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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i
(a)贵方的产品可能包括通过我方 Integration Hub 访问的 Boomi 产品。自 Boomi 授予贵方对 Boomi 产品的访
问权限之日起，贵方和贵方的授权用户对 Boomi 产品的使用受位于 www.boomi.com/msa 的 《Boomi 框架协
议》（“框架协议”）的适用条款和条件的约束（或，如果贵方是美国政府实体，则 Boomi 框架协议条款
位于 www.boomi.com/fedEULA）的约束（支付条款除外，该等条款不适用）。
(b) 贵方和贵方的授权用户同意不将已排除数据放入或通过 Boomi 产品传输已排除数据。“已排除数据”
指：(i) 列入或用于美国军火清单（U.S. Munitions list）的数据（包括软件和技术数据）；(ii) 被指定为国防物
品和国防服务的物品、服务和相关技术数据；和 (iii) ITAR （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相关数据。Boomi 产品不用
于处理、存储排除数据或与排除数据相关的用途。科睿唯安可以审核向 Boomi 提供或 Boomi 可访问的内
容，以确保其中不包含已排除数据。

Converis
(a) Converis 软件中包含第三方供应商拥有的某些软件（以下简称“产品”），此类第三方供应商保留产品
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利益。用户同意：(i) 保护第三方供应商在（Converis 中包含的）产品、文件、产品材
料和培训材料中的权利；(ii) 除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外，不对产品的目标代码进行逆向工程、反向编译或反
汇编；(iii) 充分遵守适用于（Converis 中包含的）产品、文件、产品材料和培训材料之使用的所有法律和法
规；(iv) 不以服务机构、与他人分享服务或其他非授权方式使用产品； (v) 不重新分发 Converis；和 (vi)-不得
以任何理由单独使用本产品。第三方供应商不对用户作任何陈述或保证（明示或暗示）或提供赔偿。
(b) 用户特此确认（Converis 中包含的）产品、文件、产品材料和培训材料（以下简称“技术”）可能受以
下事项的约束：(a) 美国、欧盟和英国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出口管制，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实施的美国出口管理条例；(b) 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和美国财政部实施的经济制
裁；(c) 技术获取或使用地（如在美国、欧盟和英国之外）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进出口法律（(a)、(b) 和 (c)
统称为“出口法律”）。
(c) 用户陈述并保证：(x) 美国商务部或任何其他政府机构均未暂停、撤销或拒绝其出口或进口权利；和 (y)
自己不位于出口法律禁止或限制向其出口产品或服务的任何国家或地区，也不由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公
司或个人控制。
(d) 用户不会将技术出口、再出口或转让至：(i) 出口法律禁止或限制向其出口产品或服务的任何国家或地
区，包括任何信息材料或其他合法许可豁免的约束，；(ii) 用户知道或有理由知道会将技术或其任何部分用
于设计、开发、生产或使用核、化学或生物材料或设施、扩散武器或开发导弹的任何个人或实体；(iii) 被任
何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禁止参与美国出口交易的任何个人或实体，例如工业和安全局的被拒人员名单或海外
资产控制办公室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中的任何人员或实体；或 (iv) 最终用户知道或有理由知道会将违反上述限
制出口、再出口或转让技术的任何人。

Cortellis
如果您对 Cortellis 的使用包括以下 Refinitiv 内容，请参考 Refinitiv 规定的以下附加条款（如适用）。
Cortellis 产品

