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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o� 提供 myMerlin™ 应⽤程序（下⽂简称为“应⽤程序”），它将数据传输到 Merlin.net™ 患者监护⽹络（下⽂简称
为“Merlin.net”）（统称为“服务”），以便您的医⽣或医院可以远程监测您的⼼脏监测仪并为您提供治疗。Pacese�er,
Inc.（⼀家 Abbo� 公司）提供 Merlin.net。

我们致⼒于保护您的个⼈信息。本隐私声明和同意书（下⽂简称为“隐私声明”）解释了我们如何处理您为使⽤服务⽽
提供的个⼈信息以及如何保护您的个⼈信息安全。 我们知道，本隐私声明中包含许多信息。 我们希望为您提供简短
且⽅便查看的摘要，指明我们如何处理、保护、保留、存储和披露您的个⼈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关
于服务和 +个⼈信息的安全性。
 
本摘要并未列出全部内容。您需要阅读以下隐私声明的相关部分，以充分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信息。

我们会在您设置应⽤程序时使⽤个⼈信息，其中包括您的出⽣⽇期和设备序列号。 在为⼼脏监测仪配对时，我们会
使⽤您的电⼦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进⾏身份验证。 此应⽤程序将信息从您的设备传输给我们，如果您联系我们的客
户服务，我们将单独保留与您的技术⽀持请求相关的记录。 我们还会使⽤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输⼊到 Merlin.net 中的
个⼈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您的个⼈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和+特定于国家/地区的规定。

我们使⽤个⼈信息来：(1) 为您提供服务；(2) 遵守法律义务，包括与医疗设备安全、质量和改进有关的义务；(3) 在个
⼈信息被去身份化、假名化、聚合化和/或匿名化后进⾏研究，以便⽆法通过姓名识别您的身份。 我们进⾏研究以便
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使⽤⽅式和效果，以及进⾏实际的证据研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Abbo� ⾃⼰对
您的个⼈信息的使⽤、+医疗设备和其他法律要求, +研究、 +个⼈信息的保留。
 
我们严格限制我们与谁共享您的个⼈信息，绝不会为了我们的商业利益⽽将这些信息出售给第三⽅。 我们会与我们
的附属公司共享个⼈信息，以便帮助⽀持服务并为其提供技术援助，从⽽实现合规性、开展研究，或执⾏故障排除/
诊断和更⼴泛的分析以检测系统问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我们对个⼈信息的披露和+Abbo� 在向您的医
疗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时对个⼈信息的访问。

如果您所在的位置授予您与您的个⼈信息有关的某些权利，我们将响应此类请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个
⼈⽤户如何访问和更正个⼈信息以及您的权利。

 
我们将与服务相关的个⼈信息存储在位于美国的服务器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数据存储和 +个⼈信息的
跨境传输。我们还建议您查看 +特定于国家/地区的规定，因为根据您居住的国家/地区，可能还会有其他规定适⽤。
 
请⾸先与您的医院联系并向他们提出所有与服务相关的询问。当您的医院为您提供医疗服务时，该医院便是您的个⼈

数据的“控制者”。我们代表他们充当您的个⼈信息的“处理者”，为您和您的医院提供服务。如果您对隐私有任何疑问
或意⻅，可以发送电⼦邮件⾄以下地址与我们联系：privacy@abbo�.com.如果您位于欧洲经济区，则可以联系我们的
欧洲数据保护官或联系您当地的数据保护机构。如需 Abbo� 的欧洲数据保护官的详细联系信息以及其他有⽤联系信
息，请访问 www.EU-DPO.abbo�.com。有关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联系我们。
 
如果我们通过进⾏重⼤更改来更新本隐私声明，则当您下次使⽤该应⽤程序时，我们会通过电⼦邮件或该应⽤程序提

醒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本隐私声明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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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ese�er, Inc.（⼀家  Abbo� 公司）提供  Merlin.net™ 患者监护⽹络（下⽂简称为 “Merlin.net”）。Abbo� 提供
myMerlin™ 移动应⽤程序（下⽂简称为“应⽤程序”）（Merlin.net 和应⽤程序统称为“服务”）。 在本隐私声明中，凡
是提及“Abbo�”、“我们”和“我们的”，均指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 Abbo� Park 的 Abbo� 公司集团。

我们知道数据保护和隐私的重要性，并致⼒于保护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本隐私声明描述了 Abbo� 如
何在您使⽤服务时收集和使⽤您的个⼈信息。

请在注册使⽤此应⽤程序之前仔细阅读本隐私声明，因为本声明适⽤于处理、传输和存储您的个⼈信息，包括 Abbo�
和某些附属公司保存的与健康相关的数据（如下所述）。它也适⽤于我们的附属公司和我们的处理者对您的个⼈信息

的处理（如果解决与这些服务相关的客户服务问题需要这么做）。

本隐私声明不适⽤于由其他 Abbo� 附属公司或⼦公司或通过其他⽅法（如其他 Abbo� ⽹站、其他 Abbo� 客户呼叫中
⼼，或者您的医⽣使⽤ Merlin.net）处理或收集的个⼈信息，通过这些⽅法处理或收集的个⼈信息可能适⽤其他隐私
政策。

 
注册和使⽤此应⽤程序即表示您接受本隐私声明，并且您：

确认您已达到可以接受本隐私声明的法定年龄；

您代表您⾃⼰同意或代表您切实有权合法代表其接受本隐私声明的另⼀⼈同意。

接受或同意本隐私声明和同意书即表示，您明确确认您对此应⽤程序和服务的使⽤受本隐私声明以及本隐私声明中所

述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处理和传输条款的约束。

 
在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所要求的范围内，单击 [接受] 或 [同意] 即表示您明确同意处理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
相关的信息），以及将您的信息转移到 Abbo� 在美国的服务器。
 
您的同意是基于您的⾃由意志的，并且您确认您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向 Abbo� 提供个⼈信息。
 
+关于我们

Abbo� 是该应⽤程序、Confirm Rx™ 插⼊式⼼脏监测仪（下⽂简称为“ICM”）和 Jot Dx™ ICM 的制造商。

位于 15900 Valley View Court, Sylmar, California 9134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 Pacese�er, Inc.（⼀家 St. Jude Medical,
LLC 附属公司，Abbo� Laboratories 的全资⼦公司）是 Merlin.net 提供商。

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为了向您提供医疗服务⽽成为您个⼈数据的控制者。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负责决定如何处理您的

个⼈数据，并确保通过服务传输的信息符合适⽤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律。本⽂所指的“控制者”的定义以欧洲经济区、
英国和瑞⼠数据保护法律中的定义为准，并且（如果适⽤）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数据保护和隐私法律中的类似术语具
有同等含义。

当我们将个⼈信息⽤于以下⽤途时，Abbo� 是个⼈信息的控制者：(1) 为您提供服务；(2) 遵守法律义务，包括与医疗
设备安全、质量和改进有关的义务；(3) 进⾏与服务有关的研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Abbo� ⾃⼰对您的个⼈信
息的使⽤.

