展的 Web of Science Author Connect 列表服务将贵方的新期刊影响因子直接传达
给研究人员。

• 本条款适用于期刊引证报告的所有用途，无论贵方的产品包装或订购期刊引证报告的方式为何。

IncoPat-专业版 (incoPat-Pro)
1. 许可。
(a) 根据贵方订阅的许可级别，如果贵方是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内部业务目的包括为了贵方客户的利益
使用 IncoPat 产品。
(b) 授予贵方的有限许可将持续到订单中规定的结束期限。期限届满后，服务器上存储的账户信息和数
据将保留两年。如果贵方在上述期限内续订订单，将继续获得访问贵方原始账户的权限。
2. 数据量。
(a) 适用于 IncoPat-专业版 (incoPat-Pro) 的功能和导出限制列于下方的“功能和使用权”表中，除非贵
方的订单中另有说明。该表可能会不时更新，并通过 IncoPat 产品平台向贵方发出适当的通知。
(b) 对于贵方任何规避相关限制或过度下载等未经授权的行为，科睿唯安将要求贵方停止此类未经授权
的使用或暂停贵方的许可，并要求贵方在 24 小时内向科睿唯安提供不再违反相关规定的书面承诺（通
过传真和/或电子邮件）。如果贵方未能照做，科睿唯安有权就贵方的过度使用向贵方收取额外费用，
或者立即终止贵方的订单，而无需退还相应费用。

IncoPat-专业版 (incoPat-Pro)
功能和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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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批量搜索

搜索和
分析

支持批量上传申请编号、发布编号和优先级编号；支持
使用不同类型的编号混合搜索。

使用权
搜索结果上限为：完全匹配
5,000 项专利/每次搜索；
模糊匹配 2,000 项专利/每次搜
索

语义搜索

输入一段技术描述，获得最相似的目标专利/技术；从搜
索结果中提取主题词，以便用户优化搜索策略。

搜索结果上限为：2,000 项专
利/每次搜索

人工智能 (AI)
搜索

人工智能搜索采用专利 DNA 图谱匹配、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借助人工智能手段识别发明的核心组成部分和相互
关系，进行大规模的准确计算，以支持新颖性搜索、无
效性搜索和清除性搜索。

搜索结果上限为：2,000 项专
利/每次搜索

同组专利合并

支持合并简单同族专利、扩展同组专利和 Inpadoc 同族
专利。

搜索结果上限为：1,000,000
项专利/每次搜索

支持按相同申请编号合并专利，并选择保存填写或授予
文件。

搜索结果上限为：

申请编号合并

1,000,000 项专利/每次搜索
搜索结果上限为：

统计分析

支持自定义的二维统计分析
5,000,000 项专利/每次搜索

聚类分析

3D 专利沙盘

书目数据下载

支持从语义层面进行聚类分析，生成专利地图、分子
图、矩阵图和饼图；并支持自定义聚类分析。

搜索结果上限为：

专利地图支持本地数据统计信息和数据点显示。

10,000 项专利/每次搜索

3D 专利沙盘是专利策略分析的高级工具。

搜索结果上限为：10,000 项专
利/每次搜索

支持下载 EXCEL、WORD、

下载上限为：

PDF 格式的书目数据

10,000 项专利/下载；以及
100,000 项专利/天

PDF 下载

批量下载专利 PDF

下载上限为：1,000 项专利/下
载；3,000 项专利/天

incoFolder

用户可以将专利保存到私人文件夹中，用于专利检查、
分析、评论和索引；IncoFolder 支持用户将专利保存为多
级树形结构。用户可以点击树形结构的节点来检查更新
的专利条件。

下载上限为：50 个文件夹，
专利不超过 300,000 项

incoNavigation

管理员和授权用户可以在线创建数据库，使用多级树形
结构保存专利搜索查询。

下载上限为：10 个数据库

保存和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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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监控指定搜索策略的最低命中率或文件夹中专利的状态
更新（法律状态、专利族、引用和专利权人）；根据用
户选择的字段、格式、监控周期发送电子邮件。

下载上限为：每次下载不超过
100 种监控策略和 500 项专利

Innography
1. 许可限制。产品中将规定“合理数量”的数据作为数值限制。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Data API （知识产权 (IP) 数据 API）
1. 服务。科睿唯安将通过贵方订单中规定的知识产权 (IP) 数据 API 向贵方提供许可数据（“数据集”）。数
据集必须始终受到贵方防火墙的保护，并且只能由贵方的用户访问。知识产权 (IP) 数据 API 受科睿唯安条款
中的 API 许可条款的约束。如与任何第三方共享访问权，贵方必须通知我方并获得我方的批准，该第三方必
须直接与我方订立许可数据集访问协议。如果许可数据集包括来自第三方的数据，贵方必须确保贵方拥有
贵方使用数据所需的所有批准。应我方的合理要求，贵方必须展示界面系统。
2. 许可。在贵方订购的许可级别的约束下，贵方用户可出于贵方的内部业务目的：
(a) 查看、使用、下载和打印数据供个人使用；
(b) 进行具体的研究或数字/统计分析，以制作可与其他用户共享的报告；
(c) 在客户软件应用程序内或经批准的第三方软件内的内部存储库中提取、维护和显示数据。此类经批准的
第三方软件的完整列表可应要求提供，并且可能会随时更改；及
(d) 仅出于允许用户搜索内容并显示搜索结果的目的，在客户软件应用程序内部复制、索引和维护数据。
为明确起见，许可权的范围并不扩展至将数据与任何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结合使用或使用数据训练任何
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
3. 数据量。贵方的订单中规定贵方可以通过 API 提取的数据量。除非贵方的订单中另有说明，否则贵方的
许可将包括一 (1) 个 API 密钥。可能需要多个密钥来提高数据吞吐量，以应对会造成冲击的请求或大型用户
群。在任何周期内，一旦超过贵方的订购所允许的记录数量，API 将关闭，并在下一个适用周期开始时自动
重新开放。如果贵方需要更多的记录，贵方可以联系贵方的销售代表购买更多记录。
4. 终止。如果贵方的许可终止或到期，贵方下载的任何数据均必须删除，如果收到要求，贵方必须以书面
形式确认此类删除。
5. 报告。贵方必须在贵方许可的有效期内及此后的 3 年内保留与贵方使用我方数据和 API 相关的充分记录，
包括用户数量、位置和用途。如果贵方的使用范围发生任何变化，则贵方必须通知我方，如果收到合理要
求，贵方必须向我方提供此类记录。我方有权在报告使用范围扩大或变化后向贵方收取额外费用。
6. 署名。数据集及其衍生产品的所有知识产权均属于我方的财产。对我方数据的所有使用必须包括以下声
明：“其中包含的某些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公司拥有版权的 [指定的产品名称]。© 2021 年科睿唯安版权所
有。保留所有权利。”
7.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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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将贵方接入许可数据的应用程序接口。我方可能会不时更新这些接口。
经批准的第三方软件：经科睿唯安批准的第三方软件应用程序，只能由贵方的用户访问。
客户软件应用程序：贵方拥有（而非许可给贵方）的软件应用程序。
密钥：通过用户名/密码或令牌的 API 访问权限身份验证。
记录：由 API 返回的完整记录或部分记录元数据。
用户：在贵方订单中规定的许可项下经授权提取或访问数据的任何人。

IPfolio
1.

2.
3.

4.

5.

Salesforce 基础设施。IPfolio 基于并利用 Salesforce.com 提供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传达您或科睿
唯安不可修改，但可由 Salesforce 随时进行更改的部分条款和要求。(a) 使用条款。因此，您使用服务
的行为还受第三方条款的约束，其中“SFDC 使用条款”可通过
https://c1.sfdcstatic.com/content/dam/web/en_us/www/documents/legal/Agreements/alliance-agreementsand-terms/Reseller-Pass-Through-Terms.pdf 查阅， SFDC 的可接受使用和外部环境服务政策 (“AUP”)，可
通过 https://www.salesforce.com/company/legal/agreements/# 查阅。此类条款符合 Salesforce.com Inc. 的
利益并可由其执行。(b) 技术要求。为使 Salesforce 解决方案在您的环境中有效工作，您需要满足一些
技术要求，此类要求目前可在此处查阅：https://resources.docs.salesforce.com/214/latest/enus/sfdc/pdf/salesforce_technical_requirements.pdf。
期限。尽管有这些条款，但您必须在续期日期前至少提前九十 (90)天通知您无意续期或对订阅做出的任
何修改（包括减少）。
非 IPfolio 应用程序。 IPfolio 可以与能够和 IPfolio 实现相互操作的第三方技术集成，并且某些功能亦需要
使用此类第三方技术（“非 IPfolio 应用程序”）。您使用此类非 IPfolio 应用程序的许可，仅限于您与提
供商之间。您授予我们允许非 IPfolio 应用程序访问您的内容的权限。对于您使用任何非 IPfolio 应用，我
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我们或 Salesforce.com 认为非 IPfolio 应用程序可能违反 AUP 或适用法律或第三
方权利，经我们通知，您应立即禁用该非 IPfolio 应用程序或修改非 IPfolio 应用程序，以解决潜在违规行
为。如果您未及时解决违规行为，我们可能会全部或部分暂停服务。
数据。在期限内，我们可能会通过 IPfolio 为您提供访问数据的权限，包括来自公开来源（例如，开放专
利服务）的知识产权信息、国家法律规则，以及经您许可并代表您获取的私人信息，包括来自由我们位
于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欧的分包商 Twin Dolphin Software (“TDS”) 处理和补充的 USPTO 私人配对在线服
务。这些数据只能由您的 IPfolio 用户访问和使用，以促进产品的正常使用。您确认，大量 IPfolio 提供的
数据是由第三方提供的，我们对任何此类数据均没有任何控制权或责任。关于私人配对数据，TDS 保留
TDS 所编写数据中的所有知识产权（“TDS 数据”）。就您和 TDS 而言，您确认 TDS 数据是并将继续是
TDS 的唯一专有知识产权，并且您仅获得协议中规定的许可。
数据和内容删除。如果第三方提供商、法院或监管机构要求，或者存在或合理认为可能存在违反第三方
权利或适用法律、规则或法规的行为，我们可能会在接到通知后，要求您立即从 IPfolio 中删除我们的数
据或您的内容。 如果第三方对我们提出或提起任何任何索赔、要求、诉讼或程序，(i) 指控您的任何内容
侵犯或盗用了此类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 (ii) 系因您违反协议或适用法律而引起，您将保护我们免受此
类索赔、要求、诉讼或程序的影响。

IP Maintenance Services （IP 维护服务）
1.
a.
b.
c.
d.

