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

ABBYY® FineReader® PDF 16
重要事项！ 使用 ABBYY® FineReader® PDF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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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最终用户许可证协议（以下简称该“EULA”）是您（即获得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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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该许可证协议的条款”按钮之后，请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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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阅读该 EULA 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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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ULA 在您使用该软件的整个期间具有约束性
，除非本 EULA 或与 ABBYY 的单独书面协议中另有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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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就该软件与 ABBYY 达成了单独协议，如果在此协议和本 EULA 之间有任何不一致之处，则本 EULA 中
的任何不一致条款以单独协议的条款为准。您的订单或任何其它文档中包含的条款和条件不得修改本 EULA
或扩展 ABBYY 的以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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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为 Shinyokohama Square Bulding 14F, 3-12,
Shinyokohama 2-chome, Kohoku-ku, Yokohama-shi, Kanagawa, Japan（该 EULA 第 16.2 条
适用时）；
ABBYY Europe GmbH，注册地址为 Tassiloplatz 25 – 27, 81541 Munich, Germany, Germany
（该 EULA 第 16.3 条适用时）；
ABBYY UK Ltd.，注册地址为 70 Gracechurch Street, 3rd Floor, London, EC3V 0HR, United
Kingdom（该 EULA 第 16.4 条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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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ABBYY Solutions Ltd.，其注册地址为Kyriakou Matsi, Avenue 61, 1082, Nicosia,
Cyprus
“ABBYY 合作伙伴” 是指 ABBYY 授权许可的实体或个人，其向最终用户直接或通过一个或多个次级分销商或
次级零售商分销或发放授权许可副本。
“激活”指验证您的序列号是否有效，且在其上激活的计算机数量不超过您的许可证范围允许的过程。您（即
该软件的终端用户）必须执行该过程，以确认您是该软件的授权终端用户。该软件可能需要在安装后激活；
如果需要激活，当所述时限过去时，软件将不运行或运行时间和功能有限，而且停止工作不会得到任何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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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许可证之用的其它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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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数据”是指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个体有关的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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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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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款和条件的管理，ABBYY 授予您受限的、非独享的许可，以安装和使用该软件的
功能，且受到该 EULA、ABBYY 提供的软件许可密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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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所有限制和范围的管理。在此情况下，您与 ABBYY 合作
伙伴之间的单独书面协议不能超过许可证授予的范围和本 EULA 和/或与 ABBYY 之间的单独协
议指定的限制，和/或对 ABBYY 造成额外责任。购买该软件附带的 ABBYY 合作伙伴的文档不可
与 EULA 条款，和 ABBYY 的单独协议，以及涉及使用条款和/或软件购买的 ABBYY 书面文档互
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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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获授权许可的范围可限制您安装和使用
该软件的计算机数量，该软件的个人用户数量，以及根据您所获授权许可类型而定的
网络访问权限。您所获得许可证具体类型在您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的单独协
议中和/或在伴随软件购买的文档中指定。安装该软件后，您可以在该软件界面的帮
助菜单中查看您的授权许可类型.
1.1.1.1. 如果您的授权许可类型为“单机用户授权许可”/“单机”并且您是实体，除非
在 EULA、和 ABBYY 之间的单独协议或任何购买该软件附带的文档中另有
规定，否则您只能在一台计算机上安装和使用该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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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上（根据该软件系统要求可以安装并使用的笔
记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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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授权许可的类型为“每座席”，您可以根据您所获得授权许可允许
的数量，在您所拥有的计算机上安装和使用该软件。在任何给定时间内，
除非在 UELA、和 ABBYY 之间的单独协议或任何购买该软件附带的 ABBYY

文档中另有述及，否则您只能从一台计算机上访问一套安装的该软件。
1.1.1.3. 如果您的许可类型为“网络许可”/“并行”（该许可可能标记为“并行”或“并行
（适用于 Azure）”），则除非该 EULA、您与 ABBYY 之间的单独协议或购
买该软件时附带的任何 ABBYY 文档中另有规定，否则您可以在您所拥有的
任何数量的计算机上安装该软件，同时在数量与您所获得的许可数量相同
的计算机上使用该软件。
1.1.1.4. 如果您的许可类型为“远程用户”（该许可可能标记为“远程用户”或“远程用
户（适用于 Azure）”），则您可以通过您所拥有、租赁或以其他方式合法
获取和/或使用的远程访问或虚拟化解决方案（下称“解决方案”）使用该软
件。您可以将软件安装在任何数量的作为解决方案的服务器/主机的计算机
上。所安装软件可通过远程存取从客户端计算机由和您所获得的授权许可
数量相同的个人（解决方案的指名用户）使用，除非在 EULA、和 ABBYY 之
间的单独协议或任何购买该软件附带的 ABBYY 文档中另有述及，否则您必
须为可使用软件的每个用户获取一个授权许可。在任何给定时间，一个人
只能从一台计算机远程使用该软件。
1.1.2.