+关于服务

Merlin.net 是⼀个远程医疗系统，其中包含通过服务从您的 ICM 传输的信息。

服务能够快速、⾃动地传输从您的 ICM 中收集的信息并通过应⽤程序上传到 Abbo� 的安全的专⽤数据库。通过
Merlin.net，您的医疗服务提商可以看到您的⼼脏跳动何时开始不同。 该应⽤程序将根据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设定的



设置将您的⼼脏数据发送到您的医院。 服务将帮助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监测您的⼼律并修改治疗⽅案，⽽⽆需让您
亲⾃前往医院就诊。

您必须将移动设备连接到 WiFi 或蜂窝/移动数据，并且必须使⽤该应⽤程序，以便医疗服务提供商可以远程监测您的
⼼脏数据。 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必须先在 Merlin.net 上为您注册，然后您才可以使⽤服务。 在应⽤程序中输⼊出⽣
⽇期和 ICM 的序列号后，您可能需要获取激活码，您可以选择让系统将其发送给您。在应⽤程序中输⼊该激活码

后，必须确保 Bluetooth®
[1]

 ⽆线技术保持 [打开] 状态，以将您的 ICM 与该应⽤程序配对。 请将 [通知] 保持 [打开] 以
接收状态更新和提醒。设置完成后，应⽤程序将通知您。

该应⽤程序将定期连接到您的 ICM，并传输有关 ICM 性能的信息。该应⽤程序还将有关您的⼼律的信息传输给您的医
疗服务提供商，后者将能够接收警报和更新，以及登录 Merlin.net 来监测您的⼼律。 

+您的个⼈信息的收集和处理

当您使⽤应⽤程序时，将会处理以下类别的个⼈信息：

您的 ICM 序列号和出⽣⽇期；

您的电⼦邮件地址和/或电话号码，以便我们可以向您发送激活码；

⽉份、⽇期和时间信息从您的 ICM 发送到 Merlin.net；

有关您的 ICM 名称和型号的信息；

定期报告，表明⾃上次报告以来您的 ICM 如何与应⽤程序交互以及应⽤程序如何与 Abbo� 服务器交互；

有关应⽤程序性能的信息，包括崩溃报告；

定期⽇志报告，记录⾃上次提供维护报告以来的应⽤程序活动。

应⽤程序与您的 ICM 链接并将其中的数据传输到 Merlin.net。与 Merlin.net 相关的服务将使⽤其他个⼈信息，其中包
含医疗服务提供商在为您创建 Merlin.net 患者档案时输⼊的、与健康相关的数据。该个⼈信息可能包括您的电话号码
或电⼦邮件、ICM 型号和序列号，以及其他可选字段，其中包括性别、种族、⾸选语⾔、临床意⻅、ICM 功能、治疗
⽇期和传输⽇期、有关您的状况的信息、医院分配的患者编号或其他患者标识信息。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也可能会输

⼊您的紧急联系⼈的信息。Abbo� 可能需要访问此个⼈信息以⽀持和维护服务。
 
+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对您的信息的使⽤

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将在治疗过程中收集您的个⼈信息，并将您的信息输⼊到 Merlin.net 中。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使
⽤服务来监测您的 ICM 和⼼律。
 
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出于以下⽬的处理您的个⼈信息：

通过监测您的 ICM 和您的⼼律来提供医疗服务（包括持续治疗），以帮助其为您提供医疗服务；

授权 Abbo� 访问您的个⼈信息，以便为服务提供技术⽀持，包括获得技术和临床⽀持，例如协助对服务进⾏
调试、升级或故障排除或者解释数据；

适⽤法律另有要求时。

+Abbo� 在向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时对个⼈信息的访问

我们将代表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作为处理者来处理您的个⼈信息。我们根据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的指示

进⾏此类处理，并且涉及以下⽬的：

为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以监测您的 ICM、⼼律和症状；

为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提供技术和临床⽀持，例如调试、升级或故障排除⽅⾯的帮助；或者

在经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授权的情况下，获权访问您的健康信息，以帮助他们解释从您的 ICM 传输的数据。



根据您所在的位置，我们可能会从以下位置向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提供⽀持服务：瑞典；其他欧洲地区，特别

是我们在您居住的国家/地区开展业务时；或我们位于美国和⻢来⻄亚的其他⽀持中⼼。我们也可能会使⽤其他第三
⽅为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提供技术或临床⽀持。如果我们使⽤任何第三⽅来帮助我们为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

医院提供⽀持服务，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您的个⼈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安全性。

 
本⽂所指的“处理者”的定义以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数据保护法律中的定义为准，并且（如果适⽤）与您居住的国
家/地区的其他数据保护和隐私法律中的类似术语具有同等含义。
 
+Abbo� 对您的个⼈信息的使⽤
 
Abbo� 出于以下⽬的以控制者的身份处理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有关的个⼈信息）：

根据应⽤程序Y终⽤户许可协议向您提供服务；

当您针对服务直接联系 Abbo� 时，记录您与 Abbo� 的联系；

向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提供服务，包括与您的 ICM 有关的客户⽀持；

执⾏有关医疗设备使⽤和分类的适⽤法律的要求，包括医疗设备上市后监控、质量管理（包括产品开发和改

进、安全性、性能和警戒）等⽬的；

需要确⽴、⾏使或捍卫法律主张时；

适⽤法律另有要求时。

当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在 Merlin.net 中为您创建了患者档案后，并且在适⽤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您已明确同意 Abbo�
去身份化、假名化、聚合化和/或匿名化您的个⼈信息以进⾏研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研究部分。
 
本⽂所指的“控制者”的定义以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数据保护法律中的定义为准，并且（如果适⽤）与其他国家/
地区的数据保护和隐私法律中的类似术语具有同等含义。