Refinitiv 内容

Cortellis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IBES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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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s
Aftermarket Research
Transcripts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Cortellis Deals Intelligence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信息产品”是 Refinitiv 提供的任何数据或服务。对于信息产品，Refinitiv 或其第三方提供商拥有并保留所
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版权、商标、专利、数据库权利、商业秘密、专有技术以及世界任
何地方具有类似性质或具有同等效力的所有其他知识产权或保护形式，且未授予用户其中的任何专有权
益。明确禁止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对信息产品进行展示、表现、复制、分发、创建衍生作品或进行改进，除
非本协议明确允许，或获得 Refinitiv 事先书面许可。
用户只能出于内部目的使用信息产品。用户只可在用户内部复制、粘贴和分发信息产品中包含的少量数
据，但前提是：(a) 该分发是用户商业目的附带或支持行为；(b) 数据不是由用户就信息售卖或商业出版（以
任何方式或格式）而分发的，也不是通过新闻媒体或大众媒体或互联网复制的；且 (c) 在可行的情况下，明
确指出 Refinitiv 或其第三方提供商为数据来源。如果此数量的数据 (i) 没有独立的商业价值，且 (ii) 接收方无
法以其替代 Refinitiv 提供的任何产品或服务（包括任何下载服务）或其实质部分，则可视为“少量”数据。
如果信息产品中含有 https://www.refinitiv.com/en/policies/third-party-provider-terms 链接中“一般性限制/通
知”页面中提及的任何第三方数据，则该“一般性限制/通知”页面上规定的条款应适用于用户。用户承
认，对信息产品某些要素的访问可能会停止或需遵守 Refinitiv 的特定条件或其他要素的第三方提供商的指
示。在本用户许可终止或期满时，其中授予的所有权利均将立即终止，且用户应停止使用信息产品并删除
或销毁其持有或拥有的所有副本。
REFINITIV 及其第三方提供商均不保证信息产品的提供是不间断的、无错误的、及时的、完整的或准确的，
也不对使用这些数据所获得的结果作任何保证。使用和依赖信息产品的风险由用户自行承担。
对用户或任何其他实体或个人因其无法使用信息产品或在信息产品使用过程中或由此产生的任何不准确、错
误、遗漏、延迟、计算机病毒或其他缺陷或故障、损害、索赔、责任或损失（无论原因如何），REFINITIV
或其第三方提供商不承担任何责任。信息产品按“原样”提供，无任何类型的保证。本协议不提供任何明示
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对适销性、特定用途适用性、所有权、侵权或其他方面的任何默示保证。
在任何情况下，REFINITIV 或其第三方提供商均不对信息产品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害负责，包括但不限
于直接或间接、特殊、偶发或后果性损害、损失或费用，即使 REFINITIV 或其第三方提供商或其代表已被告
知发生此类损害、损失或费用的可能性。此外，对于再经销商的产品或服务，REFINITIV 或其第三方提供商
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Cortellis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a) 客户同意，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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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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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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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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went Data Analyzer
(a)
敬告用户：请仔细阅读本协议。这是一份您作为最终用户与 Search Technology, Inc. ("Search
Technology") 之间签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随附的 Search Technology 软件程序（本“软件”）由 Search
Technology 授权仅在遵守本协议项下条款的前提下使用。使用全部或者部分本“软件”意味着您接受了本
协议项下所有的条款和条件。您同意本协议是可强制执行的，如任何您签署的书面谈判协议一样。如果您
不同意本协议，请不要使用本“软件”。本“软件”未经授权不得使用。适用出口管制。
(b)