处理量。该软件可处理的单元数量（例如页数、字数、符号数），如果在许可证中述
及，可能会在一个或多个方面受到限制，例如特定时间内（比如每月或每年）可处理
的单元数量限制，或者总共可处理的数量。页数或其它数量单位以及处理器内核数量
也可能受限制。

1.1.3.

时长。如果和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单独协议，以及/或购买该软件附带的
ABBYY 文档中有规定，该软件的使用可能会被限定在指定时间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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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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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订阅期可自动续费，直至您取消订阅。您的订阅期过后，该软件的功能
将不再可用或受到限制，直至您对订阅进行续费。在订阅的基础上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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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bbyy.com/legal/subscription-terms/。若订阅条款中无另
行说明（如有）：(i) 您保留与所处理页面相关的记录的义务以及ABBYY对
此类记录进行检查的权利不适用；(ii) 关于贷记Volume Units数量或者上
传适当数量的日志及其有效性的规则不适用；及(iii) 您有权在订阅终止
日期之前发出通知，拒绝自动续费订阅。您 仅在当时的订阅期结束时 才
可以取消订阅的条款不适用。当您在订阅的基础上获取本软件且接受本
EULA 时 ， 您 确 认 您 已 阅 读 并 同 意 相 应 的 订 阅 条 款 （

https://www.abbyy.com/legal/subscription-terms/ ）并接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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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得（购买）的软件版本的技术支持时长到期后，额外激活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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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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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1.5.

如果您在虚拟环境中部署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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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规定范围访问或使用该软件。例如，同一序
列号不得用于允许相应数量超过已适当获得许可的计算机、用户或同时操作用户数量的计算机
、用户或同时操作用户在虚拟环境中使用或访问该软件，该软件也不得用于处理相应数量超过
您许可允许的批量单位总数的批量单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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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该软件的所有使用条款和限制都在本 EULA 中予以阐述，除非在您与 ABBYY 或 ABBYY 合
作伙伴的单独书面协议中或者软件附带的文档中另有规定，前提是 ABBYY 合作伙伴的协议和文
档不得对 ABBYY 造成额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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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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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所述
之外），除非 ABBYY 书面另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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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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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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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下述条款 2.5 和 2.6，您不可绕过随该软件提供的软件用户界面，或通过自动化软件，包
括（但不限于）脚本、机器人、机器处理自动化软件等，与该软件互动，除非您已经与 ABBYY 达
成了单独的书面协议。

2.5.

如果您的许可证属于条款 1.1.1.2 或 1.1.1.4 所定义的类型，且在购买软件随附文档中被标
记为“扩展 CLI 支持“，则您只可以通过使用命令行界面绕过软件用户界面。

2.6.

如果您的许可证属于条款 1.1.1.2 或 1.1.1.4 所定义的类型，且在购买软件随附的文档中被
标记为“适用于 RPA“，则您可以通过机器处理自动化软件与软件体进行交互。

2.7.

根据下述第 2.8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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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如果给您提供的软件版本在安装软件后不需要激活序列号
（标为 “Try&Buy”、“Trial” 或 “Demo”
的软件除外），且您的许可证类型未被条款 1.1.1.1. – 1.1.1.4. 所提到：(i) 软件将附有
ABBYY 发放的证书，指定了适用的证书详情；(ii) 您应该对软件保密，严禁转让软件（仅对本
条 款2.8 而言，”转让“应包括（但不限于）授予第三方使用权限，授予员工个人使用权限，以
及销售、出租或借贷软件）；(iii) 您应该对使用软件的用户计算机数量进行精确记录，应该
每年向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报告您的用户计算机数量，应该随年度报告就每台用户计算
机（包括超过和您的许可证预购的数量）支付适用许可证费用（可能在您初次购买软件时随附
的文档中有规定）；(iv) 在提前得到合理的书面请求时，ABBYY 可能会对您的记录进行实质性
审计程序，只为验证用户计算机数量和您支付的许可证费用的准确性，不超过每十二 (12) 个