+数据存储

我们先接收由应⽤程序和 ICM 传输的数据，然后再将其存储在位于美国的 Merlin.net 服务器中。当您的个⼈信息托管
在您的居住国/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时，该信息也可能会受到托管国法律的约束，该法律可能不等同于您的居住
国/地区的法律。我们已实施适当的安全措施和控制措施来保护您的个⼈信息。虽然美国有有关患者健康信息的法
律，但这些法律可能不同于您居住国家/地区的隐私或数据保护法律。

另请参⻅ +个⼈信息的安全性和 +个⼈信息的跨境传输。

+医疗设备和其他法律要求

Abbo� 可能会在法律要求的情况下使⽤个⼈信息，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将对信息进⾏去身份化、假名化、聚合
化和/或匿名化，以履⾏我们作为医疗设备制造商的法律义务。此信息由 Abbo� 妥善保管，不会⽤于通过您的姓名或
电⼦邮件地址识别您的个⼈身份，除⾮我们有法律义务包含此信息。如果对个⼈信息的此种使⽤是由于法律要求，则

我们⽆需征得您的同意。

 
Abbo� 应法律要求使⽤此信息的⽬的有：

确保 ICM 的持续安全以及任何未来的发展；

监测和改善医疗设备和系统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

验证升级，并保持 Merlin.net 和/或相关移动应⽤程序安全⽆虞；

进⾏更⼴泛的分析，以发现公共卫⽣领域中符合公共利益的系统性问题。

研究、开发和测试医疗设备，包括新的和现有的特性和功能，以及测试和改进 Merlin.net 和/或相关移动应⽤
程序以进⾏产品开发；

在法律另有要求的情况下满⾜法律要求，包括对任何主管监管部⻔、执法机构、政府当局作出回应，以解决国

家安全或流⾏病、司法程序、送达给我们的法院命令、政府要求或法律程序，或保护我们的客户、公众、



Abbo� 或其他⼈的安全、权利或财产，以及⾏使、确⽴或捍卫 Abbo� 的合法权利，或者在我们认为有必要时
针对⾮法活动、可疑欺诈、涉及对任何⼈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情况、违反本隐私声明的情况进⾏调查、预防

或采取⾏动，或者作为涉及我们的诉讼的证据。

 
我们的术语“去身份化”和“假名化”可以互换。美国《健康保险可携性及责任法案》(HIPAA) 这样描述去身份化的信
息：“没有合理的依据认为该信息可⽤于识别个⼈身份”。欧盟《通⽤数据保护条例》(2016/679) (GDPR) 将“假名化”定
义为“以这样的⽅式处理个⼈数据：在不使⽤其他信息的情况下，个⼈数据不再可以追溯到特定的数据主体”。匿名化
的数据是与⼈⽆关并且⽆法从中识别⼈的信息，此类数据通常不属于数据保护和隐私法律的范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欧洲经济区、英国、开曼群岛、瑞⼠和泰国。

+研究

在适⽤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将获取您的明确同意，以允许我们去身份化或假名化、聚合化和/或
匿名化您的个⼈信息，以便出于有限⽬的进⾏研究。

⽤于研究⽤途的数据集将不包括您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或电⼦邮件地址。我们采取措施以确保没有合理的依据籍

以使⽤去身份化或假名化的数据来识别您的个⼈身份。研究中使⽤的数据可能包括 ICM 型号和序列号、植⼊⽇期和
后续就诊⽇期之间的间隔、植⼊⽇期以及⼈⼝统计信息（例如居住地和年龄）。

我们出于以下⽬的，使⽤这些去身份化或假名化的数据或聚合化统计数据和/或匿名化数据进⾏研究：

为了公共卫⽣的利益，改善我们的⼼脏和医疗设备与系统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允许开发创新有效的⼼

脏相关疾病的治疗；

进⾏研究，以⽤于统计和分析，并披露给第三⽅研究⼈员、医疗保健实体或专业⼈员或公共卫⽣当局；

评估服务的有效性以及提供和使⽤⽅式；

验证服务的功能和升级，包括监测和改善此类服务的安全性和保障；

研究、开发和测试医疗设备（包括新增和现有的特性和功能），并测试和改进⽤于产品开发、数据分析、统计

和调查的服务和医疗设备；

为了公共卫⽣领域的公共利益，包括服务和医疗设备有资格获得医疗补偿或有权获得社会保障、保险或公共资

⾦的情况。

如果您需要参加临床试验，在适⽤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您将需要在进⾏任何此类试验之前向研究地点提供单独的知情

同意书，并且您的参与需要是完全⾃愿的。本部分中的研究与参与临床试验⽆关。

有关 GDPR 的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欧洲经济区、英国、开曼群岛、瑞⼠和泰国。

+个⼈信息的保留

除⾮法律特别要求，从您的 ICM 中收集的信息将⾃Y近⼀次传输之⽇（即，您上次使⽤ ICM 和/或应⽤程序的⽇期）
起Y⻓保留七 (7) 年。

+从 Merlin.net 删除您的信息部分解释了如何安排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从 Merlin.net 患者护理⽹络删除您的信
息。

+我们对个⼈信息的披露

我们可能会如下共享您的个⼈信息：

我们仅出于提供、维护、托管和⽀持服务的⽬的，与第三⽅供应商共享个⼈信息。例如，当我们向第三⽅供应

商提供您的个⼈信息以协助我们提供服务时，会要求他们确保您的个⼈信息的保密和安全，并在必要的Y⼩范

围内使⽤您的个⼈信息。

Abbo� 尽可能使⽤第三⽅服务提供商来报告系统错误，以便我们可以⽀持和改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发送给
此类第三⽅的信息将不包含您的个⼈信息。



Android 需要被授予位置服务权限才能将应⽤程序与 Bluetooth®1 设备相连接。Google 的位置服务包括可收集⽤
户精确位置数据（包括 GPS 信号、设备传感器、Wi-Fi 接⼊点和⼿机信号塔 ID）的功能。如果⽤户授予访问其
所在位置的权限，则 Google 会收集这些信息。有关 Google 针对此类数据的隐私惯例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Android 的⽀持⽹站。我们不会使⽤通过 Google 位置服务获取的您的个⼈信息。

我们不会将您的个⼈信息出售或许可给第三⽅，除⾮与产品线或部⻔的销售、合并或转让有关，在此情况下，

为使买⽅可以继续为您提供服务，您的个⼈信息将出售或许可给第三⽅。为避免产⽣疑问，我们绝不会出于商

业⽬的将您的个⼈信息出售给第三⽅。

我们可能会与我们的附属公司、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第三⽅研究⼈员以及国家卫⽣当局或保险公司共