定义。

合同年度指自开始支付日期起每连续十二个月的期限；
续期通知指提供给贵方或贵方指定人员、请求续期的正式书面通知；
权利指我方根据本协议条款进行续期的专利、商标和/或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
服务指南指说明服务不同要素以及规定我们各自义务、截止日期和类似事项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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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

3.

4.
a.

b.

5.
a.

开始支付日期指我方有责任根据本协议条款提供服务的日期，已在下面的第 4 条中予以进一步详细说
明。
服务。在支付相关费用并遵守下面所列出之贵方的责任的前提下，我方将使用商业上合理的技能和谨慎
程度，与第三方进行沟通并向其支付相应金额（如适用，向其提交相关的信息和/或遵照其他例行程
序），以便实施贵方或贵方授权代理人指示我方根据服务指南（“服务”）中所规定的工作程序和流程
而代表贵方所进行的权利续期（“续期”）。
律师事务所。如果贵方为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则贵方可出于贵方客户的利益而使用服务。如果贵方由贵
方的律师事务所或其他第三方引荐人引荐给我方，则我方可以且贵方同意我方可以不时向贵方的律师事
务所/第三方引荐人支付一笔或多笔经济费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费用、佣金、奖金或与此类引荐以
及我方在提供必要服务以使我方能够实施贵方服务过程中从贵方律师事务所或其他第三方引荐人处得到
支持有关的其他款项。这些服务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任务：行政管理任务；贵方律师事务所/第三方引
荐人和我方之间的数据传输、保护和管理；准确案例数据和记录的持续维护；以及为处理与服务相关的
日常问询而提供工作人员和其他资源。当我方与贵方的律师事务所/第三方引荐人或其他代表进行往来
时，他们均以贵方授权代理人的身份行事，我方对其服务不承担任何责任。
开始支付日期。
我方将于贵方订单中所规定的开始支付日期履行服务，除非双方以书面形式另有约定，但前提是 (i) 贵方
遵守贵方的责任；(ii) 如相关，贵方知识产权 (IP) 组合管理软件和我方系统之间的接口已完全加以集成，
且运行正常；(iii) 贵方已针对权利而终止任何其他当前的 IP 维护服务。我方没有责任在开始支付日期之
前提供任何服务。如果在贵方订单上的“合同截止日期”之后向我方提供订单和/或贵方的数据，则我方
可自行酌情调整开始支付日期，并会将修改后的开始支付日期通知贵方。
如果我方在实施完成或开始支付日期之前提供服务，则贵方确认，我方可酌情在标准操作程序之外进行
例外处理，并仅依赖于贵方所提供的指示、信息、数据和文档。贵方确认，开始支付日期之前应付的注
册和续期权利所必要的所有付款均已支付。贵方同意支付因此类操作所导致的任何加急费用（如下定
义），并确保我方免于承担因未在开始支付日期之前进行支付而导致的任何情况的相关责任。
责任。
贵方有责任遵守或敦促贵方授权代理人遵守贵方在本协议、科睿唯安条款和服务指南中所规定的各项义
务。贵方或贵方的授权代理人必须以双方商定的格式提供明晰、及时、完整、最新且准确的指示、信
息、数据和文档，以便我方能够在截止期限范围内履行服务，此类服务可能由相关的第三方（例如专利
和商标办公室）予以执行。我方将仅受以书面形式、通过我方批准的在线系统或电子界面所提供的指
示、信息、数据和文档的约束。我方将依赖于由贵方或贵方授权代理人（包括贵方指示的、向我方提供
服务相关指示、信息、数据和文档的任何律师事务所或第三方引荐人）提供给我方的所有指示、信息、
数据和文档，并且贵方对此类指示、信息、数据和文档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此外，贵方还
对通过贵方而从我方产品和服务中获益的第三方提出的索赔或因此导致的任何损失负责，并就此向我方
提供补偿。

b. 如果贵方未遵守上面第 5a. 条中所规定的任何贵方的责任或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贵方或贵方的授权代理
人错过截止日期；向我方发送不完整、不正确或不明晰的指示、信息、数据或文档；未能向我方提供指
示、信息、数据或文档；或在其他方面未能遵守前一款中的贵方的责任），我方将不对由此可能导致的
任何损失负责，且我方将没有任何义务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来维护、保护或恢复贵方的权利。然而，如果
我方自行酌情采取了任何行动，则贵方将针对可能由此类行动所导致的所有成本和费用对我方进行补
偿。
6.

期限。服务始于开始支付日期，并将持续完全有效，除非任何一方因任何原因以提前 180 天书面通知的
方式将其合法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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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和开票。
我方针对服务开具发票的费用包括很多要素，相关具体详情如下所示：
i. 服务费用。这是针对核心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包括管理所提供的服务而必要的系统、流程和人员
相关费用。服务费用的金额已在订单中予以指明，且基于续期权利的估计数量。
ii. 官方费用。这代表每个司法管辖区相关注册机构将收取的金额，并可能不时发生变更。如适当，
该费用将包括因在截止日期之后支付续期付款或提交续期文档而由相关注册机构收取的金额。
iii. 国家/地区费用。这是针对基础设施、工作人员、流程和第三方（如适当）所收取的费用，以便能
够在特定司法管辖区实施续期。我方维护关于适用国家/地区费用的明细表（可能不时予以更
新），该明细表的最新副本可应要求提供。
iv. 加急费用。任何加急或逾期费用，不论因贵方未能遵守贵方的责任所导致还是因贵方提供给我方
的指示所导致的其他情况。
我方可能在以下情况下增加如下服务费用和加急费用：(i) 每个合同年度增加一次，且金额不超过 5% 或
贵方所位于国家/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或等同标准）（取两者间的较大值）或 (ii) 提前六个月给予贵
方通知。官方费用和国家/地区费用可能不时发生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b. 我方将向贵方开具发票，而贵方将以订单中所指明的货币支付费用。如果我方代表贵方所支付的服务相
关官方费用、国家/地区费用和/或其他费用的币种不同于订单中所指定的币种，则此类金额将使用我方
科睿唯安的货币汇率进行兑换（“资金管理费用”）。资金管理费用涵盖管理全球交易的成本，包括续
期的经济款项、货币波动风险和外部的银行费用。
c. 我方将在每个续期通知中提供预估的应付总费用；但这只是一个估计，贵方将要承担可能产生的任何额
外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费用的变更：官方费用、国家/地区费用、其他服务费用、资金管理费
用或其他加急费用，或者与我方在任何续期到期日期之前四十 (40) 天内所收到指示、信息、数据或文档
相关的其他金额。发票完全到期应付且不可退款。如果我方自行酌情选择调整发票或以其他方式提供退
款，则我方保留收取或留存能够反映处理此类事项之时间、成本和费用的金额的权利。
d. 返利。对我方的费用和商业业务模型进行计算，以反映我方通过提供服务而可能从第三方处收到的任何
返利、折扣或佣金（“返利”）。贵方对于我方可能收到的返利不享有任何权利或权利主张。
e. 如果贵方订单要求预付任何费用，则我方将仅有义务在以下情况下履行服务：我方在相关续期通知所规
定的首个续期日期之前至少十 (10) 个工作日，在科睿唯安的形式发票中所指明的银行账户中已收到这些
费用的全部清算资金。
f. 我方将竭力协调贵方所需供应商开票系统，但前提是贵方已以书面形式向我方提供所有要求，包括任何
变更。此外，贵方还必须提供此类供应商开票系统所必需的所有信息，以处理发票相关事宜，并遵照适
用服务指南中所指明的其他事项，包括提供事项编号和联系信息。与我方访问供应商开票系统相关的任
何额外成本将一并向贵方开具发票。即便我方无法进行使用，或者发票无法通过贵方的供应商开票系统
予以处理，贵方仍有责任支付发票费用。
8. 责任。
a. 在我方提供数据验证服务的范围内，验证应仅在第三方数据源正确且仅截至提取日期的范围内保持准
确，对于因我方依赖于第三方数据源而导致的任何错误或遗漏，我方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b. 我方不是律师事务所，我方的服务不属于法律建议。
c. 我方不对我方控制范围之外的第三方履约或合规情况负责，包括但不限于 (i) 贵方的 IP 组合管理软件和
第三方 IP 管理系统（即便在可与我方服务进行整合的情况下），(ii) 贵方的授权代理人或贵方可能已要
求的任何首选申请代理人，(iii) 负责实施/注册贵方权利续期的任何官方注册人员或注册机构的延迟、错
误或遗漏，或 (iv) 本协议范围之外的任何义务。贵方不得转让或让与因服务所引发的任何权利主张，而
不论此类权利主张是因合同、侵权行为还是其他方面而导致。
7.
a.