月一次。此类审计将由 ABBYY 出资在您的正常工作时间内进行，受保密要求限制。如果审计后
验证的记录显示与您提交的软件许可证费用和应付的许可证费用之间的缺口大于百分之五 (5)
的话，除了支付许可证费用差额外，您还将偿还 ABBYY 的审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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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不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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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作为商业版发布的受限软件构成 ABBYY 的机密信息。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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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改构成您符合更新或功
能扩展条件的产品。

5.1.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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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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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您与 ABBYY 就升级订立的单独书面协议中另有规定，否则构成您升级资格基础
的软件（升级基础软件）在升级后只能按照该升级基础软件随附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的条款和条件规定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使用。
6.1.1.1. 如果您获得的升级基础软件是基于订阅的软件，则您只能在有限时间内（即
，期间进行升级的订阅期（当前订阅期）结束之前）升级后使用该软件。即
使您已针对下一订阅期续订该软件，您也必须在当前订阅期结束后停止使
用该升级基础软件。
6.1.1.2. 您承认，ABBYY 可以随时停止为该升级基础软件提供技术支持和维护服务
，因此，即使您继续使用该升级基础软件，您也可能无法享受这些服务。

6.1.2.

升级基础软件的使用可能会被与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之间的单独书面协议所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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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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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您也可以根据您和 ABBYY 合作伙伴就此类支持服务达成的协议获得某些 ABBYY
合作伙伴的支持服务，前提是 ABBYY 合作伙伴的协议不得对 ABBYY 造成额外责任。

7.2.

ABBYY 支持政策的通用条款和条件发布于 ABBYY 网站 https://www.abbyy.com/sm-terms/ 上
。其构成本 EULA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ABBYY 保留随时更改支持政策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如果 ABBYY 支持政策和本 EULA 条款存在冲突，则以 ABBYY 支持政策为准。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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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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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和机密信息，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包括但不
限于美国版权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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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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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条款中，“有限担保期”
指两（2）年（如果您是一名消费者），或者一（1）年（如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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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担保索赔，您必须在有限担保期内，将该软件及购买凭据退回
购买地点，费用由我公司承担。如果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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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或更换该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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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获取更多保修信息，请联系：ABBYY
Europe GmbH, Tassiloplatz 25 – 27, 81541 Munich, Germany，电子邮箱：help@abbyy.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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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lp@abbyy.com。

+61 (02) 9004 7401 ； 电 子 邮 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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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管制
14.1.

本软件的使用权可在区域内授予，并受经济制裁法的约束（见进一步定义）。您知悉并同意这
些法律的适用性及遵守上述法律，您不会接收、使用、转让、直接或间接出口或再出口本软件

或以其他方式将本软件交付至禁运国家（见进一步定义），及/或以中间人的身份安排、资助或
以其他方式促成任何违反任何经济制裁法的交易，及/或采用致使 ABBYY 违反这些法律的方式
。您也同意获取任何所需的许可或授权。您声明并保证适用法律不禁止您接收本软件。
区域指全世界，不包括所有禁运国家。禁运国家包括但不限于：叙利亚、达尔富尔（苏丹）、
伊朗、朝鲜、索马里、也门和古巴。区域清单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您声明您过去和现在均遵守美国当局管理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
室、欧盟、联合国或任何其他适用政府实体对指定国家和地区（“禁运国家”）、政权、实体和
人（合称“禁运目标”）实施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经济制裁法”）。您声明您过去和现在均非
禁运目标且不受任何经济制裁法的约束。
15. 第三方软件/开源软件
15.1.