享去身份化、假名化、聚合化和/或匿名化的信息，以证明服务的有效性或满⾜医疗报销的要求。此信息将不
会⽤于识别您的个⼈身份。

我们保留为回应政府当局授权的信息请求、解决国家安全局势或在法律另有要求的情况下披露您的个⼈信息的

权利。此外，在法律允许或要求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针对⾮法活动、可疑欺诈、涉及对任何⼈的安

全构成潜在威胁的情况、违反本隐私声明的情况进⾏调查、防⽌或采取⾏动，或者作为我们参与的诉讼的证

据，我们也可能披露我们从您那⾥收集的信息。您的个⼈信息可能受外国法律的约束，外国政府、法院、执法

部⻔和监管机构可能会访问您的个⼈信息。

+个⼈信息的安全性

Abbo� 在服务中实施了适当的安全控制措施，以保护您的个⼈信息免遭意外或⾮法破坏或意外丢失、更改、披露或访
问。

从您的 ICM 接收的信息在传输前会加密，以确保其安全性和保密性。服务包含多种安全措施，可增强患者档案的安
全性，并防⽌未经授权即访问或披露您的个⼈信息。只有由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授权的⼈员（包括他们授权的

员⼯）才能访问您的患者档案，并且只能通过唯⼀的 ID 和密码进⾏访问。Abbo� 实施了各种安全和访问控制措施，
以确保只有 Abbo� 内部的授权⼈员才能访问假名化、聚合化和/或去身份化的数据。

我们使⽤ Bluetooth®1 4.0 ⽆线技术或更⾼版本在医疗设备和 iOS 或 Android 设备之间传输不同的个⼈信息集。从您的
ICM 获取的任何与测量相关的信息都通过蓝⽛技术传输。

请注意，在⽇常维护期间，服务可能不可⽤。

+个⼈信息的跨境传输

通过服务收集的信息将传输到美国并存储在美国。美国的数据保护法可能并不提供与欧盟、英国、瑞⼠或您居住国/
地区同等的个⼈信息保护。您的个⼈数据将根据欧盟和瑞⼠批准的标准合同条款进⾏传输。您还要明确同意将您的个

⼈信息传输到 Abbo� 在美国的服务器。

如果您直接与我们联系并请求技术⽀持，我们在美国、欧盟或⻢来⻄亚的远程护理团队可能会访问您的个⼈信息（包

括与健康相关的数据）（欧盟、英国或瑞⼠的居⺠⽆法向⻢来⻄亚传输）。Abbo� 公司内部数据传输受提供充分保护
措施的数据传输协议约束。

 
使⽤此应⽤程序并确认本隐私权声明，即表示我们正在通知您会将您的个⼈信息传输到美国、瑞典和/或⻢来⻄亚
（欧盟、英国或瑞⼠的居⺠⽆法向⻢来⻄亚传输）以及访问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时，可能需要在

特殊情况下对您或您的医⽣的任何⽀持请求做出回应。与您居住国家/地区的数据保护或隐私法律相⽐，这些国家/地
区可能不会为您的个⼈信息提供同等级别的保护。

 
+Abbo� 如何发送营销和其他材料

我们不会故意向您发送与⼴告或营销相关的信息，除⾮您选择接收我们的有关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此类通信。

 
Abbo� 及其关联公司或许可⽅不会故意向⼉童发送与⼴告或营销相关的信息。
 
我们不会将您的个⼈信息出售给第三⽅进⾏直接营销。

 



请注意，我们可能会向您发送有关必要应⽤程序和服务更新或与产品安全相关的问题的⾮营销相关信息。

 
+Abbo� 如何保护⼉童隐私

⼉童可以由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在 Merlin.net 中登记。⽗⺟/监护⼈可随时通过联系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并要求
删除帐户，来停⽌收集⼉童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此操作将删除与⼉童关联的 Merlin.net 帐户，但我们
将保留聚合化和去身份化的信息，并且可能需要根据法律要求保留某些个⼈信息。

+个⼈⽤户如何访问和更正个⼈信息以及您的权利

为了⾏使数据保护或隐私权，您应⾸先与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联系。我们⽆法更正或修改您的 ICM 上已上传的任
何读数。

根据您的居住地，您可能有权：(a) 访问我们持有的有关您的个⼈信息；(b) 要求我们更正我们持有的有关您的任何不
准确的个⼈信息；(c) 删除我们持有的有关您的任何个⼈信息；(d) 限制处理我们持有的有关您的个⼈信息；(e) 反对处
理我们持有的有关您的个⼈信息；和/或 (f) 在您同意的基础上，以结构化且常⽤的机器可读格式接收您提供给我们的
任何个⼈信息，或将此类个⼈信息传输给另⼀家公司。请注意，法律不要求 Abbo� 采⽤或维护在技术上与其他公司
系统兼容的系统。Abbo� 不可能直接将您的个⼈信息传输给另⼀家公司。

⼉童可能也有权访问有关他们的个⼈信息。如果我们收到⼉童的⽗⺟/监护⼈关于访问⼉童个⼈信息的请求，我们可
能会直接回复该⼉童的⽗⺟/监护⼈，或建议他们联系该⼉童的医⽣或医院。我们将设法核实想要获取⼉童信息的⼈
员的身份，⽆论请求是来⾃⼉童本⼈，还是来⾃⽗⺟或监护⼈。

要请求⾏使这些权利，请⾸先与作为您个⼈信息控制者以便为您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联系。如果我

们是您的个⼈信息的控制者，您可以使⽤标题为 +联系我们中所述的任何⽅法与我们联系。

+从 Merlin.net 删除您的信息

如果您已植⼊ ICM，则医疗服务提供商可以监测您的唯⼀⽅法是通过 Merlin.net。因此，如果您选择不在 Merlin.net
中登记，将会影响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监测您的状况的能⼒，并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您的治疗能⼒。

 
如果您想从 Merlin.net 删除您的信息，可以联系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来执⾏此操作。如果您要求从 Merlin.net 删除
您的信息，并且仍然拥有 ICM，则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将⽆法远程监测的⼼律。请注意，如果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
医院在 Merlin.net 中删除您的信息，我们将保留聚合化和去身份化的信息，并可能需要依法保留某些个⼈信息。