科睿唯安公司 | 产品/服务条款 页码 16

最低年费。贵方承诺支付订单中所指定的每个合同年度中开具发票的最低合计服务费用。如果每个合同
年度开具发票的实际服务费用不足最低年费，则针对开具发票的实际服务费用和最低年费之间的差额而
向贵方开具发票，同时贵方将同意支付此类差额费用。
10. 适用法律。除非贵方订单中另有规定，否则如果贵方的邮寄地址位于北美洲或南美洲，则适用法律为弗
吉尼亚联邦（美国）的法律，适用管辖法院为弗吉尼亚州法院；如果贵方的邮寄地址位于北美洲或南美
洲范围之外，则适用法律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适用管辖法院为英国法院。
9.

IP Payment Services（IP 支付服务）
1. 定义。
1.1. “IP 支付”指支付官方费用以维护专利或商标的 IP 权利。
1.2. “IP 规则”指针对个人的一组规则（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定要求、费用、计算和文档要求）以及所
选司法管辖区内与设计、专利和商标相关的权利（由我方进行汇编）。
1.3. “开始日期”指贵方将开始指示我方进行 IP 支付的日期。
2. 许可。如果贵方是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内部业务目的包括为实现贵方客户的利益使用我方的服务。
3. 服务。在支付相关费用并遵守下面所列出之贵方的责任的前提下，我方将使用商业上合理的技能和谨
慎程度，执行贵方或贵方授权代理人指示我方的、代表贵方所进行的 IP 支付。
4. 责任。各方同意根据以下网址所提供的服务文档进行操作：
https://ipmanagementsolution.com/dashboard/documents。如果贵方 (i) 错过截止日期，(ii) 向我方发送不完
整或不明晰的指示，或 (iii) 在其他方面未能遵守适用的服务文档，我方将不对由此可能导致的任何损失负
责，且我方将没有任何义务需要采取任何步骤来维护、保护或恢复贵方的权利。 然而，如果我方自行酌
情采取了任何此类步骤，则贵方将针对可能由此类行动所导致的任何及所有成本对我方进行补偿，包括但
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用和开支。
5. 开始日期。开始日期必须在贵方订单所示的时间范围内。如果贵方未在贵方订单所示的时间范围内指
示付款，则开始日期将自动为此类时间范围的最后一天。
6. 年度承诺额。贵方承诺的最低年度 IP 支付金额，贵方将指示我方自开始日期起支付此类费用。年度承
诺额将在贵方的订单上列明。如果未满足年度承诺额，则贵方将支付服务费用，以补足年度承诺额以及
（自开始日期起直至初始期限结束或当时所处续期的时间范围内）实际指示的 IP 支付之间的差额。此外，
如果贵方在之前的十二 (12) 个月内未要求任何 IP 支付，则我方可在提前三十 (30) 天通知的情况下进行终
止。
7. 期限。期限自签署订单时开始，并自开始日期起持续额外三 (3) 年的时间（“初始期限”）。之后，
在任一方以合法方式终止之前，期限应自动续期连续十二 (12) 个月的期限。初始期限之后，任一方均可至
少提前九十 (90) 天以书面形式向另一方发出通知，以便终止贵方订单。此类终止将在 90 天通知到期后的
随后季度的最后一天生效。
8. 提前终止。除非贵方因我方违约而终止，否则初始期限结束之前的终止将被视为贵方违约，贵方仍需
负责支付贵方订单上所指明的、初始期限内年度承诺额到期应付的所有服务费用，并将针对此服务费用向
贵方开具发票。
9. 费用和开票。
9.1. 我方针对服务开具发票的费用包括很多要素，相关具体详情如下所示：
9.1.1. 服务费用。这是针对核心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包括管理所提供的服务而必要的系统、流程和人员
相关费用。服务费用的金额已在订单中予以指明，且基于续期权利的估计数量。
9.1.2. 官方费用。这代表每个司法管辖区相关注册机构将收取的金额，并可能不时发生变更。如适当，
该费用将包括因在截止日期之后支付续期付款或提交续期文档而由相关注册机构收取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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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国家/地区费用。这是针对基础设施、工作人员、流程和第三方（如适当）所收取的费用，以便能

够在特定司法管辖区实施续期。我方维护关于适用国家/地区费用的明细表（可能不时予以更
新），该明细表的最新副本可应要求提供。
9.1.4. 加急费用。任何加急或逾期费用，不论因贵方未能遵守贵方的责任所导致还是因贵方提供给我方
的指示所导致的其他情况。
我方可能在以下情况下增加如下服务费用和加急费用：(i) 每个合同年度增加一次，且金额不超过 5% 或
贵方所位于国家/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或等同标准）（取两者间的较大值）或 (ii) 提前六个月给予贵
方通知。官方费用和国家/地区费用可能不时发生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9.2. 我方将向贵方开具发票，而贵方将以订单中所指明的货币支付费用。如果我方代表贵方所支付的服务
相关官方费用、国家/地区费用和/或其他费用的币种不同于订单中所指定的币种，则此类金额将使用我
方科睿唯安的货币汇率进行兑换（“资金管理费用”）。资金管理费用涵盖管理全球交易的成本，包
括续期的经济款项、货币波动风险和外部的银行费用。
9.3. 我方将在每个续期通知中提供预估的应付总费用；但这只是一个估计，贵方将要承担可能产生的任何
额外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费用的变更：官方费用、国家/地区费用、其他服务费用、资金管
理费用或其他加急费用，或者与我方在任何续期到期日期之前四十 (40) 天内所收到指示、信息、数据
或文档相关的其他金额。发票完全到期应付且不可退款。如果我方自行酌情选择调整发票或以其他方
式提供退款，则我方保留收取或留存能够反映处理此类事项之时间、成本和费用的金额的权利。
9.4. 返利。对我方的费用和商业业务模型进行计算，以反映我方通过提供服务而可能从第三方处收到的任
何返利、折扣或佣金（“返利”）。贵方对于我方可能收到的返利不享有任何权利或权利主张。
9.5. 如果贵方订单要求预付任何费用，则我方将仅有义务在以下情况下履行服务：我方在相关续期通知所
规定的首个续期日期之前至少十 (10) 个工作日，在科睿唯安的形式发票中所指明的银行账户中已收到
这些费用的全部清算资金。
9.6. 我方将竭力协调贵方所需供应商开票系统，但前提是贵方已以书面形式向我方提供所有要求，包括任
何变更。此外，贵方还必须提供此类供应商开票系统所必需的所有信息，以处理发票相关事宜，并遵
照适用服务指南中所指明的其他事项，包括提供事项编号和联系信息。与我方访问供应商开票系统相
关的任何额外成本将一并向贵方开具发票。即便我方无法进行使用，或者发票无法通过贵方的供应商
开票系统予以处理，贵方仍有责任支付发票费用。
10. 商标保证定金。贵方将根据贵方订单上所示的计费周期，一次性汇款相当于年度承诺额一定百分比的
保证定金，以用作商标相关费用支付。该定金将在首次公布决策清单时开具发票，并应贷记至贵方的账
户，因为此项费用不适用于将来的发票。终止生效日期之后的六 (6) 个月将退还定金，并扣除所发生的任
何额外费用。
11. 错误。我方可能依赖于贵方提供给我方的内容的准确性，对于因贵方所提供内容所引发的错误或延
迟，我方将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我方有责任且错误可予以纠正的所有此类情况下，贵方可获得的唯一救
济是，在不会给贵方造成任何费用的前提下纠正我方的错误。
12. IP 规则。虽然在确定提供服务所使用的 IP 规则时，我方采用了商业上合理的努力和可靠的来源，但对于
法律法规、文件要求或用于任何文件的表格的准确性、完整性及解释，我方不提供任何保证。我方不是律
师事务所，我方的服务不得被视为法律建议。
13. 代理。贵方同意在履行服务的过程中使用当地代理，无论该代理在提供此类服务的正常过程中位于哪
里，或是当地司法管辖权所规定的地点如何。代理将不被视为本协议项下的分包商。

