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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协议
当前许可此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是您作为个人或法人（以下简称“用户”与 Doctor Web 
公司（以下简称“权利所有人”）之间签署的授权协议，Doctor Web 公司是用于Android 
操作系统的Dr.Web®家族软件（以下简称“软件”）所有知识产权的所有人，软件中可能
使用根据俄联邦法律和国际法准则授权使用的其他研发人员的研发成果和技术。协议内容
如下：

1.本授权协议规定的所有条款适用于本协议所伴随的软件。

2.依据俄罗斯联邦民法第1286条第3款的规定用户自开始使用软件起即为完全接受本协议的
全部条款。

3.如果用户不同意本授权协议的任一条款或条件，则用户无权使用软件且不应进行软件的安
装、复制、启动或以其它方式与软件进行作用。违犯本协议而使用软件将被视为是未经权利
所有人同意（准许）而对软件进行的使用，将追究民事以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4.如用户是软件的合法所有人，并完全接受本协议的全部条款，则用户获得在世界任一地方
通过打开、有限安装、启动软件以及将软件写入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其它受保护
对象）内存的方式使用软件的非排他性权利。

4.1.一份软件的授权使用期限、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其它受保护对象）数量有/
无技术支持，以及用户在合法获取软件过程中选择的其他软件使用适用条件都体现于授权
密钥文件，或体现于软件使用权购买源的用户账户。

4.2.用户获得的软件的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号码（序列号）用于形成授权密钥文件。序列号
注册在权利所有人网站的相应网页 (http://products.drweb.com/register) 进行，或者在软件
安装过程中使用自动注册延期工具（必须连接互联网）进行。序列号注册完成后自动生成授
权密钥文件。

4.3.本协议4.1-4.2、5.1和5.4款不适用于权利所有人不限制其使用期限的非全功能软件即试
用软件和全功能软件（以下均简称“无限期软件”）。无限期软件的名称、功能与用户在合
法获取无限期软件过程中所选择的该软件名称相符。无限期软件的授权使用期遵照俄罗斯法
律规定的软件排他性权利的有效期。本协议的所有其它适用于软件的条款和规定同样适用于
无限期软件。

4.4.在本协议框架内使用软件授权的酬金金额在用户选择和/或安装软件过程中向用户展示
并符合权利所有人为用户所选软件在其使用权购买源规定的酬金金额。

5.用户只有在完全接受并遵守本协议所有条款的情况下才有权使用软件：

5.1.只能依据授权密钥文件或软件使用权购买源的用户账户中规定的计算机（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或其它受保护对象）的数量和期限来使用软件。

5.2.用户接受并同意权利所有人发布于权利所有人网站的隐私声明 (http://company.drweb.
com/policy/)，并同意权利所有人获得和可能获得的用户信息，包括用户个人信息和联系技
术支持部门时提供的信息，权利所有人可以自行决定使用（包括发送给第三方），包括向用
户指定是邮箱地址发送邮件。

5.3.用户明白并同意软件在运行期间能够向权利所有人发送（包括但不仅限于）有关侦测到
的威胁和用户所访问网站的信息，并同意通过注册软件时指定的邮箱接收权利所有人的服务
性通知 (http://license.drweb.com/notifications/)。

5.4.用户有权制作授权密钥文件所规定数量的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其它受保护对
象）上安装软件所必需的相应数量的授权密钥文件副本。用户最多只能保留两个授权密钥
文件备份副本，无权将这些副本转让给任何第三方，无权将其写入可由第三方获取的介质，
也无权将其在因特网发布或以其他方式使他人能够获取。如用户合法获得的授权密钥文件丢
失、被销毁或无法使用，权利所有人可以考虑用户恢复密钥的申请。

5.5.在使用软件期间用户有权通过因特网络随着权利所有人发布更新和升级获得病毒库更新
以及软件程序模块升级。软件的所有更新都是软件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权利所有人没有另行
规定其他条件，只能依据本授权协议规定的条件与软件一并使用。用户购买的软件如包含技
术支持，则用户在软件使用期内可以联系权利所有人技术支持部门或与权利所有人签订有相
应合同的软件传播者获得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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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禁止用户以任何形式和任何方式对软件进行传播，包括不得以出售、租赁、出租或转交他人临时使用、借用的方
式，以及出于上述任一目的而进行导入。

5.7.未经权利所有人的书面同意，禁止用户对软件的目标代码进行改编、反编译、反向工程、解密或执行目的是获取软
件中所用算法有关信息的其它操作，俄罗斯联邦现行法律有直接规定的情况除外。禁止用户以任何方式修改授权软件的
内部保护机制。使用和/或复制内部保护机制已过时或已损坏的软件均被视为非法行为。

5.8.软件不适用也不可使用于因软件运行错误会造成人身安全、健康威胁或导致损失的服务于生活保障系统的信息系
统。

5.9.本协议不授予用户任何涉及权利所有人持有的商标或其他标志性材料的权力。

5.10.软件仅提供给依照本协议条款授予使用权利的用户使用。禁止将软件提供给第三方。软件权利转给另一用户只能在
俄罗斯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6.按照国际惯例，软件及随附文件依据“按原样”("AS IS")原则提供。这意味着对包括但不仅限于在用户安装、更新、支
持或使用软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后果（包括与其它软件、程序包、驱动程序等的不兼容），因随附文件理解歧义而引
发的问题，以及软件使用效果与您的预期不符等等），权利所有人不承担责任。

7.对于因（但不仅限于）软件与安装在同一电脑（工作站、服务器、移动电话、智能手机等等）的其它软件、软件与电
脑（工作站、服务器、移动电话、智能手机等等）硬件设备不兼容或产生冲突而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权利所有人不承
担责任。

8.因本协议而产生的权利所有人和用户关系的应用法律为俄罗斯联邦法律。所有与本协议实施相关的争议和分歧均在权
利所有人所在地相应司法机关审理。

9.权利所有人有权单方面对本协议作出修改。权利所有人以其可以利用的方式通知用户新版协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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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Web was the first company to offer an anti-virus as a service and, to this day, is still the undisputed Russian market leader in Internet security services for service providers. 
Doctor Web has received state certificates and awards; our satisfied customers spanning the globe are clear evidence of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created by our tal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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