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TC 軟體產品之許可權類別 

 
本文件中的表格描述了 PTC 的每一種標準軟體產品的許可權類別。每種許可權類別的總名稱之後都有一段

關於該類許可權的一般性文字說明。但是，關於該等軟體產品在使用方面的全部限制性條款，並未完全囊括

在本文件中。關於該等限制性條款，請參見 PTC 與客戶之間的《許可權協議書》（“License Agreement＂）。

如本文件中的相關說明與《許可權協議書》中的有關內容存在抵觸之處，以《許可權協議書》為准。 

 

併發用戶:  在任何一個給定時間內，每一件併發用戶產品的許可權只可由一個人使用。 
一般情況下，併發用戶產品是“流動＂的，但如下情形者除外： 

• 指定電腦：如果產品名稱中包含有“固定＂、“鎖定＂、“節點鎖定＂等字眼，即表

示該等軟體產品只能在安裝該等軟體產品的指定電腦上使用。 
• 許可權鎖定：如果軟體產品的名稱包含“外延＂（extension）的字眼，或者，如果產

品編號中包含一個尾碼字母“L＂，那麼，該等軟體產品只能作為另外某件PTC軟體產

品的延伸產品、與該等另外的PTC軟體產品一同使用， 
• 解密器許可：如果某件軟體產品是同一個解密器（一種每次只能在一台電腦上啟動的

硬體部件）一同提供的，則該軟體產品只能以共用同一解密器的方式由不同用戶共用

使用。 
   

指定伺服器:  每一件指定伺服器產品只能在用戶指定用於初次安裝該軟體產品的電腦伺服器上使用，且該指

定伺服器應該只有一個可適用之業已安裝的軟體產品的單一應用實例。 
 

有一種稱為“指定伺服器許可權（一個 CPU 一份許可權）＂的指定伺服器許可權衍生模式。

對於這一類的軟體產品，其許可權僅限於只有一個中央處理器（CPU）的伺服器。每增加一個

CPU，必須增加一份許可權。 
 

 
註冊用戶:   註冊用戶產品只能由事先指定的註冊用戶個人、通過使用密碼來使用。在任何時間節點內，只

要某件註冊用戶產品的註冊用戶總人數不超過在同一時間節點上使用該軟體產品的有效許可

權數量，客戶可隨時增加和/或更換新的註冊用戶。但是，如果某用戶從前曾是註冊用戶、但

現在要恢復其註冊用戶身份，則須按 PTC 現行生效的費率重新向 PTC 支付許可權費。 
 
個人使用者如接取註冊用戶之授權產品或其所含之資料，無論通過網路接口、或用整批登入機

制、或以其他間接方式接入此等授權產品或其資料，每一此等個人使用者皆需取得授權。 
 
“基於每個應用實例＂:  對於基於每個應用實例進行授權許可的軟體產品，在可適用之軟體產品與其聯接的系

統中，每存在一個應用實例，就需要有一份許可權。 
 

 
 “場地許可權＂:  以“基於使用場地的許可權＂方式授權使用的軟體產品，客戶每在一個場地使用，就需要

有一份許可權。 
 
 

套裝軟體:   對於 PTC 套裝軟體產品，套裝中的每個軟體成分只能與該套裝的基席（base seat）一同使用，

而其許可權類別，則應與該軟體單獨授權情形下的許可權類別相同。例如，與 Pro/ENGINEER 
Enterprise XE 捆綁在一起的 Windchill PDMLink 和 Windchill ProjectLink 註冊用戶許可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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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於一位註冊用戶而進行授權的，並且應作為一個整體來分派給某一位 Pro/ENGINEER 的註

冊用戶個人使用。 
 

 

 

 

許可權類別表 

除非在客戶提交的 PTC《報價書》或《訂單確認書》中的軟體產品名稱或產品編號中規定了其他不同的許可權類別，否則，針對

每一種 PTC 標準軟體產品，其許可權類別按下表中的規定執行 

Pro/ENGINEER 及其它 MCAD 軟體產品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Pro/ENGINEER 系列的軟體產