著作权：本“软件”由 Search Technology 所拥有，并受美国版权法和国际条约规定的保护。

(c)
Search Technology 不保证本“软件”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如本“软件”的操作是无间断或无错误
的，或者所有本“软件”的错误将会被修正。Search Technology 对于在本“软件”发布之后进行的计算机
硬件或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操作特性的改变以及本“软件“”与非 Search Technology 软件的交互中产生的问
题不负责。
(d)
责任限制：在任何情况下，Search Technology，Inc.都不对任何使用、业务中断或任何直接、间接、
特殊、偶然或间接的任何其他损害（包括利润损失）负责，无论是合同责任，侵权（包括疏忽），严格产
品责任或其他，即使 Search Technology，Inc.已被告知可能发生此类损害赔偿。某些国家或司法管辖不允许
排除或限制偶然或间接损失，因此上述限制或排除可能不适用于您。
(e)
出口限制：本“软件”受美国商务部颁布的出口管理条例（EAR）的约束。严禁向 EAR 禁止的地
方，实体或个人进行分发。此外，本“软件”不得出口或再出口至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局（OFAC）特
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士名单的任何一方。在以下认证中，“任何拒绝列表”是指在 EAR 和 OFAC 中公布
的被禁止的缔约方和国家的任何列表：
使用这个产品视为您承诺：
（1）不是任何拒绝列表上列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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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任何拒绝列表中列出的国家/地区不使用本软件；
（3）不隶属于任何拒绝列表上列出的实体；
（4）不会将本软件出口或再出口至美国出口法律和法规禁止的任何个人，地点或实体。
(f)
反向工程：您同意不会反编译，反向工程或以其他方式尝试破解本软件的源代码。
(g)
其他限制：本许可协议是您行使本文授予的权利的许可证明，必须由您保留。您不得租借，出租，
出售或放弃本软件。

Derw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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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loyer Vantage
贵方承认，在 Employer Vantage 项下提供给贵方的信息包括从邓白氏（“D&B”）获得许可的信息（下称
“信息”），D&B 是本条款和限制的第三方受益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或以科睿唯安的名义对贵方执行本
条款，但不对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履行负责。该信息包括某些企业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名称以及这些企
业的联系信息。贵方在此同意，贵方（以及贵方的员工和代理人）应以合法的方式使用信息，并且 D&B 或
其任何第三方信息提供商 (i) 均不对信息作出任何形式的陈述或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或提供信息的媒体
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适销性或特定用途之适用性，或 (ii) 均不对贵方因邓白氏对信息的作为或不作
为而导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或伤害负责，也不对后果性、偶发、特殊的惩罚性或其他间接损害负责，即使
在已被告知的情况下。贵方同意赔偿、保护 D&B 并为其辩护，使其免受因 (i) 未经本协议授权访问和/或使
用信息的个人或实体和 (ii) 贵方（可能违反贵方的许可）使用信息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对 D&B 提出
的索赔或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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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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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不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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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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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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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ation IP
AWS 客户协议
您购买的部分产品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 (“AWS”) 云基础设施作为服务的技术环境。您或科睿唯安不可修
改此类条款和要求，但 AWS 可随时更改此类条款和要求。访问该产品，即表示您将成为“最终用户”。因
此，您必须遵守 AWS 客户协议中规定的适用于您作为最终用户的义务，该协议目前位于
http://aws.amazon.com/agreement。

Innography
AWS 客户协议
您购买的部分产品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 (“AWS”) 云基础设施作为服务的技术环境。您或科睿唯安不可修
改此类条款和要求，但 AWS 可随时更改此类条款和要求。访问该产品，即表示您将成为“最终用户”。因
此，您必须遵守 AWS 客户协议中规定的适用于您作为最终用户的义务，该协议目前位于
http://aws.amazon.com/agreement。

Hosted Memotech
AWS 客户协议
您购买的部分产品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 (“AWS”) 云基础设施作为服务的技术环境。您或科睿唯安不可修
改此类条款和要求，但 AWS 可随时更改此类条款和要求。访问该产品，即表示您将成为“最终用户”。因
此，您必须遵守 AWS 客户协议中规定的适用于您作为最终用户的义务，该协议目前位于
http://aws.amazon.com/agreement。

OFF-X
除与您使用 OFF-X 相关的协议外，您还接受以下条款和条件：
1.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 (FAERS) 条款和条件：可在以下网站获取：https://open.fda.gov/data/faers/
2. PMDA JADER 使用条款:可在以下网站获取:https://www.pmda.go.jp/safety/info-services/drugs/adrinfo/suspected-adr/0003.html)( PMDA JADER 使用条款的英文翻译版本，请访问：
https://demo.targetsafety.info/jader-terms-of-use-english-courtesy-translation)
鉴于日语应为本 PMDA JADER 使用条款在所有方面具有约束力的语言，翻译版本不应被视为 PMDA JADER 使
用条款具有约束力的版本。