+联系我们

如果您对为了向您提供医疗服务⽽处理您的个⼈信息⽅⾯有疑问、疑虑或要投诉，或者，如果您希望⾏使数据保护

权，可以直接与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联系。

 
如果您对我们的隐私惯例有任何疑问、意⻅或要投诉，请通过单击我们其中⼀个⽹站上的 [联系我们] 链接，或通过向
以下地址发送电⼦邮件来与我们联系：cnprivacy@abbo�.com.或者，您可以写信给我们：
 
收件⼈： Privacy Officer, Abbo�, One St. Jude Medical Drive, St. Paul, MN 55117, USA
 
对于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户，请参阅下⾯您所在地区部分的其他联系详细信息。

 
对于巴⻄的⽤户：如果您对我们的隐私惯例有任何疑问、意⻅或要投诉，或者如果您想⾏使 +个⼈⽤户如何访问和更
正个⼈信息以及您的权利部分规定的权利，请通过单击我们⽹站之⼀中的 [联系我们] 链接，或给我们当地的数据保护
官 Juliana Ruggiero 发电⼦邮件：privacybrasil@abbo�.com。或者，您可以写信给我们：
 
收件⼈：Juliana Ruggiero Privacy Officer
Laboratórios do Brasil Ltda.
Rua Michigan 735, São Paulo/SP
CEP：04566-905
 
 



在与我们的所有通信中，请添加⽤于注册此应⽤程序的电⼦邮件地址以及您的请求的详细说明。

 
+对本隐私声明的更改

本隐私声明会定期进⾏审核。如果我们对隐私惯例进⾏了重⼤更改，则本隐私声明的更新版本将反映这些更改。我们

将通过电⼦邮件或应⽤程序（您下次使⽤应⽤程序时）提醒您本隐私声明有更新。

在不损害您根据适⽤法律享有的权利的情况下，我们保留不另⾏通知即更新和修改本隐私声明以反映技术进步、法律

和法规变更以及良好业务惯例的权利（以不改变本隐私声明中规定的隐私惯例为限）。

+特定于国家/地区的规定

+美国

Abbo� 作为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的业务伙伴，负责根据《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及其实施法规（统称“HIPAA”）向您提供此应⽤程序。因此，通过此应⽤程序收集的个⼈信息（包
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受 HIPAA 约束，我们可能会在履⾏业务伙伴义务的情况下按照本隐私声明和同意书中所述使⽤
和披露个⼈信息。

+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法典》(California Civil Code) 第 1798.83 条允许加利福尼亚州居⺠向与加利福尼亚州居⺠建⽴业务关系
的某些企业索取⼀份清单，上⾯列出该企业在上⼀⽇历年度中向其披露某些个⼈身份信息以⽤于直接营销⽬的的所有

第三⽅。Abbo� 必须在任何⽇历年内仅回复客户请求⼀次。要提出这样的请求，您应该致信 Abbo� 隐私官（地址：
One St. Jude Medical Drive, St. Paul, MN 55117）。在您的请求中，请证明您是加利福尼亚州居⺠并提供您当前在加利福
尼亚的地址以便我们给您回信。请注意，并⾮所有信息共享都被加利福尼亚隐私权要求所涵盖，我们的回复中将只包

含涵盖的信息共享。

 
如果您对 Abbo� 遵守《加利福尼亚消费者隐私法案》(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 和您根据 CCPA 享有的权
利有任何疑问，请访问 h�ps://www.abbo�.com/privacy-policy.html。
 
+阿根廷

公共信息访问局以第 25.326 号法案监督机构的身份，对所有受影响者提出的关于违反保护个⼈信息的现⾏法规的指
控和投诉拥有管辖权。

 
+澳⼤利亚

如果您希望就违反《隐私法》(Privacy Act) 、《澳⼤利亚隐私原则》(Australian Privacy Principle, APP) 或适⽤于我们的
隐私法典的⾏为提出投诉，或者如果您对我们的隐私声明或我们处理您的个⼈信息的⽅式有任何疑问或疑虑，请使⽤

上述详细信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进⾏调查并给予您回复。

如 果 在 此 过 程 之 后 ， 您 对 我 们 的 回 复 不 满 意 ， 您 可 以 向 信 息 专 员 办 公 室 提 交 投 诉 。 请 访 问

h�p://www.oaic.gov.au/privacy/privacy-complaints，以获取相关的投诉表，或联系信息专员办公室。除⾮我们另⾏书⾯
通知您，否则我们不太可能在海外披露您的个⼈信息，除获得 《1988 年隐私法案》(Privacy Act 1988)（联邦）许可
外。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个⼈信息传输到美国。您同意该披露，并且同意，通过给予该同意，《澳⼤利亚隐私原则

8.1》(Australian Privacy Principle 8.1) 不再适⽤，我们⽆需采取合理步骤来确保海外接收⽅不会违反与该信息相关的
APP。
 
+巴⻄

如果需要重新征得对本隐私声明的更新的同意，则会通过您提供给我们的联系⽅式通知您。

 
同意书：为了处理有关您的健康的个⼈信息，您必须明确同意 Abbo� 的条件才可使⽤应⽤程序。您可以随时通过发
送电⼦邮件⾄ privacy@abbo�.com 与我们联系，撤回您的同意。
 



处理您的个⼈信息的法律依据：Abbo� 根据 Lei Geral de Proteção de Dados (LGPD) 中规定的以下法律依据处理您的信
息：

同意我们在您创建应⽤程序帐户以存储与服务有关的信息时处理与您的健康相关的信息；

同意我们在您联系我们的客户⽀持热线时根据需要处理与您的健康有关的信息，以便我们回答您的问题或响应

您的⽀持请求，例如对任何性能问题进⾏故障排除，或在必要时与我们的第三⽅处理者共享您的信息来解决服

务问题。

同意在必要时通过应⽤程序从移动设备与我们共享诊断/故障排除数据（包括与健康相关的数据）以便我们响
应您的⽀持请求，例如对任何性能问题进⾏诊断和故障排除。

同意与我们的第三⽅合作伙伴共享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

同意 Abbo� 获得合法商业利益，并同意我们去身份化、假名化、聚合化和/或匿名化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您如
何与服务交互并使⽤服务。