品（但不包括特別注明的

Pro/ENGINEER 產品） 

併發用戶 Pro/CONCEPT 併發用戶 

Pro/ENGINEER 應用程式工具

包 
註冊用戶 CoCreate 系列（但不包括特

別注明的 CoCreate 產品） 
併發用戶 

Rights Management User許可權 
 

註冊用戶 CoCreate Modeling Personal 
Edition 
 

註冊用戶（但是，在將該許可軟體產品分

派給了某一位註冊用戶使用之後，即使原

來的註冊用戶不再受雇於客戶，客戶亦不

得將該許可權再分派給另外的用戶使用）

CADDS 併發用戶（除了德國、奧

地利、瑞士之外，須支付

“使用許可權費＂） 

CoCreate Integration for SAP 
ERP 

註冊用戶 

 
Mathcad 軟體產品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Mathcad 的批量許可權 併發用戶 

 
Mathcad 的單一用戶許可權 註冊用戶(但是，在將該許可軟體產品分派

給了某一位註冊用戶使用之後，即使原來

的註冊用戶不再受雇於客戶，客戶亦不得

將該許可權再分派給另外的用戶使用) 
 
 

Arbortext 軟體產品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Arbortext 系列的軟體產品 
（但不包括特別注明的

Arbortext 軟體產品） 
 

併發用戶 Arbortext Provisioning Transaction 
Manager 

並發用戶 

Arbortext 出版引擎 指定伺服器（每個中央處

理器 CPU 一份許可權） 
Arbortext Learning Content Manager - 
S1000D 

指定伺服器 

Arbortext InterLeaf Extraction 
Tool 

併發用戶（鎖定） Arbortext IsoView 基於使用場地的許可權 

Arbortext Content Manager 
 

註冊用戶 Arbortext Dynamic Link Manager 指定伺服器 

為 Oracle Content Manager 配套

的 Arbortext Adapter 
 

指定伺服器（每個中央處

理器 CPU 一份許可權） 
Structured Product Labeling 指定伺服器 

為 Oracle CM/SDK 配套的

Arbortext Adapter 
 

每個應用實例一份許可權 Arbortext Advanced Print Publisher – 
Enterprise 
 

指定電腦、指定伺服器或每個

CPU 一份許可權，具體按照軟

體產品名稱中所規定者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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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ortext Companion for 
Microsoft Word 

每個伺服器一份許可權+
每位註冊用戶一份許可權

Arbortext CSDB - S1000D  並發用戶 

Arbortext IETP Viewer - 
S1000D 

指定伺服器（每個伺服器

一份許可權） 
Arbortext LSA Interface  指定伺服器 

Raytheon Eagle Product 併發用戶 Arbortext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每個伺服器一份許可權 
 
 

Windchill, Pro/INTRALINK, ProductView, NetRegulus 以及 Intercomm 軟體產品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Windchill 系列的軟體產品 
（但不包括特別注明的

Windchill 產品） 

註冊用戶 ProductView “Standard”  註冊用戶 

Windchill PartsLink Catalog 指定伺服器 ProductView Adapters 指定伺服器 
Windchill Enterprise Systems 
Integration（Windchill 企業系統

集成）（但不包括特別注明的

Windchill Enterprise Systems 
Integration 產品） 

指定伺服器 ProductView “Concurrent”  併發用戶 

Windchill Enterprise Systems 
Integration Adapters 

基於每個應用實例的許可

權 
InterComm 系列的軟體產品 
（但不包括特別注明的

InterComm 軟體產品） 

併發用戶 

Windchill Info*Engine Adapters 
 
Windchill Info*Engine Access 

基於每個應用實例的許可

權 
註冊用戶(*) 

InterComm EDA Compare 
InterComm EDA Conduit 

指定伺服器（但是，每份許可權只可由

30 名註冊用戶使用） 

FlexPLM 註冊用戶 InterComm “Enabled” Products 註冊用戶 
Pro/INTRALINK 系列的軟體產

品（但不包括特別注明的

Pro/INTRALINK 軟體產品） 

併發用戶 InterComm Interfaces 基於每個應用實例的許可權 

Pro/INTRALINK Toolkit Access 註冊用戶 NetRegulus NetRM Framework 指定伺服器（每個 CPU 一份許可權）

NetRegulus Study Administrator 註冊用戶 
NetRegulus Study Data 
Manager 註冊用戶 

NetRegulus Case Report Form 
Administrator 註冊用戶 

NetRegulus Case Report Form 
Builder 註冊用戶 

NetRegulus Complaints 註冊用戶 NetRegulus CAPA 註冊用戶 
NetRegulus NCR 註冊用戶 NetRegulus Audit 註冊用戶 
NetRegulus Quality Package 註冊用戶   