IP Cloud
IP Cloud 包含某些软件产品，其中包括 Progress Software Corporation（“Progress”）提供的此类产品的所有
修订版、增强版、升级版和新版本（统称为“Progress 产品”）。以下条款适用于贵方对 Progress 产品的访
问和使用。
(a) 贵方使用 Progress 产品的权利将是有限的、非排他性的，且不可转让的，除非我方明确允许。贵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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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i) 仅将 Progress 产品用作IP Cloud的嵌入式组件；(ii) 不得将 Progress 产品用于开发、测试、编译、调试
和类似的设计时的目的；(iii) 不得逆向编译或反编译、分析、反向工程、反向组装或反汇编、解锁 Progress
产品或以其他方式试图发现 Progress 产品的源代码或底层算法，或试图对 Progress 产品的目标代码进行上
述任何操作；及 (iv) 不得修改、改编、翻译或创建任何 Progress 产品的衍生作品或将 Progress 产品合并到任
何其他软件中。
(b) Progress 产品可能包含或带有某些受到额外限制的第三方组件。这些组件（如有）在 Progress 产品附带
的“readme.txt”、“notes.txt”或类似声明文件（“特别声明”）中指明，并受到其中的特别许可条款和
条件的约束。如果特别声明与贵方协议的其他部分发生冲突，则应以特别声明为准（但仅针对与特别声明
相关的第三方组件）。
(c) Progress 及其许可方（如适用）将对 Progress 产品及其任何改进、增强、更新或升级（包括 Progress 产
品中固有的概念和技术）的全部权利、所有权和利益拥有专属所有权，包括所有知识产权和与之相关机密
信息的所有权，上述权利仅受明确授予贵方的权利和特权的约束。Progress 产品中的所有版权、商业秘密或
其他专有权利声明必须予以保留，且不得更改。
(d) Progress 产品由 Progress 按“原样”提供，不带有任何保证。Progress 及其关联公司或其各自的许可方和
供应商对贵方的任何损害（无论是直接的、特殊的、偶发的还是后果性的）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e) 贵方将始终遵守可能会不时存在的美国的所有出口法律法规。贵方将为 Progress 进行赔偿和辩护，使之
免受对因贵方使用 Progress 产品而违反此类法律的任何索赔，并将支付与索赔或对此类违法行为的裁决相
关的所有成本、罚款、损失或费用。
(f) 如果贵方是美国政府实体，则以下受限制的权利条款将适用：本产品是一种“商业组件”（该术语在
《美国联邦法规》第 48 编第 2.101 条中定义），由“商业计算机软件”和“计算机软件文档”组成，这些
术语分别在《美国联邦法规》第 48 编第 252.227-7014(a)(1) 条和《美国联邦法规》第 48 编第 252.2277014(a)(5) 条中定义，并在《美国联邦法规》第 48 编第 12.212 条和《美国联邦法规》第 48 编第 227.7202
条（如适用，及其所有不时的修订）中使用。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第 48 编第 12.212 条和《美国联邦法
规》第 48 编第 227.7202 条以及《美国联邦法规》的其他相关章节（如适用，及其所有不时的修订），所有
美国政府实体在获得本产品时，只能享有本产品所附的许可协议中规定的权利。
(g) 只要贵方继续拥有或使用 Progress 产品，贵方的义务将继续有效，Progress 将作为第三方受益人对贵方
强制执行此类义务。

MEDLINE®/PUB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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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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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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

发布的日期

DateRevised
Pagination

记录最后被修改的日期***
分页

X

ELocationID (如果“分页”被显示)
(DOI 和/或 PII)
MedlineTA

期刊名称缩写* X

ArticleTitle

文章标题**

PMID

唯一标识***

Volume 期刊卷
Comments/Corrections

X

电子 ID 定位

X

X
注释、勘误、撤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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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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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更新时间：2022 年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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