本软件可能包含其他软件的组件（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非 ABBYY 所有的该等组件受单独
许可条款约束，以遵循附录 1、相应文档或 https://www.abbyy.com 中给出的条款规定。适
用的开源许可不会对您行使适用软件使用权的能力造成重大或不利影响。ABBYY 对任何第三方
软件/开放源码、其变更和更新未做任何保证。ABBYY 可以随时变更第三方软件/开放源码，恕
不事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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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软件在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匈
牙利、意大利、德国、卢森堡、荷兰、柏林、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
班牙、瑞典、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获得，或在本 EULA 的 16.4 款中未直接提到的欧
盟任何其它成员国获得，或在瑞士、挪威、冰岛或列支敦士登、阿尔巴尼亚、波黑、格鲁吉亚
、伊拉克、北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塞尔维亚、黑山、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获得，则本 EULA
应受德国的实体法管辖并依其解释。慕尼黑法院将对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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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曼群岛、直布罗陀、根西岛、马恩岛

、泽西和英属维京群岛获得该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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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条款 16.1 至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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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如果在第 16.1 条至第 16.5 条规定的国家之外的国家交付本软件，则本 EULA 受您获得（购
买）本软件所在国家/地区的实体法管辖并据其解释。
17. 终止
17.1. 除非与 ABBYY 在单独的书面协议中另有约定，或者除非 EULA 或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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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协议的终止不会免除您为本软件付款的义务。定义及第 2 条、

第 7 条至第 18 条和第

3.4.4 条（保密性）在本 EULA 终止或到期后仍然适用，但这并不暗示或造成在本 EULA 终止
或到期之后继续使用本软件的任何权利。
18. 杂项
18.1.

数据处理
18.1. 1 注册和使用信息
18.1.1.1 我们明确表示无意处理未成年人（年龄低于 16 岁）的个人数据，除非获得
其父母或法定代表的同意。因此，我们建议父母参与其子女的在线活动，
以防止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对儿童的个人数据进行处理。如已知年龄
低于 16 岁的儿童向我们发送个人数据，我们仅会直接回复该儿童，告知
他或她我们在收到他或她的个人数据之前必须获得其父母的同意。

18.1.1.2 在本软件的安装、运行、注册和/或技术支持和维护过程中，可能会要求您
向 ABBYY 提供某些个人信息（例如但不限于您的名字、地址、电子邮件地
址、电话号码、公司名称（如有））和技术信息（例如但不限于您的硬件、
第三方软件的特点）。您可以选择不向我们提供您的个人和/或技术信息，
如果提供个人和/或技术信息对向您提供本软件的技术支持或维护至关重要
，或是对本软件提供此类技术支持或维护的要求，且不违背适用法律规定
的情况下，如果您选择不提供您的个人/或技术信息，您将无法获得需要
ABBYY 用户提供个人和/或技术信息才能向其提供技术支持或软件维护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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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同意提供的个人和/或技术信息不超
出 ABBYY 或 ABBYY 合作伙伴的要求，同意 ABBYY 和/或其附属企业或
ABBYY 合作伙伴依据适用法律处理您的个人和/或技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收集和/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前提是在适用法律的要求下维护数据的保密
性和安全性。如欲了解更多有关个人数据处理的信息，请参阅“隐私政策”
：https://www.abbyy.com/privacy。
18.1.2. ABBYY 无权访问您在该软件上所处理的文件中包含的任何个人数据。
18.1.3. 您承认该软件可与 ABBYY 服务器定期进行互联网连接，以检查该软件的状态或下载
附加内容、信息或组件。ABBYY 将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在此类连接时不传输有关您或
您计算机的个人信息。您知悉，当您使用本软件时，有关您使用本软件和/或资源的
数据将自动记录在 ABBYY 的服务器上，包括您系统的相关信息（操作系统、访问日
期和时间）、您的计算机的型号、计算机的位置及您使用本软件的历史数据。
18.1.4. 市场营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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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 ABBYY 具有合法理由进行此类操作（
例如您同意接收此类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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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将从 ABBYY 收到包含软件操作
相关的关键信息（密码相关的电邮、服务通知等）的电子邮件信息。
18.2

与第三方产品搭配使用。如果您将本软件与第三方产品搭配使用，则您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风
险。您需遵守任何第三方供应商条款，包括其隐私政策。对于非本软件原本组成部分的产品，
ABBYY 不提供支持或保证提供持续性的集成支持。

18.3

ABBYY FineReader PDF 的 “ 专 有 权 通 知 ” 是 ： “ABBYY FineReader PDF 16 © 2022 ABBYY

Development Inc.ABBYY 和 ABBYY FineReader 是 ABBYY Development Inc. 和/或其附属公司
的注册商标或商标。这些名称也可以是 ABBYY Development Inc. 和/或其附属公司的徽标、产
品或公司名称（或其中任何部分），且未经各自所有者同意，不得擅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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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FineReader® PDF 16 中的第三方软件/开源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Adobe PDF Library and Adobe Color Profile)

© 2000-2012 Datalogics, Inc.
Datalogics®, The DL Logo®, PDF2IMG™ and DLE™ are trademarks of Datalogics, Inc.