 
(*)如果客戶使用 Info*Engine Access 來使客戶的 Windchill 用戶能夠與第三方的系統進行連接，客戶應爲每一位 Windchill
用戶購買一位 Info*Engine Access 的註冊用戶許可權。 

 
 

InSight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即以前的 “Synapsis” or (EMARs”)軟體產品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InSight Family of Products (但
不包括特別注明的 InSight 系
列軟體產品) 

指定伺服器 InSight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 Concurrent User 併發用戶 

Relex Reliability 軟體産品 並發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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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用軟體產品 
 
許可軟體產品名稱 許可權類別 
所有線上學習軟體產品的訂購

（比如 Pro/FICIENCY, Create, 
Control, Collaborate, Coach 等） 

註冊用戶 
特別說明：不拘泥於《許可權協議書》中任何與此相反的規定，(a) 該等軟體產品的使用不需局限於位於

指定國家內的人士；以及  (b) 針對該等軟體產品，客戶不得以某一位元註冊用戶來替代另一位註冊用

戶，但是，當某位註冊用戶不再受雇於客戶時，客戶可以讓另一位元註冊用戶來取代該名已離職的註冊

用戶。 
  

 
 

 
說明: 

升級：如果PTC的軟體產品乃是作為之前某個版本之升級而授權給客戶使用的，那麼。客戶首先必須就PTC認定有資格享受升級服

務的某件原軟體產品獲得使用授權。在安裝了升級版本的軟體產品之後，升級時授權許可的軟體產品應取代構成升級理由的原軟

體產品，或者成為其補充部分，而客戶亦不得再繼續使用原來的軟體產品。 

 

互操作性工具/工具包。PTC提供互操作性工具（比如，Pro/TOOLKIT、或者 J-Link、 Pro/ Web.Link、以及應用編程介面）的目

的，僅僅是為了幫助客戶能夠（獨立地，或者是在某一第三方的協助下）在許可軟體產品與客戶的其他電腦系統或程式之間實現

互操作性。客戶不得將該等互操作性工具之全部或其任何部分向任何第三方分派，亦不可利用該等互操作性工具來開發任何新的

互操作性工具用來向第三方分派。 

Windchill: 

Windchill 軟體產品的“輕度用戶＂許可權，只可分派給主要在客戶內部組織架構內的如下職能領域中工作的註冊用戶（“輕度

用戶＂）使用：製造、生產、採購、財務、品質、銷售、服務與支援、以及市場推廣。但是，在如下職能領域中承擔實質性職責

的任何註冊用戶，不得視為輕度用戶：產品工程、應用工程、產品管理、Windchill 系統管理、編程辦公室、技術出版及採購工

程。除非客戶為軟體產品及維護服務支付了可適用之升級費用，或者，在客戶尚未為軟體產品及維護服務支付可適用之升級費用

之前，客戶不得將輕度用戶許可權分派（或再分派）給其身份並非輕度用戶的人士使用。客戶每擁有兩份輕度用戶許可權，就必

須至少擁有一份重度用戶許可權。 

Windchill軟體產品的“外部用戶許可權＂只可分派給其身份為外在於客戶及其關聯企業的供應商、第三方及其他註冊用戶（“外

部用戶＂）使用。在任何一個日曆月份中，只要某份外部用戶許可權的使用人數不超過一位外部用戶，客戶便可將外部用戶許可

權再分派給另外一位外部用戶使用、而不需要支付額外的許可權費。 

Windchill 軟體產品的“View/Print 許可權＂的意思為，該類許可權的使用僅僅局限於 Windchill 的如下基本功能：(a) 運用

Windchill 搜索引擎、通過在元數據及內容資料中找到的關鍵字配對來確定 Windchill 所管理的搜索目標的位置的全文本搜索功

能； (b) 通過與元數據配對來確定 Windchill所管理的搜索目標所在位置的資料庫搜索功能； (c) 通過分析文件夾資訊分類結

構來找到 Windchill所管理的搜索目標的功能； (d) 對於通過前述各種方法所找到的 Windchill管理的任何目標，如果有任何內

容作為該目標之一部分而存在的話，查看列明 Windchill所管理的目標的元數據屬性並提供下載檔夾內容功能的“屬性＂頁面的

查看功能；以及 (e) 將搜索目標列印出來的功能。View/Print的許可權明確地不包括如下功能（但不限於不包括如下這些功能）：

(1) 參與工作流及生命週期行動專案的功能；(2) 分析、導航檔夾資訊分類關係之外的關係（比如，產品結構關係、變更申請/

訂購關係，等等）的功能； (3) 以任何方式上傳內容檔夾或修改元數據的功能；以及 (4) 創建或修改資料的功能。 

 