Knowledge Processing Partners （知识处理合作伙伴）
1. Knowledge Processing（知识处理）。(a) 许可。根据订单规定，贵方可以下载、检索和摘录我方的数据，
以创造并通过授权渠道向您的客户提供供其内部使用的工作成果。。(b) 归属。每一个工作产品均必须包含
以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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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包含的某些数据来源于© Clarivate Analytics [具体产品名称]
（日期）。全部权利均予保留。未经<<客户>>明确允许，该等材料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
方式（包括电子、机械、拍摄、电磁或其他方式）被复制、在检索系统中存储或被传输”(c) 处理工具。除非
我方以书面形式明确允许，否则在创建工作产品时，贵方只能利用源自我方或由我方提供的服务和其他工具
以及分析方法来处理我方的数据，且不得通过任何私有的或第三方工具、分析方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处理。
为清楚起见，本条款并不限制贵方使用标准生产工具（如文字处理或电子表格工具）。(d) 有限使用。仅在
已处理数据构成工作成果的基础且被纳入工作成果时，贵方可以生成和使用已处理数据。贵方不得单独提
供、出售、许可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我方的数据或已处理的数据，或为协议未明确规定的任何目的或以协议未
明确规定的任何方式复制、出售、许可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或使用我方的数据或已处理的数据。(e)变更。如果
工作成果的性质或授权渠道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工作成果或授权渠道与其他服务或产品合并、结合或关联，
贵方必须至少 提前 90 天书面通知我们，并获取我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以使用与修改后的工作成果或授权渠道
相关的我方数据。我方可以终止协议或禁止贵方通过修改后的工作成果或授权渠道使用我方的数据，在上述
情况下，我方将按比例退换任何未使用的预付款费用。(f) 期限。除订单另有明确规定外，本许可在 12 个月
后自动到期，并且仅能够通过订立与数据相关的新订单的方式续期。
2. 费用。(a) 增加。如果超出订单中规定的任何搜索或导出上限，贵方有责任在每个合同年度结束时支付任
何适用的额外费用。(b) 通知。如果贵方超出合同规定的使用上限，我方将在每个期限结束时通过电子邮件
通知贵方，在通知中指明超限使用的金额和适用的费用。(c) 使用情况报告。我方将向贵方发送季度使用报
告，以帮助贵方跟踪贵方的使用情况。如果贵方在期限内的任何时候希望升级贵方的许可以避免超限使用的
费用，请联系贵方的科睿唯安客户经理。
3. 专有权利和义务。(a) 所有权。工作产品和授权渠道（基础数据和信息服务除外）的全部权利、权益和利
益，包括全部知识产权，均归贵方所有，并且是贵方的财产，除协议中明确规定的权利外，我方不会获得其
中的任何权利。(b) 非排他性。我方可以从事与工作成果或授权渠道类似的服务或产品的研究、开发、生
产、营销、许可和/或销售，其可能与工作产品或授权渠道构成竞争并展现相同或类似的功能。只要我方在
从事此类活动时未使用贵方的保密信息，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阻止我方独立从事此类活动。贵方不可对我方
提出基于任何工作成果、授权渠道或其任何部件的任何权利请求，以试图阻止我方独立创造相似或相同的工
作成果或授权渠道。如果贵方坚持主张上述索赔或以其他方式试图阻止我方独立创造类似或相同的工作成果
或授权渠道，在我方在普通法或衡平法上可获得的所有其他权利和救济以外，我方可以立即终止协议。(c) 声
明和保证。贵方应声明并保证：(i) 工作成果和授权渠道（采用我方交付给贵方的格式和方式的基础数据除
外）及其任何使用；及 (ii) 贵方对我方数据的修改或处理，不会侵犯或违反任何适用的法律或知识产权。(d)
赔偿。贵方必须为我方、我方的关联公司和第三方提供商进行辩护、赔偿和保护，使之免受因贵方的已处理
数据、工作成果、授权渠道、对我方数据的修改或处理或贵方的业务而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索赔。(e)效
力。本条款在协议或适用的数据或信息服务终止或到期后继续有效。

Law Update Service（法律更新服务）
1. 服务。如果您的订单表表明您已购买了法律更新服务（“法律更新”），我们将根据以下司法管辖区提供
下文所述法律方面或规则的更新。法律更新需要获得科睿唯安提供的 IP 管理软件的有效许可。对于
FoundationIP 和 Ipendo 软件，我们将在您的软件中自动应用法律更新发布设置，并且您必须确保我们提供的
更新被正确地集成到您自己的设置中。对于所有其他软件，您有责任在您的软件中部署更新，除非您还购买
了托管服务(Manag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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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涵盖的数据。 我们应根据下表所列知识产权类型和司法管辖区提供法律更新，以计算与起诉和维护知识产
权相关的特定日期。我们还将不时努力加强法律更新，且可能改变可用的范围和司法管辖区。除非另有说
明，否则法律更新涵盖专利、商标、设计和实用新型。规则和司法管辖区规定如下：
规则或法律方面

涵盖的司法管辖区*

优先级截止日期

巴黎公约司法管辖区

提交优先级文件的截止日期

核心司法管辖区

主要起诉截止日期和行动，包括手续截止日期、审查请求截止日期、官方行动
截止日期和使用要求（商标申请）
反对截止日期

核心司法管辖区

续期付款截止日期
续期付款的宽限期
名义工作要求（如适用）
使用证明要求（商标）

核心和其他司法管辖区
核心和其他司法管辖区
核心和其他司法管辖区
核心和其他司法管辖区

成员国

核心司法管辖区

核心司法管辖区

* “核心司法管辖区”是指： 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利坚合众国、欧盟（仅商标
和设计）、欧洲专利局（仅专利申请）、马德里协议和协定（仅国际商标）、专利合作条约（仅国际专利申
请）。“其他司法管辖区”是指：我们已知悉特定知识产权类型的法律设置的国家/地区和其他知识产权司
法管辖区，此类国家/地区和司法管辖区我们可能会不时通知您。
3. 托管服务(Managed Services)。 如果您的订单表表明您已购买了托管服务，我们将提供咨询服务，以导入和
配置法律更新设置，包括规则计算、工作流程和相关表格的创建和配置（“托管法律更新”）。如果客户 IP
法律设置过期超过一年，则可能需要支付额外的一次性费用。在初始交付托管法律更新之前，我们将映射您
的软件配置和环境。由于软件配置和环境重大变更，额外映射和相关咨询服务将产生额外费用。托管法律更
新不包括对自定义配置（客户创建的工作流程、规则计算、信件、状况提醒等）的支持，我们保留收取此类
额外服务费用的权利。
您必须在交付后五 (5) 个工作日内指定一名代表与我们合作，审核和批准每次托管法律更新。如果我们双方
同意在现场提供托管法律更新是适当的，我们将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更新，而您应补偿我们所有的
生活费、差旅费和住宿费。
4. 免责声明。虽然我们在提供法律更新时采用了商业上合理的努力和可靠的来源，但我们不对法律法规、文
件要求或用于任何文件的表格的准确性、完整性及解释，提供任何保证。我们不是律师事务所，法律更新不
应视为法律建议。