您的权利：如果您想⾏使标题为+个⼈⽤户如何访问和更正个⼈信息以及您的权利部分中规定的权利，并通过电⼦邮
件与我们联系，请相应地为您的电⼦邮件主题⾏指定标题（例如，在电⼦邮件主题⾏中输⼊ [更正请求] 或 [访问请
求]，或其他适⽤权利）。我们将尽⼒及时根据适⽤的法律要求回应所有合理的请求。如果您对 Abbo� 处理您的个⼈
信息的任何⽅⾯不满意，您有权向当地数据保护机构投诉。

 
+中国（不包括中国⾹港、澳⻔和台湾）

接受或同意本隐私声明，即表示您被视为已被告知并明确同意我们收集您的个⼈信息（包括个⼈识别码和与健康相关

的信息），以及使⽤与此处所有内容相关的个⼈信息。对于 14 岁以下的⽤户，必须征得其监护⼈的同意。如果我们
发现在未征得监护⼈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了任何 14 岁以下未成年⼈的个⼈信息，我们将设法尽快删除相关数据。您可
以随时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联系，撤回您的同意。请注意，如果您撤回同意，将影响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远程监测

设备的能⼒，并可能影响您的治疗。如果您撤回同意，Abbo� 将保留聚合的和去身份化的信息，并可能需要依法保留
某些个⼈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收集或使⽤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是以下情形，则我们⽆须在法律上征得同意

便可收集或使⽤您的个⼈信息：

与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履⾏有关；

与国家安全或国防直接相关；

与公共安全、公共卫⽣或重⼤公共利益直接相关；

与刑事调查、起诉或审判或判决的执⾏等直接相关；

在⽆法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必须维护个⼈的基本权益（例如⽣命权和财产权）；

您或您的患者或其监护⼈（针对 14 岁以下的⼉童）公开提供的个⼈数据；

从合法的公共来源获得的个⼈数据，例如合法的新闻报道或公开的政府信息；

按照您、您的患者或您的患者监护⼈（如果患者未满 14 岁）的要求签订和执⾏合同所必需的；或者

维护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安全、稳定运⾏所必需的，例如发现和解决产品或服务的技术问题。

除了根据本隐私声明享有的其他权利外，您还拥有以下其他权利：

您有权反对完全基于⾃动化处理的决定。在特定情况下，您有权不受完全基于⾃动化处理⽽⽆⼈⼯⼲预的决定

的约束。

如果您对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有疑问或想⾏使这些权利中的任何⼀项，请⾸先与医疗服务提供商联

系。如果您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合作，并根据适⽤的法律要求尽Y⼤努⼒及时回应所有合理的

请求。对于在 3 个⽉内重复提出的请求，我们可能会收取合理的管理费。如果本隐私声明有任何重⼤变更，我们可能
会以公告的形式发布修订。

 



如果您向我们提出的⾏使权利的请求不合理或重复，则可能不会得到处理。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我们将⽆法处理您的

请求：

您的请求与我们根据适⽤法律法规需要承担的义务有关；

您的请求与国家安全或国防安全直接相关；

您的请求与公共安全、公共卫⽣、重⼤公共利益直接相关；

您的请求与刑事调查、起诉、裁决和执⾏直接相关；

充分证据证明您出于恶意提出请求或滥⽤权利；

回应您的请求将会严重损害您或其他个⼈或组织的合法利益；或者

您的请求涉及我们的商业秘密。

除⾮法律要求删除或您请求删除，否则 Abbo� 可能会保留您向我们提供的任何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
息），以便改进对使⽤此应⽤程序和 Abbo� 相关⼼脏产品的患者的治疗指导。
 
我们在中国（不包括中国⾹港、澳⻔和台湾）⽣成和收集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存储在中国（不包括

中国⾹港、澳⻔和台湾）。鉴于 Abbo� 在全球开展业务，您的个⼈信息可能会被传输到中国（不包括中国⾹港、澳
⻔和台湾）以外的实体并被访问。

 
我们已经制定了全⾯的安全计划，在各⽅⾯都符合适⽤的法律和⾏业惯例，以保护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

信息。我们将采取⼀切商业上合理的措施，以确保不会收集任何与本隐私声明中规定的⽤途⽆关的个⼈信息（包括与

健康相关的信息），并且只会在本协议规定的保留期限内或适⽤法律要求的更⻓期限内保留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

康相关的信息）。我们将根据适⽤法律的要求更新和发布有关安全⻛险的信息以及个⼈信息安全影响评估。

 
如果发⽣与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有关的安全事件，我们将根据适⽤法律的要求通过电⼦邮件或其

他可⽤的联系⽅式及时通知您，并提供有关该事件的⼀般信息及其可能的影响、我们已经采取并将要采取的补救措

施，并就降低⻛险和补救影响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可能会根据需要向监管机构报告此类事件和补救措施。

 
+欧洲经济区、英国、开曼群岛、瑞⼠和泰国

在为您的医⽣或医院提供服务时，我们会作为处理者来处理您的个⼈信息，并且可能会访问您的健康数据，从⽽为您

的医⽣或医院提供技术和客户⽀持。

 
处理您的个⼈信息的法律依据：Abbo� 将根据 GDPR 规定的以下法律依据以控制者的身份处理您的个⼈信息（包括与
健康有关的个⼈信息）：

根据我们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的合同为协助其进⾏医疗诊断所必需的，以及为履⾏合同以根据Y终⽤户许可

协议为您提供应⽤程序所必需的；

经过您的同意，并且是履⾏合同（Y终⽤户许可协议）以在您直接联系 Abbo� 时记录您与 Abbo� 的联系所必
需的；

根据我们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的合同向其提供服务（包括客户⽀持）所必需的；

根据我们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的合同向其提供服务所必需的，并且出于公共卫⽣领域的公共利益在有关医疗

设备使⽤和分类的欧盟或国家法律要求下，包括医疗设备上市后监控、质量管理（包括产品开发和改进、安全

性、性能和警戒）；

确⽴、⾏使或捍卫法律主张所必需的；

为适⽤法律要求的实质性公共利益所另外必需的。

当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在 Merlin.net 中为您创建患者资料时，您明确同意 Abbo� 去身份化、假名化、聚合化和/或匿
名化您的个⼈信息以进⾏研究。我们出于以下⽬的，使⽤这些去身份化或假名化的数据或聚合化统计数据和/或匿名
化数据进⾏研究：



为了公共卫⽣领域的公共利益，改善我们的设备和系统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允许开发创新有效的⼼脏