依照其許可權類型而定，下列使用限制規定適用於Windchill系統中的業務報告功能，此等功能係由IBM/Cognos授權： 

(i) 每一 Windchill 授權 (亦即 PDMLink 以及外加模組如 MPMLink 及 RequirementsLink) 都包含授權使用以下各種商業報

告功能： (a) 選取報告、閱覽報告、以及設置個人偏好 (語文、時區等)；(b) 使用授權的 Windchill 業務報告作者 (界定

如下) 或用不違反使用限制的任何編製系統製作時程報告，回應系統提示，輸出其他格式的報告如 PDF 以及 CSV，訂

閱定期報告，製作及管理報告檔案夾及入口網頁，製作個人化的標準報告，接收 Event Studio 事件通告；以及 (c) 管理

與業務報告相關的伺服器環境及安全事項，及管理報告時程。 

(ii) “Windchill 業務報告作者” 的授權允許執行如前款 (i) 所述之各項功能，但客戶得准許規定數量的註冊用戶使用

Query Studio 模組、Report Studio模組及其相關功能，並可使用架構管理程式 “Framework Manager” 建立資料範本。 

(iii) “Windchill 業務報告監控＂許可權（A “Windchill Business Reporting Monitor”license）的意思為，客戶

可以允許規定數量的註冊用戶使用 Event Studio模組。 

(iv) 客戶必須妥善組構業務報告功能，確保每一類型用戶僅使用符合前述授權的報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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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PLM: 

FlexPLM 軟體的“輕度用戶＂許可權只能分派給在客戶組織架構內部的如下職能領域內不擔任實質性職務的用戶使用：系統管理

員、工藝設計師、結構開發、色彩開發、製作/集成/試驗專家、商品化計畫、產品品質及採購（“輕度用戶＂）。除非客戶為軟

體產品及維護服務支付了可適用之升級費用，或者，在客戶尚未為軟體產品及維護服務支付可適用之升級費用之前，客戶不得將

輕度用戶許可權分派（或再分派）給其身份並非輕度用戶的人士使用。客戶每擁有兩份輕度用戶許可權，必須至少擁有一份重度

用戶許可權。 

FlexPLM的“供應商許可權＂或“外部用戶身份許可權＂（External User Capacity licenses）只能分派給其身份爲客戶及其關聯企業

之供應商及其他第三方機構或第三方人士的用戶（外部用戶）使用。在任何一個日曆月中，只要一份外部用戶許可權的使用人數

不超過一位外部用戶，外部用戶許可權可重新分派給另外一位外部用戶使用、而不需要另行支付額外許可權費。 

 

InterComm: 當 Unix版本的 InterComm軟體中包含有 Mainsoft的 MainWin Dedicated Libraries軟體時，以下額外條款將適用： 

o 可接觸、使用 InterComm軟體產品的人數與業已購買的許可權數量之間的比例，不可超過 3比 1；以及 

o Mainsoft 的所有權以及 the Libraries 軟體受到與本協議書中各項條款條件相同程度的保護；PTC 並未代表 Mainsoft

公司做出任何陳述或保證。微軟公司（Microsoft）為本許可協議書的第三方受益人。 

Arbortext IsoView Distribution Kit: 不拘許可權協議書中任何與此相反之規定，Arbortext IsoView 許可軟體産品的 Distribution Kit
許可權准許客戶：(1) 在一座獨立的建築物內、或者是在屬於同一個位址的建築群內、使用 Arbortext IsoView 軟體産品來開發“互

動式電子技術手冊＂（Interactive Electronic Technical Manuals, 簡稱“IETM”）、或者是用來開發與許可軟體産品原有功能明顯不

同的軟體應用程式或明顯不同的軟體內容（比如，某件 IETM）（“應用程式＂）；(2) 依照本段條款相關規定，將捆綁在某件 IETM
當中、或者是捆綁在客戶開發的功能明顯不同的其他軟體內容或應用程式當中的可適用之安裝程式文檔以及包含在其中的 runtime
軟體成分轉許可給客戶之最終用戶使用，其用途應僅限於與該等 IETM 及/或客戶開發之功能明顯不同的軟體內容或應用程式連同