MarkMonitor
MarkMonitor 产品条款适用于本如下规定的 MarkMonitor 专业服务。

MarkMonitor 域名服务
1. 注册和使用信息。我方可以在我方的业务中使用贵方的注册信息，并可以将该信息公开或直接提供给第三
方，以供检查或用于适用法律要求或允许的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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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数据。贵方同意不为域名注册之目的向我方提供个人数据，除非域名注册局明确要求（例如，提供公司
电子邮件地址而不是个人电子邮件地址。）如果我方收集任何个人数据，我方将告知贵方：(i) 为什么要收集这
些信息；(ii) 信息的预期接收人；(iii) 哪些信息是必需的，哪些是自愿的；及 (iv) 贵方如何访问或纠正所持有的
关于贵方的任何个人数据。如要了解有关我方如何使用注册人数据的更多信息，贵方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我方
的隐私声明：https://clarivate.com/privacy-center/。贵方同意，贵方提供的注册人数据将在公开数据库（如
WHOIS）中共享。
3. 费用。(a) 变化。我方可随时通过提前通知贵方来更改费用，以反映适用的注册局成本的变化。
(b) 退款。贵方不会因为任何 (i) 欺诈性或恶意的注册；(ii) 通过 ICANN 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解决域名争议或因第三方采取的法律行动而导致的损失；或 (iii) 注册局
的撤销决定而获得费用抵免或退款。
(c) 不支付。您应当在发票日期后 30 天内向我们支付费用和其他合理开支以及任何适用的税费，且不得进行任
何扣除，除非您的订单另有规定。如果贵方在收到我方的不支付通知后 30 天内不支付我方无可争议的收费及
相关费用和开支，则每个受影响的域名注册和所有相关法律权利均将转让给我方。
4. 强制性变更。我方可以 (i) 根据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条例或政策，或在收到任何监管机构或政府机构的
指示的情况下；(ii) 为了纠正我方或注册局执行机构的注册错误；(iii) 为了解决或避免与注册的域名相关的争
议；或 (iv) 在贵方在收到我方书面通知后 30 天内没有纠正贵方对协议的重大违约的情况下，暂停、注销、撤
销、转让、修改或披露注册。
5. 客户保证。贵方陈述并保证：(i) 贵方将及时提供我方为执行服务而合理要求的信息；(ii) 贵方提供给我方的
所有信息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新的、完整的和准确的；(iii) 遵循贵方的指示不会侵犯或违反任何第三方的权利；
(iv) 当要求转让域名时，贵方或者拥有该域名，或者得到域名所有者对该转让的同意；(v) 贵方有适当的权限令
贵方代表其使用服务的任何第三方受协议的所有条款和条件以及 ICANN 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的约束，并已得到他们对所有这些条款和条件的明确同意；及 (vi) 贵方
将始终遵守域名注册局执行机构的适用规则和条例。
6. 客户赔偿。贵方必须为我方、我方的关联公司和第三方提供商以及我方各自的子公司、关联公司、继承人、
受让人、被许可方、董事、高管、员工和代理人进行辩护、赔偿和保护，使之免受因所提供的域名服务（包括
但不限于注册、转让、本地品牌创建、域名掩盖、域名锁定和超级锁定服务、信息数据库服务和/或贵方或代
表贵方对每个域名的使用）而产生的第三方索赔。本条款在协议或适用的数据或信息服务终止或到期后仍然有
效。
7. 免责声明。(a) 第三方。我方对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或第三方注册服务商的作为或不作为或者他们提供的任何
其他服务不承担任何责任。
(b) 不保证。我方不保证贵方能够注册、转让或续订任何特定的域名。
(c) 所有权。我方可以在不要求所有权证明的情况下处理转让申请，并且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d) 终止。服务终止后，我方不对贵方的域名负责。
(e)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注册局执行机构对贵方的域名注册不承担任何责任。
8. 争议。(a) 争议政策。贵方受 ICANN 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http://www.icann.org/dndr/udrp/policy.htm)（不时修订）以及任何注册局可能随时采用的任何域名争议
解决政策的约束。
(b) 司法管辖权。对于因使用贵方在我方处注册的域名而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该争议可提交给 (i) 贵方住
所地的法院；或 (ii) 我方所在的任何司法管辖区（目前是爱达荷州博伊西市和英国伦敦）。
9. ICANN 和注册局要求。贵方申请域名服务即表示贵方是域名注册人，并遵守适用于所有域名注册人的可不时
更新的 ICANN 和注册局相关要求。如需具体要求的清单，请访问：https://markmonitor.com/legal/domainmanagement-terms-and-conditions。根据 ICANN 注册服务商委任协议 (Registrar Accreditation Agreement, RAA)，
我方须将 RAA 的某些条款及第 3.7.7 条传达给贵方（当前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approved-with-specs-2013-09-17-en）。如果注册局或 ICANN 的规定与协
议有任何冲突，应以此类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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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级 DNS 服务。MarkMonitor 通过第三方提供商（“提供商”）向其客户提供高级 DNS（“PDNS”）服
务，DNS 名称服务器基础设施的指定部分据此对 DNS 查询作出回应。我们保留在提前三十(30)天向您发出书面
通知后的任何时间，以另一第三方供应商替换当前供应商的权利，我们确定该第三方供应商具有大致相同的提
供 PDNS 服务的能力。
(a) 使用条款。PDNS 服务仅可用于贵方的内部业务目的，除了贵方的授权员工、代理人或代表之外，贵方不得
转售或以其他方式允许其他任何人获得服务，因为贵方应全权负责确保此类服务的使用符合上述要求。贵方和
贵方的最终用户同意，不将 PDNS 服务用于以下任何不被允许的目的：(a) 以任何适用法律禁止的方式使用
PDNS 服务；(b) 以侵犯任何第三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的方式使用 PDNS 服务；(c) 为任何侵犯、侵
权、诽谤或非法目的使用 PDNS 服务；或 (d) 以经提供商合理判断会直接或间接对提供商的系统或网络产生负
面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导致提供商网络中的服务器过载或部分提供商网络阻塞）的方式使用 PDNS 服务。
(b) 数据。贵方陈述，贵方将有权使用贵方上传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提供商或 MarkMonitor 的与服务相关的任
何数据，并且贵方提供的所有信息和数据均将准确无误且及时更新。贵方将保留所有此类数据的所有权，但允
许提供商将此类数据用于提供 PDNS 服务所需的任何目的。贵方同意，提供商可以出于任何原因使用贵方的流
量数据，只要此类数据是聚合形式且无法识别出贵方的身份。
(c) 免责声明。PDNS 服务是由提供商按“原样”并按“可用”原则提供的，无论是提供商还是 MARKMONITOR
（或他们的员工或关联公司）都没有对 PDNS 服务或使用 PDNS 服务获得的结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法定或
其他形式的保证或陈述，包括对服务安全、不间断或无错误的任何保证或担保。即使贵方与 MARKMONITOR 的
协议中有任何相反的规定，但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贵方对提供商未能正确履行服务的唯一和排他性救济
将是下述服务积分。
(d) PDNS 服务。在贵方的服务期内，提供商有义务提供对由提供商控制或部署的与贵方的 PDNS 服务相关的域
名服务器基础设施（“域名服务器基础设施”）的访问权限。域名服务器基础设施不包括提供商提供的与
PDNS 服务相关的任何应用协议接口、区域传输机制、更新系统和其他客户可访问的数据访问或操作方法（统
称为“外围基础设施”）。贵方承认并同意：在贵方和提供商之间，PDNS 服务是提供商的财产；并且，提供
商在提供和运营 PDNS 服务时使用、开发或得出的域名服务器、软件和所有数据（不包括贵方或贵方的最终用
户通过 PDNS 服务提供的数据）以及技术诀窍由提供商独家拥有，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受版权和其他适用的知识
产权法的保护，贵方不主张其中的所有权权益。协议中的任何内容均未授予贵方对 PDNS 服务的任何权利，并
且贵方同意，不以任何方式修改、改编、更改、复制、逆向工程（除非适用法律允许）或拆分 PDNS 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其中包含的任何软件或数据。提供商可自行决定全部或部分更改或停止 PDNS 服务，包括更改价
格。贵方在更改后继续使用 PDNS 服务将被视为贵方接受了更改。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贵方始终有权通过至
少提前三十 (30) 天发出书面通知，以任何理由终止 PDNS 服务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提供商受保密义务的约束，
从而以符合协议中现有保密义务的方式保护贵方的机密信息。
(e) 服务抵扣。如果提供商在超出下文定义的中断期的时期内未能提供服务（“中断”），则将导致向贵方发
放积分（“服务抵扣”），这将是贵方对任何此类中断的唯一和排他性救济。任何服务抵扣将适用于发放抵扣
后的一个月，或者，在贵方的服务终止的情况下，将适用于贵方的服务期延长的一段额外的时期，此时服务积
分相当于该额外时期的服务费。如果贵方索赔服务抵扣，则贵方必须在发生中断后尽快通过电子邮件（电子邮
件地址：customer.service@markmonitor.com）提出索赔，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中断后三 (3) 天，并且必须
附有相关详细说明和证明文件。中断后超过三 (3) 天提出的索赔将没有资格获得服务抵扣。
为了确定服务积分是否适用，以下情况构成“中断”：
如果提供商根据其合理的商业判断，确定服务中断事件在一个日历月内持续超过一 (1) 分钟，但少于连
续四 (4) 个小时，我方将应贵方的要求，将该月按比例收取的一 (1) 天的服务费计入贵方的账户。
如果供应商根据其合理的商业判断，确定服务中断事件在任何日历月内持续连续四 (4) 个小时或以上，
我方将应贵方的要求，将该月按比例收取的一周的服务费计入贵方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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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确定任何中断时，将不考虑因以下情况（“例外情况”）导致的 PDNS 服务的任何错误、延迟、停用
或不可用：(i) 提供商或 MarkMonitor 根据协议暂停或终止 PDNS 服务；(ii) 贵方或第三方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iii) 未能遵守适用于 PDNS 服务的任何使用限制；(iv) 贵方或贵方的授权用户提供或设置的任何不准确或不充分
的信息或配置；(v) 未能使用所有四 (4) 个由提供商提供的 DNS 域名服务器主机名；(vi) 对 PDNS 服务的任何滥
用；(vii) 贵方或第三方的设备、应用程序编程、软件、系统或网络的任何错误、延迟、停用或不可用；(viii) 域
名服务器基础设施或外围基础设施之外的任何网络不可用；(ix) 第三方对贵方、MarkMonitor、他们各自的代理
人或提供商的恶意行为；(x) 提供商的任何计划维护或紧急维护；(xi) 恐怖主义行为、网络恐怖主义或天灾，或
任何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或 (xii) 提供商合理控制范围之外的任何其他事件。
(f) 费用。PDNS 服务的不可退款服务费将根据贵方的实际使用情况每月向贵方开具发票，费率为每月每百万次
查询二十五美元（25.00 美元），查询次数四舍五入至百万位。费用将根据相应货币进行调整。区域或记录不
收取额外的费用，两者对于贵方来说均是无限量的。MarkMonitor 提供的附加服务可应贵方的要求提供，并收
取额外的适用月费。所有费用均需缴纳适用的预扣税和其他适用的税款和关税（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和其他类
似的销售税），但对我方征收的所得税除外。
(g) 中止。如果提供商根据其唯一合理判断确定已经或可能发生违反贵方在本协议项下义务；或违反第三方
权利或适用法律、规则或法规的行为，则提供商有权立即暂停 PDNS 服务而无需通知贵方或向贵方承担任何
责任。此类中止将一直有效，直到贵方纠正中止的原因为止。中止期间仍需全额支付应付的费用。