© 1984-2012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nd its licensors.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Adobe PDF Library logo, Reader®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The term "ABBYY SOFTWARE" means here ABBYY FineReader® PDF 16 for Windows and third party
products (including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and any
upgrades, modified versions, updates, additions, and copies thereof.
You acknowledge and agree that third party licensors are the owners of certain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ed

in the

ABBYY

SOFTWARE

and the

Documentation. Such third party licensors are third party beneficiaries entitled to enforce ABBYY’s

rights and your obligations hereunder and to seek appropriate legal and equitable remed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amages and injunctive relief, for your breach of such obligations.
Export Rules. You agree that the ABBYY SOFTWARE will not be shipped, transferred or exported into
any country or used in any manner prohibi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r any
other export laws, restrictions or regulations (collectively the “Export Laws”). In addition, if the ABBYY
SOFTWARE is identified as export-controlled items under the Export Laws, you represent and warrant
that you are not a citizen, or otherwise located within, an embargoed nation and that you are not
otherwise prohibited under the Export Laws from receiving the ABBYY SOFTWARE.
(i) “For acquisition by or on behalf of civilian agencies, as necessary to obtain protection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to that afforded to restricted computer software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developed at
private expense and which is existing computer software no part of which was developed with
government funds and provided with Restricted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subparagraphs (a) through
(d) of the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 Restricted Rights’ clause at 48 C.F.R. 52.227-19 of the
Federal Acquisitions Regulations (“FAR”) and its successors;”
(ii) “For acquisition by or on behalf of units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s necessary to
obtain protection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to that afforded to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developed at private expense and provide with Restricted Rights as defined in
DoD FAR Supplement 48 C.F.R. 252.227-7013(c)(1)(ii) and its successors in effect for all solicitations
and resulting contracts issued on or after May 18, 1987.”
License Grant and Restrictions. ABBYY grants you a non-exclusive right to use the ABBYY SOFTWARE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EULA. You may make one backup copy of ABBYY SOFTWARE, provided the
backup copy is not installed or used on any compu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FTWARE are owned by Datalogics, Adobe and third parties and their suppliers, and their structure,
organization and code are the valuable trade secrets of Datalogics, Adobe and third parties and their
suppliers.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are also protected by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visions. You may not copy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except as provided in this EULA. Any copies that you are permitted to make pursuant to
this EULA must contain the same copyright and other proprietary notices that appear on or in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You agree not to modify, adapt, translate, reverse engineer,
decompile, disassemble or otherwise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rce code of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Except as stated above, this EULA does not grant you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atalogics Software and Adobe Products.

Font License. You may embed copies of the font software into your electronic documents for purpose
of printing, viewing and editing the document. No other embedding rights are implied or permitted
under this license.
Warranty. ABBYY AND ITS SUPPLIERS DO NOT AND CANNOT WARRANT THE PERFORMANCE
RESULTS YOU MAY OBTAIN BY USING THE SOFTWARE.
Trademarks. Trademarks appearing herein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CUMINAS DjVu
Portions of this computer program are copyright © 2008 Celarte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ortions of this computer program are copyright © 2011 Caminov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ortions of this computer program are copyright © 2013 Cumina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DjVu is protected by U.S. Patent No. 6,058,214. Foreign Patents Pending.
Powered by AT&T Labs Technology.
You, as the End-User, have the right to use DjVu SDK as part of the SOFTWARE for the entire period
of such SOFTWARE copyright or for another lesser term of use, stated in the EULA.
Limitations for SOFTWARE obtained at the USA.
Government Use. If use is made of the SOFTWARE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r any US
Government agency,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terms shall apply: (1) Restricted Computer Software, as
defined in the Rights in Data-General clause at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52.227-14; and (2) any
use, duplication, or disclosure by the Government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as set forth in
subparagraph (с)(1)(ii) of the Rights in Technical Data and Computer Software clause at DFARS
252.227-7013.
Export rules. You agree that You shall not export or re-export the SOFTWARE in violation of any
export provisions in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is SOFTWARE was purchased or otherwise
acquired. In addition, You represent and warrant that You are not prohibited under applicable laws
from receiving the SOFTWARE.
Third Party Code: Oniguruma Copyright © 2002-2006 K.Kosako <sndgk393 AT ybb DOT ne DOT jp>.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MD5 A por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derived from the RSA Data Security, Inc. MD5 Message-Digest
Algorithm. Mersenne Twister Copyright © 2006,2007 Mutsuo Saito, Makoto Matsumoto and
Hiroshima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Hiroshima University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TWAIN Toolkit