一起使用的情形，且不得進一步再許可。客戶向其最終用戶進行轉許可的權利，僅僅在客戶開發出來的應用程式或軟體內容的功

能與許可軟體産品固有功能明顯不同的情形下方可適用。如果客戶出於演示說明目的而將該等安裝程式文檔安裝在客戶的網頁

中，客戶必須通過要求使用某個受到限制的密碼的方式、來對該等安裝程式文檔進行保護。任何該等轉許可均只可授予那些同意

遵守許可權協議書中與該等使用情形相關之所有條款條件約束的客戶之最終用戶。客戶不得拆除包含在 Arbortext IsoView 許可軟

體産品中的任何權屬告示或標簽，並應在客戶所開發出來的每一份 IETM 或應用程式中加進一份有效的權屬告示。如果客戶將

runtime 軟體成分及其副本作爲 Arbortext IsoView 軟體的安裝文檔之一部分來進行使用或進行分派或銷售，並因此而給 PTC 或微

軟公司帶來任何損害或損失，客戶須對 PTC 及微軟公司做出相應賠償，使其免於遭受任何損失或損害。 

 

ESI Adapter: 對於 ESI Adapter在非生產性環境中的使用，客戶最多可有 75名開發人員通過臺式電腦接觸和使用 ESI Adapter，

其使用目的應僅僅局限於 ESI Adapter的試驗、產前導入與支援。 

 
家庭使用許可權：如果客戶的許可權是一種“家庭使用許可權＂、或者是一種“移動便利式＂的許可權，那麽，這種許可權只能

供其身份爲該軟體産品的一份非家庭使用許可權的一位主要用戶的客戶之雇員或承包商在家中使用。 

 

教學版本的許可權. 

 

如果許可軟體產品標明為“教學定價＂、或“教學版本＂或“學術版本＂，則其客戶必須為某家核發文憑教學機構的註冊學員或

雇員，並僅僅出於教學目的而使用許可軟體產品。如果客戶不符合該等資格要求的其中任何一項，客戶不得享受本協議書項下之

權利。利用某家教學機構的設施進行受資助之研究或非教學性質的研究，不得視為教學性質的使用，並將構成對本協議書相關條

款的違約。 

 

對於在固定場所使用的教學版本許可權，其使用席位限制按如下規定執行：大學版本—500席位、學校高級版本（僅限於歐洲）——

35席位、學校版本——300席位、Windchill——100名註冊用戶。一旦客戶的員工當中不再擁有符合 PTC要求的許可軟體産品使

用最新資格標準（該等資格標準由 PTC制訂、並可不時變更）的、經過 PTC培訓並獲得認證的教師，該客戶之固定場所使用學校

版本許可權即自動自行終止。客戶同意，客戶每向一名學員提供學校版本許可權，客戶均須要求該等學員簽署 PTC最新格式的學

生版本許可權協議書；並且，當 PTC提出要求時，客戶應將該等協議書之副本提供給 PTC。 

 

全球許可權/受限制的全球許可權.  根據《許可權協議書》的規定，除全球許可權及受限制的全球許可權之外的 PTC軟體產品，

都只能在訂單檔中所規定的作為安裝國家的指定國家內安裝和運行；而全球許可權及受限制的全球許可權則受如下許可限制條件

的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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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許可權。不拘泥於《許可權協議書》中限制許可軟體產品只能在安裝國家使用的任何限制條款的規定，“全球許可權＂

允許客戶將該等許可軟體產品安裝在客戶在全球範圍內的任何工作場所。 

受限制的全球許可權。不拘泥於《許可權協議書》中限制許可軟體產品只能在安裝國家使用的任何限制條款的規定，“受限

制的許可權＂允許客戶將該等許可軟體產品安裝在位於指定國家及/或獲准國家中客戶的任何工作場所。“獲准國家＂指中

國、印度、俄羅斯、捷克共和國、波蘭、匈牙利、馬來西亞、南非、以色列、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以及羅馬尼亞。 

 

在線學習許可權：如果客戶購買的是在線學習軟體，客戶可選擇將軟體産品安裝在客戶的伺服器中，以供客戶內部使用。並且 (a) 

使用在線學習軟體不限於未在指定國家境內的使用者；(b) 客戶不得更換註冊用戶，但已註冊之用戶離職則客戶可以更換註冊用

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