Metacore with Genomic Analysis Tool
（具有基因组分析工具的 METACORE）

1. 许可。贵方可以将对我方数据的有限摘录纳入贵方分发给贵方客户的报告中，此类有限摘录不具有独立商
业价值且无法替代我方、我方的关联公司和第三方提供商提供的任何服务（或某部分的替代物）。
2. 数据的使用。我方将仅根据贵方的指示使用贵方提供给我方的查询数据，并履行我方在协议下的义务。
(a) 身份识别。我方不会使用此类数据重新识别任何捐赠者的身份，也不会执行或参与旨在重新确定数据组
成部分与捐赠者之间联系的活动。
(b) 安全。我方将采用适当的管理、技术和物理安全措施来保护此类数据免受任何未经授权的丢失、使用、
披露或访问。
(c) 未经授权的使用。我方将向贵方报告我方知晓的对此类数据的任何未经授权的使用或披露。
3. 保证。贵方陈述并保证：(a) 贵方提供给我方的所有数据在传输给我方之前将被删除可识别身份的信息并
根据《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HIPAA) 标准完全去识别化；
及 (b) 贵方已获得提供数据的个人的知情和明确同意，该同意足以允许 (i) 根据协议条款为解释和研究之目的
传输和使用数据；及 (ii) 将数据传输到贵方和/或该个人所在的地理区域之外。
4. 隐私。对于贵方向我方提供的数据，贵方应为我方、我方的关联公司和第三方提供商进行辩护、赔偿和保
护，使之免受任何第三方提出的指控我方在根据协议和/或贵方的指示行事时违反数据保护和隐私法律法规
的任何索赔。本条款在协议或适用的数据或信息服务终止或到期后仍然有效。
5. 报告。贵方有责任向当地或国际机构报告或告知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6. 保留。终止后的 5 年内，贵方可以将我方服务中的选定记录保留在贵方的服务器上，这只是为了使贵方
能够对在于特定时间点制作报告时搜索到的数据进行身份识别。

MetaMiner Consortium （Metaminer 联合体）
1. 定义。“项目”是指联合体成员（“成员”）为开发项目结果而进行的合作；“项目结果”是指我方在项
目期间完全开发并交付的任何新的独立产品，可能包括路径图。
2. 项目结果。(a)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贵方必须持有有效的 MetaCore 许可。项目成果将通过贵方的 MetaCore
许可提供。(b) 自项目成果首次交付给任何成员之日起 12 个月内，成员对项目成果中包含的路径图（“路径
图”）拥有排他性权利。在此排他性期间，我方不会分发路径图，但成员除外。(c) 尽管有第 2(b) 条的规
定，在排他性期间，我方可出于以下目的使用成果 (i) 出于向非成员进行演示说明的目的，或出于我方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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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自由使用；(ii) 披露路径图中的名称和数字数据以及静态、非交互式图像；及 (iii) 自由使用和分发项目成
果（路径图除外）。(d) 项目成果的使用和分发受贵方的 MetaCore 许可和信息服务条款的约束。
3. 项目管理。(a) 项目委员会。每个成员将指定一名科学家进入项目委员会，担任该成员的代表并行使该成
员的表决权。项目委员会将提供项目的总体方向，并向我方或我方聘用的人士分配项目的日常管理责任，
尽可能根据项目计划行事。(b) 投票。除非本条款中另有明确规定，否则项目委员会将以无记名多数票的表
决方式运作。在各成员承担项目相关义务期间，该成员有权在任何决策中进行一次投票。(c) 项目计划。在
项目启动后 30 天内，项目委员会将制定并通过一份工作计划和正式里程碑（“项目计划”），并与我方共
享。项目计划可通过有权投票的成员的至少三分之二票数随时进行变更。
4. 期限和终止。(a) 贵方可以通过至少提前三十 (30) 天提供书面通知来终止成员身份，该终止将在项目当年
年底生效。如果成员通过三分之二的票数同意项目的里程碑没有实质性实现，贵方也可以立即退出；(b) 如
果在任何时候有效成员的人数不超过三个，则我方可以立即终止项目，并将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贵
方提供终止通知。如果贵方的 MetaCore 许可因任何原因终止，我方也可以立即终止贵方的参与。
5. 所有权。(a) 我方单独、与成员合作或与第三方合作在项目中开发的所有工作产品是我方的独有专属财
产，贵方特此向我方转让贵方可能对工作产品享有的当前及未来的一切权利，并放弃对此类工作产品的任
何精神权利（并且应促使贵方的用户放弃此类权利）(b) 我方可以托管、使用或修改贵方或代表贵方向我方
提供的与项目实施相关的任何信息、演示、文章、数据、软件、设备或其他材料，以及任何徽标、商标、
式样/外观或其他品牌。
6. 支持。只要贵方是活跃成员，则在项目期限内，我方将就项目结果向贵方提供支持（在我方的正常工作
时间内并由我方决定）。我方可能应贵方的要求为贵方提供维护服务（如使用新数据编辑路径图、为研究
文章加注释以及添加新的生物标记）或其他商定的项目结果支持服务，费用由双方商定。

Publons
(a) 其他定义。“用户”是指贵方与我方的服务整合后，参与我方服务的个人。包括但不限于：对稿件进行
同行评审的个人（“审稿人”）、编辑稿件或管理期刊的个人（“编辑”）或创作稿件的个人（“作
者”）。“活动”是指用户已经完成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对稿件进行同行评审（“评审”）、作为编辑
对稿件进行处理（“编辑”）或创作稿件（“创作”）。“用户数据”是指贵方根据协议以及经用户授权提
供给我方的用户的个人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个人联系信息和任何活动，但不包括用户直接提供给我方的数
据。
(b) 如果贵方是一个组织，贵方应确保贵方的用户遵守用户条款中所述的条款和准则。
对于 Publons 产品用户：
一般条款。每个用户将 (a) 确保他们有权添加他们提交给我方的评审意见，及 (b) 允许我方执行相关活动，如
验证评审意见和向编辑推荐候选审稿人。我方 (i) 尽力在有要求时保持匿名，(ii) 使用户能够选择是否希望将
评审意见添加到他们的用户档案中；及 (iii) 可能与出版商合作，以强制匿名发布评审意见或阻止评审意见的
发布。我方有时会与出版商等第三方合作，以自动将用户的评审和个人数据传输给我方。我方将尽最大努力
核实评审意见，但是我方不对任何评审意见或其中信息的准确性或可靠性作出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也不
对用户或任何第三方在评审意见中或网站其他部分中的言论负责。
向 Publons 添加内容的政策和准则。每个用户在向 Publons 添加内容时均须遵循 Publons 的政策和准则。此类
准则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s://publons.com/about/terms/。内容必须：(a) 与研究或材料相关而不是针对一
个或多个个人（“对人不对事”）；(b) 由用户撰写而非剽窃（将他人的著作或想法作为自己的著作或想
法，而不充分承认）；(c) 不包括来自其他地方的材料内容，除非是用户自己的著作（应添加指向原始内容的
链接时）；(d) 旨在提供见解、背景和建设性反馈；(e) 基于证据，并包括改进著作/未来研究的建议；(f) 尽可
能避免过于情绪化的（正面或负面）措辞；(g) 不包括或提及商业广告或促销；(h) 不链接到超出评审主题范
围（或者倡导或促进特定的政治或社会议程）的内容；及 (i) 披露用户与评审相关的任何利益冲突。在签署评
审或意见时，各用户将确保他们有完整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照片、个人简介和单位以及出版物），以便读
者可以看到用户的凭据并将评审放在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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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监控等。我方可能定期（但不承诺）对评审进行检查，检查是否不符合公共政策和准则。如果有不合
规的情况，我方将在可行的情况下（但不承诺）努力联系用户，并为修订评审提供机会。我方有权：(a) 不
发布任何评审；(b) 随时修订任何评审，(c) 在不通知的情况下删除任何评审或任何其他内容，并在可行的情
况下尽力将此类删除告知相关用户。我方鼓励通过电子邮件向 info@publons.com 报告不符合规定的情况，链
接到相关的评审意见并概述相关的不符合规定情况。。任何评审均代表用户自己的观点，我方不认可任何评
审意见。
CC BY 4.0 许可。通过执行活动和提交内容，用户授予我方使用内容的许可（除非另有规定，并受任何其他明
确限制），该许可应符合不时修订或取代的知识共享署名 4.0 国际公共许可协议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Public License)（“CC BY 4.0”）的条款。用户将保留版权，但许可协议允许我方在
全球各地的任何媒体上共享、复制、分发、传输、改编评审意见和对评审意见进行商业使用，而无需提供额
外的许可或支付任何特许权使用费，只要注明作者或来源。
研究人员 ID (ResearcherID)。如果贵方有一个 Publons 个人资料，则贵方可以申请一个研究人员 ID，或者如果
贵方在 Web of Science 网站上有一个或多个出版物索引，则贵方将被自动分配一个研究人员 ID。贵方可以使
用贵方的研究人员 ID 与自己以及贵方撰写或投稿的文章、论文、报告、演讲、评审和其他材料或内容相关
联。我方可以重新格式化、提取、改编或转换任何研究人员 ID 数据，并在我方或我方的关联公司（如 Web
of Science 或 ScholarOne）或某些其他授权方（如出版商和协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中永久使用研究人员 ID
数据，而在每种情况下无需向贵方提供任何补偿。贵方确认并同意：(a) 贵方对通过 Publons 公开发布或私下
传输的所有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全权负责；(b) 我方对 ResearcherID 数据中的任何错误或遗漏概不负责；(c)
贵方在注册和任何更新过程中提供的信息将是准确和最新的；(d) 贵方将确保贵方的个人资料始终是准确和
最新的；(e) 贵方不会谎报贵方或任何其他人的身份，或任何与贵方或任何其他人所担任的职位或贵方或任
何其他人的工作、资格、经验或从属关系相关的信息；及 (f) 贵方已年满 18 岁，贵方的帐户从未被从 Publons
中删除或暂停。贵方不会创建多个研究人员 ID 帐户，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处理贵方的研究人员 ID。“研
究人员 ID 数据”是指贵方在注册过程中或以后更新时提供的信息和元数据（例如有关与贵方的研究人员 ID
相关联的文章的元数据，或有关贵方工作过或与贵方合作过的组织的元数据），或者贵方提供的或我方收集
的（例如当贵方发布文章并将贵方的研究人员 ID 作为附加标识符加入时）与贵方使用贵方的研究人员 ID 相
关的信息和元数据。
对于 Reviewer Recognition（评审人认可）、Reviewer Connect （评审人联系） 和 Transparent Peer Review
（评审透明度）的客户：
内容的使用。我方将：(a) 作为适用数据保护法中定义的数据“处理者”，代表贵方处理用户数据仅供订购
的服务使用，而不用于任何其他目的；(b) 仅在相关期刊选择制定允许公开发布评审意见的评审政策且审稿
人选择发布评审意见的情况下，才公开发布评审意见；(c) 收集关于服务的反馈；及 (d) 除非用户明确授
权，否则不会将上述内容用于其他目的。在我方作为数据处理者代表贵方行事的情况下，与相关用户的所
有通信都必须事先获得贵方的批准，但是，一旦用户“选择加入”服务，则我方可以直接与用户通信，并
且此类通信的频率、内容和方法将由我方自行决定。在协议终止或到期时，贵方同意我方仅出于以下目的
联系用户，即获得他们的同意，以在我方的服务中保留用户数据。如果用户不同意或没有回应，我方将在
联系后 30 天销毁用户数据。如果用户在协议的期限内“选择加入”或注册服务，则在协议终止后，我方将
保留他们的用户数据，而不再进一步征求同意。为免生疑义，如果用户“选择加入”或以其他方式注册服
务，则无论是在期限内还是在终止后，我方都将控制从用户处独立获得的任何数据。贵方将遵守适用于通
过服务发送的通信或使用从服务中获得的数据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与以下各项相关的法律法规：(a) 为了
合法发送电子邮件而征得同意（如需要）；(b) 电子邮件的内容；及 (c) 实施取消订购或选择退出机制。