Whereas the ABBYY SOFTWARE incorporates TWAIN toolkit, the Developer agrees to be bound by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and to include them in (i) the header or similar file in Application and (ii)
prominently in its documentation:
The TWAIN Toolkit is distributed as is. The developer and distributors of the TWAIN Toolkit expressly
disclaim all implied, express or statutory warranti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noninfringement of third party rights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Neither the developers nor the distributors will be liable for damages, whether direct,
indirect, special,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as a result of the reproduction, modification, distribution
or other use of the TWAIN Toolkit.

Pixtran (pixtools)
Is owned by Open Text UK Ltd (UK), further Open Text
Whereas the ABBYY Software incorporates pixtran (pixtools),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 PixTools © Copyright Open Text U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EMC’s and EMC’s licenso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oftware are protected under all legal
theories applicable to the geography where the Software is used.
- You are only granted a right to use the application
- No Warranties. PixTool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Open Text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ies, express or implied,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of PixTools as a part of the ABBYY’s
product. Open Text disclaims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ILL EMC BE LIABLE TO ANY END-USER OR
TRANSFEREE, FOR ANY LOST OR DEGRADED DATA; LOST REVENUE; LOST PROFITS; COST OF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PRODUCTS; OR FOR SPECIAL, INDIRECT, CONSEQUENTIAL,
INCIDENTAL OR PUNITIVE DAMAGES, HOWEVER CAUSED AND REGARDLESS OF THEORY OF
LIABILITY,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IS LICENSE AGREEMENT. THIS LIMITATION SHALL APPLY
EVEN IF Open Text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AND
NOTWITHSTANDING ANY FAILURE OF ESSENTIAL PURPOSE OF ANY LIMITED REMEDY. All rights not
expressly granted herein are reserved by Open Text.

PDF-XChange
PDF-XChange Standard (c) 2001-2013 by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ABBYY grants You a non-exclusive right to use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BBYY SOFTWARE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EULA.

You may make one backup copy of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BBYY SOFTWARE, provided
the backup copy is not installed or used on any compu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BBYY SOFTWARE is owned by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and its suppliers, and its structure, organization and code are the
valuable trade secrets of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and it suppliers PDF-XChange is also
protected by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visions. You may not copy the
PDF-XChange Softw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BBYY SOFTWARE, except as provided in this EULA.
Any copies that You are permitted to make pursuant to this EULA must contain the same copyright
and other proprietary notices that appear on or in the ABBYY SOFTWARE. You agree not to modify,
adapt, translate, reverse engineer, decompile, disassemble or otherwise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rce code of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BBYY SOFTWARE.
Except as stated above, this EULA does not grant You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PDF-XChange.
Export Rules. You agree that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BBYY SOFTWARE will not be
shipped, transferred or exported into any country or used in any manner prohibi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r any other export laws, restrictions or regulations (collectively the
"Export Laws"). In addition, if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BBYY SOFTWARE is identified as
export controlled items under the Export Laws, You represent and warrant that You are not a citizen,
or otherwise located within, an embargoed nation and that You are not otherwise prohibited under
the Export Laws from receiving PDF- 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BBYY SOFTWARE.
All rights to use PDF-XChang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BBYY SOFTWARE are granted on condition that
such rights are forfeited if You fail to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EULA.
Trademarks. PDF-XChange Drivers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Tracker Software
Products Ltd in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and/or other countries.

The ABBYY SOFTWARE may contain other third party/open source software. You can fi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hird-party software and licenses for such third party/open source software in
the ABBYY SOFTWARE and/or in the documentation accompanying the ABBYY SOFTW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