相关疾病的治疗；

进⾏研究，以⽤于统计和分析，并披露给第三⽅研究⼈员、医疗保健实体或专业⼈员或公共卫⽣当局；

为了 Abbo� 评估服务的有效性及其提供和使⽤⽅式的合法商业利益；

为了 Abbo� 验证服务功能和升级（包括监视和改善此类服务的安全性和保障）的合法商业利益；

研究、开发和测试设备，包括新增和现有的特性和功能，以及测试和改进服务和设备以备产品开发、数据分

析、统计和调查使⽤；

为了公共卫⽣领域的公共利益，包括服务和设备有资格获得医疗补偿或以其他⽅式有权获得社会保障、保险或

公共资⾦的情况。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研究部分。
 
我们还以处理者身份处理您的个⼈信息，并代表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处理您的个⼈信息。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根据欧

盟或国家法律本着以下法律依据处理您的个⼈信息：

通过监测您的设备和您的状况来提供医疗服务（包括持续治疗），以使其更容易提供与设备有关的医疗服务；

授权 Abbo� 访问您的个⼈信息，以便为服务提供技术⽀持，包括获得技术和临床⽀持，例如协助对服务进⾏
调试、升级或故障排除或者解释数据；

欧盟或国家法律另有要求时。

“ GDPR”是指有关欧盟成员国实施法规的《通⽤数据保护条例》（2016/679），对于英国，则是指《2018 年英国数据
保护法》，每项法律都可能会不时进⾏修订。欧盟以外的国家/地区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国家/地区所包含的法律与
GDPR 基本相似或⼏乎相同。
 
数据传输：通过服务收集的信息将传输到美国并存储在美国。如果您请求技术⽀持，则只有我们在美国或瑞典的远程

护理团队才能访问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有关的数据）。您的个⼈数据将根据欧盟标准合同条款进⾏传输。 

数据保护官：如需我们的欧洲数据保护官的详细联系信息以及其他有⽤联系信息，请访问 www.eu-dpo@abbo�.com。
您的权利：如果您想⾏使标题为“个⼈⽤户如何访问和更正个⼈信息以及您的权利。”中规定的权利并通过电⼦邮件与
我们联系，请在您的电⼦邮件主题⾏中输⼊相应的标题（例如，在电⼦邮件主题⾏中输⼊ [更正请求] 或 [访问请求]，
或其他适⽤权利。）我们将尽⼒及时地根据适⽤的法律要求回应合理的请求。如果您对 Abbo� 处理您的个⼈信息的
任何⽅⾯不满意，您有权向当地数据保护机构投诉。

 
+欧盟代表

Pacese�er, Inc. 已任命以下公司为国家/地区代表：
 

国家/地区 代表名称 代表地址

奥地利、罗⻢尼

亚

Abbo� Medical Austria Ges.m.b.H. Perfektastraße 84A 1230 Wien, Austria

⽐利时、卢森堡 Abbo� Medical Belgium The Corporate Village, Building Figueras, Da Vinci
laan, 11 Box F1, Zaventem, Belgium

保加利亚、克罗

地亚、塞浦路斯

共和国、捷克共

和国、冰岛、拉

脱维亚、⻢⽿

他、斯洛伐克、

斯洛⽂尼亚

St. Jude Medical Coordina�on
Center

The Corporate Village, Building Figueras, Da Vinci
laan, 11 Box F1, Zaventem, Belgium

丹⻨ Abbo� Medical Danmark A/S Produk�onsvej 14, 2600 Glostrup, Denmark



国家/地区 代表名称 代表地址

爱沙尼亚 Abbo� Medical Estonia OÜ Mõisa 4/Vabaõhumuuseumi tee 3, 13522, Tallinn,
Estonia

芬兰 Abbo� Medical Finland Oy Vantaankosken�e 14, FI-01670 Vantaa, Finland

法国 Abbo� Medical France SAS 1-3, esplanade du Foncet, CS 90087, 92442 Issy les
Moulineaux Cedex, France

德国 Abbo� Medical GmbH Helfmann-Park 7, 65760 Eschborn, Germany

希腊 Abbo� Medical Hellas Limited
Liability Trading Company (trade
name: Abbo� Medical Hellas Ltd.)
In Greek：Άμποτ Ιατρικά Ελλάς
Εμπορική Εταιρεία Περιορισμένης
Ευθύνης and trading name of：
Άμποτ Ιατρικά Ελλάς Ε.Π.Ε

Iroos Matsi & Archaeou Theatrou Str., 17456 Alimos-
Athens, Greece

匈⽛利 Abbo� Medical Korlátolt
Felelősségű Társaság

 (Abbreviated Name: Abbo� Medical
K�.)

Tóth Lőrinc utca 41. II. em., Budapest, 1126, Hungary

爱尔兰 Abbo� Medical Ireland Limited Riverside One,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D02X576, Ireland

意⼤利 Abbo� Medical Italia S.p.A. Sesto San Giovanni, Milano, Viale Thomas Alva,
Edison 110 CAP 20099, Italy

⽴陶宛 UAB Abbo� Medical Lithuania Seimyniskiu str.3, LT-09312 Vilnius, Lithuania

荷兰 Abbo� Medical Nederland B.V. Standaardruiter 13, 3905 PT Veenendaal,
Netherlands

挪威 Abbo� Medical Norway AS Gullhaugveien 7, Oslo, 0484, Norway

波兰 Abbo� Medical spółka z
ograniczoną odpowiedzialnością. 

ul.Postepu 21B, 02-676, Warsaw, Poland

葡萄⽛ Abbo� Medical (Portugal) –
Distribuicao de Produtos Medicos,
Lda.