ScholarOne
1. 内部业务目的。内部业务目的是指订单上列出的出版物、会谈和会议。
2. 使用信息。除了我方根据本条款收集的使用信息之外，贵方同意：我方有权创建和分发从贵方对产品和内
容的使用中获得的聚合性统计汇编和数据库汇编，包括人数统计、网站流量、使用信息、查看和导航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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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用户特征；我方可能会出于商业目的使用此类信息，但是此类聚合性汇编不会识别贵方的用户或个人用户
的身份。
3. 个人数据。贵方是通过贵方的 ScholarOne 解决方案收集和处理的“个人数据”的“控制者”，在每种情况
下，此类词语在适用的数据保护法中均有定义。作为控制者，贵方负责为贵方的 ScholarOne 解决方案的用户
提供隐私声明，并且根据适用法律的要求，《科睿唯安数据处理附录》应适用于此种情况，详情请参见
https://clarivate.com/legal/terms-of-business。

ScholarOne 网络服务 API
1. 许可。API 是指将贵方的 ScholarOne 软件应用程序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包括贵方自己的软件）连接起来的
应用程序接口。贵方可以使用该 API 访问 ScholarOne，以摘录、收集、维护、展示和使用贵方的内容。
2. 限制。(i) 以下各项必须事先征得我方的批准：(a) 所有可通过 API 访问的第三方软件；及 (b) 对 API 的使用
限于每分钟合理的访问次数；且 (ii) 贵方将全权负责需从第三方处获取的有关可通过 API 访问的所有第三方
软件的许可、同意、批准和支持。3. 支持。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否则我方无义务支持或更新 API。

Trademark.com
对于所有 Trademark.com 产品和服务
1. 许可。如果贵方是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内部业务目的包括贵方为实现自己客户的利益使用我方的产品和服
务。
2. 费用。我方的交易费用会发布在 Trademark.com 网站上，并且可能随时发生变更。贵方应对使用贵方的用
户名和密码所产生的所有费用负责。
3. 产品和服务类别。Trademark.com 的产品和服务归类为“信息服务”。
4. 无法律服务。我方不是律师事务所，不提供任何类型的法律服务或法律建议。我方只是一个技术平台，帮
助创建和提交表单并提供商标数据。我方无法替代律师。我方的客服代表不是律师，无法回答法律问题或提
供法律建议。我方不会审核贵方的任何文件的法律充分性，得出法律结论，提供与贵方的法律权利、救济、
辩护、意见、表单选择或策略有关的法律建议或意见，或者针对贵方的具体情况事实使用法律手段。贵方承
认并了解，贵方从我方处购买、下载和/或使用的表单既非法律建议也非法律实践。贵方进一步承认并了
解，贵方从我方处获得的任何表单与任何适用说明或指导并非我方为贵方的特定需求定制。
最终，聘请律师以及理解贵方与聘用律师之间另行签订的条款是贵方的责任。5. 法律顾问。如果收到请求，
则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方会根据贵方的情况为贵方推荐国内或海外司法管辖区的当地法律顾问。对
于与我方的服务一起提供的法律服务，我方不会分担律师费或收取介绍费。
(a) 无背书。我方不对任何顾问的工作成果进行背书或提供保证，而且不对贵方的法律顾问提供的或与之相
关的服务负责。贵方必须与贵方选择的法律顾问订立贵方自己的协议。
(b) 无冲突。我方不是律师事务所，因此不进行与我方客户相关的利益冲突检查。贵方雇用的顾问可能会进
行利益冲突检查。如果出现利益冲突，贵方可能需要咨询相关司法管辖区的其他顾问。
(c) 顾问的使用。通过从我方处订购法律意见书、风险评估、商标备案、域名恢复服务或其他因其性质而可能
需要贵方的法律顾问提供意见的服务，(i) 贵方授权我方与贵方的法律顾问联络并分享相关机密信息；(ii) 贵
方负责维护贵方的律师-委托人特权，由这些服务产生的问题应与贵方的法律顾问商讨，并且只有在贵方法
律顾问建议后方可告知我方；(iii) 贵方应与贵方的法律顾问商讨律师-委托人特权的范围是否可以扩展到我方
与贵方的法律顾问之间的沟通；(iv) 法律或监管机构可能会强制要求我方披露可能受贵方的律师-委托人特权
保护的信息；及 (v) 从贵方的法律顾问处获得的服务受对贵方雇用贵方法律顾问加以限定的条款的约束。
6. 管辖法律和司法管辖区。除非订单另有规定，否则适用法律/司法管辖区应为美国法律（特拉华州）/特拉
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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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和 API
1. 适用性。以下条款适用于您对 Web of Science API-Expanded、Web of Science API-Lite、Web of
Science API-Article Match Retrieval（文章匹配检索），Web of Science Starter API, InCites API 或
Journals API（视情况而定）。
2. 访问。贵方可以通过科睿唯安开发者门户(Clarivate Developer Portal) 网站（网址：
https://developer.clarivate.com/）、贵方的销售代表或销售支持部门申请访问 API。贵方负责申
请访问。通过 API 提供的数据仅限于通过贵方的订购许可获得的数据，并且只能由贵方的订购
允许访问的相同用户访问。如果用户超出贵方的订购允许的查询和记录数量，他们将不再能够
通过 API 接收记录。如果贵方对通过 API 交付的数据的订购许可终止或到期，除非我方提供书
面授权或双方另有书面协议，否则贵方对 API 的权利将同时终止，且贵方下载的任何数据必须
予以删除。
3. 服务。API 是指将贵方与以下数据字段连接起来的应用程序接口。我方可能会不时更新这些
数据字段。贵方必须在贵方许可的有效期内及此后的 3 年内保留与贵方使用我方数据和 API 相
关的充分记录，包括用户数量、位置以及任何相关费用。如果收到合理要求，贵方必须向我方
提供此类信息。
4. 使用权。贵方可以根据适用的许可等级，在贵方的订购允许以及下文规定的情况下使用 API
来访问数据字段。除非贵方的订单上另有说明，否则贵方可以将该 API 用于研究项目和数据集
成。
对于研究项目，贵方可以使用 API：
(a) 查看、使用、下载和打印数据供个人学术使用；
(b) 进行具体的研究或数字/统计分析，以制作报告来支持科学工作（但对于摘要，贵方
必须拥有法律规定的或从版权所有者处获得的相关权利才能进行此类使用）；及
(c) 偶尔、不定期、临时地分发不具有独立商业价值的此类数据的有限摘录，并在所有
学术合作中分享数据和报告（在每种情况下，在贵方的学术研究的正常过程中分发和
分享）；但前提是，不得进一步分发我方的数据或将我方的数据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包括替代我方、我方的关联公司或第三方提供商提供的任何服务（或其中的大部分）
对于数据集成，贵方可以使用 API：
(d) 提取、维护和显示贵方拥有、维护和控制的网站上的机构知识库中的数据，包括贵
方的内部网和贵方自己的可公开访问的网站。此类机构知识库可能仅包括与贵方的员
工、学生或附属研究人员创作的材料或在贵方组织的资助下创作的材料相关的数据；
及
(e) 在此类机构知识库可公开访问的情况下，仅用于纳入可公开显示的数据字段，如下
文所述。

许可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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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了贵方可以通过每个产品的 API 提取的数据量。除非贵方的订单上另有说明，
否则贵方与 Web of Science API – Expanded 对应的许可等级在默认状态下为“基本”。

Web of Science API Expanded
计划

请求数量/秒

Web of Science
记录数量/年

基本

2

50,000

中等

2

250,000

高级

3

1,000,000

顶级

5

3,000,000

单一请求返回的最大 Web of Science 记录数量

100

Web of Science API Lite
请求数量/秒

Web of Science 记录数量/年

单一请求返回的最大 Web of Science 记录数量

2

n/a

100

Links Article Match Retrieval (Links AMR)
Web of Science 记录数量/分钟

单一请求返回的最大 Web of Science 记录数量

3000

50

InCites API
请求数量/秒

请求数量/天

单一请求返回的最大 Web of Science 记录数量

2

1,000

100

Journals API
请求数量/秒

单一搜索请求返回的最大日志匹配数

5

50

Web of Science Starter API
计划

请求数量/秒

请求数量/天

Web of Science 记
录数量/年

免费

1

50

50,000

机构

5

1,000

不适用

单一请求返回的最大 Web of
Science 记录数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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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字段
下面列出了贵方可以通过每个产品的 API 提取的数据字段。只有那些标记为允许公开
显示的字段才能包含在可公开访问的机构存储库中。
按产品列出的可获取字段
Web of
Web of
Web of
Science API Science
Science
Article Match
API - Lite
Starter API
Retrieval
X
X
X

可公开显
示的数据
字段

Web of
Science API Expanded

UID（唯一标识符）

X

X

名称

X

X

X

X

X

期次

X

X

X

X

X

页数

X

X

X

X

X

数字对象标识符（DOI）

X

X

X

X

X

卷

X

X

X

X

X

被引频次*
*仅限学术目的

X

X

X

X

ISSN/eISSN

X

X

X

X

X

ISBN

X

X

X

X

X

PubMed ID

X

X

X

X

来源

X

X

来源 URL

X

X

数据字段

施引文献

X

InCites
API

Journals
API

X

X
X

X
X

X

X

X

X

施引文献 URL

X

X

出版日期

X

X

X

X

作者

X

X

X

X

作者关键词

X

X

X

X

文件类型

X

X

X

X

摘要

X

X

图书作者

X

X

图书团体作者

X

X

团体作者

X

X

编辑

X

X

会议标题

X

X

会议地点

X

X

会议日期

X

X

会议赞助方

X

X

丛书

X

X

分册编号

X

X

增刊

X

X

特刊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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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摘要编号
文献号

X
X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URL

X
X

X

X

扩展关键词
转载作者（Reprint
Author）
转载作者地址（Reprint
Author Address）

X

作者地址/作者单位

X

研究者 ID 号 （Research
ID）
资金来源

IDS 编号
图书数字对象标识符
（图书 DOI）
图书章节引用次数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相关记录 URL

X

X

ORCID ID
Org Enhanced （机构拓
展）

X

X

X

X

X

X

DOAJ 开放获取标识（真
/假）

X

X

期刊预期引用次数
期刊规范化引文影响力

X

X

相关记录

作者顺序编号（即文章
中的作者排序）

X

X

出版商
学科分类

X

X
X

X

X

学科相对影响力(JIF)
(最近一年)

X

学科预期引用次数

X

学科领域百分位数

X

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

X

X

高被引论文

X

X

热门论文

X

X

国际合作（是/否）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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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合作（是/否）

X

X

X

X

开放访问状态

X

X

期刊 JCR URL
期刊名称

X
X

X

期刊 JCR 缩写

X

X

ISO 格式的期刊名称

X

X

行业合作（是/否）

X

X

X

以往/历史更改（ISSN、
出版商、ISO 名称）
X
出版商名称 (Publisher
Name)
出版商地址(Publisher
Address)
出版商国家或地区
(Publisher Country /
Region)
频率

X

X
X

X
X

X

创刊年份
语言

X

X

类别

X

X

X

X
X

开放获取首年和末年
X
期刊总引用

X

期刊影响因子 (JIF)
（所有 JCR 年份）

X

JIF 5 年

X

即年指标
(Immediacy Index)
期刊引文指标 (JCI)

X
X

X

特征因子分值
(Eigenfactor score)
特征因子标准化
(Eigenfactor normalized)
文章影响力评分

X
X
X

可引用项目数 (Number
of Citable Items)
JIF 百分位数

X
X

被引用半衰期 (Cited Half
Life)
被引用半衰期 (Citing
Half Life)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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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F 和 JCI 的期刊排名
X
JIF 和 JCI 的期刊四分位
数

X

JIF 和 JCI 的期刊百分位
数

X

期刊项目细分（文章、
评论、其他）

X

期刊收录首年 (First year
of journal coverage)

X

期刊收录末年（Last year
of journal coverage）

X

引用项 Gold OA (Gold OA
for Citable items)
引用项非 OA (Non-OA
for Citable items)
引用项其他 OA (Other
OA – Citable items)
引文 Gold OA (Gold OA
for Citation)
引文非 OA (Non-OA for
Citation)
引文其他 OA (Other OA
– Citation)

X
X
X
X
X
X

Contributing Countries
(前 10)

X

Contributing
Organizations (前 10)

X

被引期刊

X

引用期刊

X

5. 经批准的第三方数据集成解决方案。贵方可以将 API 用于以下经科睿唯安批准的第三方解决
方案。我方可能会不时更新这些解决方案。未经我方事先书面同意，贵方不得使用任何其他第
三方商业解决方案。
- Altmetric
- Amplify（原为 Deep Web）
-Cosmotron Bohemia
-Digital Measures

- Symplectic
-Vidatum
-VIVO

- Zuweco

-EBSCOhost Integrated Search
-Elsevier Pure
-ExLibris MetaLib
-Interfolio (Data180)
-Papers（原为 mekentosj）
-ProQuest Su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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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用情况下，包含我方数据的经批准的第三方解决方案中的每条文件记录必须链接回到适用的记录，并
且任何引用计数必须链接回到相应文件的引用人列表。
6. 归属。对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贵方必须按照以下描述向我方提供来源出处：
声明
以下版权声明必须出现在显示 Web of Science 内容的每个页面或每个表格的底部：
© [插入年份] 科睿唯安公司
对我方数据（包括报告中的数据）的所有使用必须包括下列声明：
“其中包含的某些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公司拥有版权的 © [指定的产品名称]（日期）。保留所有权利。未
经科睿唯安公司事先书面同意，贵方不得复制或再分发这些材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如何在第三方软件中显示到 Web of Science 的链接
当从第三方软件链接到 Web of Science 时，应该在用户界面上显示的文字取决于链接类型（见下表）。文字
应该采用超链接形式，将用户重定向到 Web of Science 的相应页面。产品名称须为斜体。
链接类型
完整记录链接
施引文献链接
（如果没有与被引频次相关联）

要显示的文字
在 Web of Science 中查看记录
在 Web of Science 中查看施引文献

如何在第三方软件中显示 Web of Science 引用次数和相关引用文章链接
当显示 Web of Science 被引频次或与 Web of Science 被引频次相关联的施引文献链接时，第三方软件应注明
被引频次来自 Web of Science，按照下面的示例在“Web of Science 被引频次”文字后显示次数。如果第三
方软件供应商作出如此选择，则该供应商可以将显示的被引频次做成超链接，将用户重定向到 Web of
Science 施引文献的页面。
示例：Web of Science 引用次数：35
7. 定义。
记录：每篇论文或类似的单独出版物（如期刊文章或会议论文集）的 API 返回的元数据或指标。
请求：请求是对可能被视为查询或可能不被视为查询的任何操作/端点的调用。

Web of Science：定制数据集
1. 许可。仅用于内部、非商业目的，贵方可以 (i) 使用定制数据集对源自服务的数据元素进行数字或统计分
析；(ii) 下载定制数据集，以供在贵方自己的数据分析和专有工具中使用；(iii) 为定制数据集编制索引以供授
权用户搜索，并显示所执行的此类搜索的结果；及 (iv) 创建由 (i) 至 (iii) 的结果构成的衍生数据库。
2. 限制。贵方不得分发、再许可或公开定制数据集或衍生数据库的任何部分。如果在订单中明确说明，贵方
只能将定制数据集和衍生数据库用于指定的项目。对于摘要，贵方必须拥有法律规定的或从版权所有者处获
得的相关权利才能进行上述使用。
3. 所有权。定制数据集及所有衍生数据库均属于我方的专属财产，我方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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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永久许可的信息
在终止后的 30 天内，贵方可以要求以我方确定的格式交付永久许可的数据。贵方只能将永久许可的数据用
于我方已提供或书面批准的软件或系统。如果我方仅为访问和查看永久许可数据的目的向贵方提供软件，则
(i) 贵方不得将该软件用于任何其他目的；(ii) 我方对该软件不作任何保证、陈述或承诺，也不承担任何责
任。
最后更新时间：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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