Estrada de Alfragide 67, Alfragide Edifico D,
Amadora, Portugal

⻄班⽛ Abbo� Medical España, S.A. Francisca Delgado No. 11, Núcleo 3 – 3º Arroyo de la
Vega, Alcobendas 28108, Spain

瑞典 Abbo� Medical Sweden AB Isa�ordsgatan 15, 164 07 Kista, Sweden (Business
Office)
Jarfalla, PO Box 7051, 164 07 Kista, Stockholm,
Sweden (Registered Office)

 
+英国

根据《2020 年退出欧盟法案》(European Union Withdrawal Act 2020)，欧盟法律将继续在英国适⽤，直⾄ 2020 年 12
⽉ 31 ⽇。当我们将您的个⼈信息传输到美国时，我们将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您的个⼈信息。我们当地的代表是Abbo�
Medical U.K.Limited, Elder, Central Boulevard, Blythe Valley Park, Solihull, B90 8AJ, UK。
 
+阿尔及利亚、智利、哥伦⽐亚、摩洛哥、巴基斯坦、巴拿⻢、巴拉圭、沙特阿拉伯、特⽴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Abbo� ⼀般需要征得您的同意才能处理您的个⼈信息。接受本隐私声明的条款，即表示您已同意按照此处所述的⽅式
处理您的个⼈信息。如果您想删除 Merlin.net 帐户，可以联系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来执⾏此操作。请注意，如果您
删除帐户，我们将保留聚合化和去身份化的信息，并且可能需要根据法律要求保留某些个⼈信息。

+法国



Pacese�er, Inc. 已通过 ASIP Santé 认证，可托管个⼈健康数据，包括以下活动：

1. 提供实际站点（可以容纳⽤于处理健康数据的信息系统的实际基础设施）并维护其运⾏状况；

2. 提供⽤于处理健康数据的信息系统的实际基础设施并维护其运⾏状况；

3. 提供信息系统托管应⽤程序的平台并维护其运⾏状况；

4. 提供⽤于处理健康数据的信息系统的虚拟基础设施并对其进⾏运⾏维护；

5. 管理和运⾏包含健康数据的信息系统；

6. 保存健康数据。

为了进⾏医疗，您的医⽣/医院将是您的个⼈数据的控制者。位于 15900 Valley View Court, Sylmar, California 9134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 Pacese�er, Inc.（⼀家 St. Jude Medical, LLC 附属公司，是 Abbo� Laboratories, Inc. 的全资⼦公
司）是个⼈数据的控制者：(1) 为您提供此应⽤程序；(2) 遵守法律义务，包括与医疗器械安全、质量和改进有关的义
务；(3) ⼀旦个⼈信息被去身份化、假名化、聚合化和/或匿名化，请进⾏研究，以免其通过姓名识别您的身份。我们
进⾏研究以便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使⽤⽅式和效果，以及进⾏实际的证据研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下⾯的

+Abbo� ⾃⼰对您的个⼈信息的使⽤、+医疗设备和其他法律要求、 +研究、和 +个⼈信息的保留。我们的当地代表是
Abbo� Medical France SAS，1-3, esplanade du Foncet, CS 90087, 92442 Issy les Moulineaux Cedex, France。
 
+⽇本

Abbo� 需要征得您的同意，才能处理您的“特殊护理要求的个⼈数据”（本隐私声明中是指您的与健康相关的信息），
并将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传输给⽇本以外的任何第三⽅（向⽇本政府已为其发布充分决定的欧盟

的传输除外）。通过接受或同意本隐私声明，您将被视为同意如此处所述处理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

息）。您可以随时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联系，撤回您的同意。请注意，如果您撤回同意，将影响您的医疗服务提供

商远程监测设备的能⼒，并可能影响您的治疗。如果您撤回同意，Abbo� 将保留聚合的和去身份化的信息，并可能需
要依法保留某些个⼈信息。

+南⾮

您有权向信息监管机构投诉有关您的个⼈信息的处理，具体做法是写信给以下地址：The Informa�on Regulator, SALU
Building, 316 Thabo Sehume Street, PRETORIA，电话：012 406 4818，传真：086 500 3351，inforeg@jus�ce.gov.za。
 
+韩国

接受或同意本隐私声明，即表示您被视为已被告知并已明确同意此处的所有内容。对于 14 岁以下的⽤户，必须征得
其监护⼈的同意。如果您想删除 Merlin.net 帐户，您可以联系医疗服务提供商来执⾏此操作。请注意，如果您删除帐
户，我们将保留聚合化和去身份化的信息，并且可能需要根据法律要求保留某些个⼈信息。

本隐私声明列出了 Pacese�er, Inc. 有关在应⽤程序和服务的提供中收集、使⽤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
息）、向第三⽅提供该信息、外包该信息的处理以及跨境传输该信息的信息。以下所有类别的个⼈信息处理（包括与

健康相关的信息）都是提供应⽤程序和服务所必需的。因此，如果您选择不同意此类处理，您将⽆法接收此应⽤程序

和服务。

您可以通过接受或同意本隐私声明，统⼀同意以下所有同意类别：

（必要）同意收集和使⽤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如 +您的个⼈信息的收集和处理、+Abbo� 在
向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时对个⼈信息的访问、+Abbo� ⾃⼰对您的个⼈信息的使⽤、+医疗设备和其
他法律要求、+研究中所述

（必要）同意收集和使⽤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如 +您的个⼈信息的收集和处理、+Abbo� 在向您的医疗服务提
供商提供服务时对个⼈信息的访问、+Abbo� ⾃⼰对您的个⼈信息的使⽤、+医疗设备和其他法律要求、+研究
中所述

（必要）同意跨境传输和向第三⽅提供健康数据（敏感数据），如 +数据存储、+我们对个⼈信息的透露、+个
⼈信息的跨境传输中所述



您可以随时联系医疗服务提供商来撤回您的同意。请注意，如果您撤回同意，将影响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远程监测设

备的能⼒，并可能影响您的治疗。如果您撤回同意，Abbo� 将保留聚合的和去身份化的信息，并可能需要依法保留某
些个⼈信息。

+乌克兰

除⾮ Abbo� 处理您的个⼈信息是为了履⾏ +医疗设备和其他法律要求中所述的法律义务，否则，我们需要征得您的同
意才能处理您的个⼈信息。接受本隐私声明的条款，即表示您已同意按照此处所述的⽅式处理您的个⼈信息。如果您

想从 Merlin.net 删除您的信息，可以联系医疗服务提供商或医院来执⾏此操作。请注意，如果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
医院在 Merlin.net 中删除您的信息，我们将保留聚合的和去身份化的信息，并可能需要依法保留某些个⼈信息。
 

隐私声明终⽌ – 本隐私声明旨在向您披露 ABBOTT 如何使⽤和处理您的个⼈数据。它不是协议，也不是随后
的Y终⽤户许可协议的⼀部分。

 

myMerlinTM 移动应⽤程序

最终⽤户许可协议

版本⽇期：2021 年 4 ⽉

请注意，本协议中的标题仅是为了您的⽅便，并不限制、定义或完全解释每个部分。

1. 简介

2. 本协议的主要条款

3. 您的个⼈信息

4. 应⽤程序和 Merlin.net™ 患者护理⽹络（“Merlin.net™ PCN”）的背景

5. 应⽤程序的注册

6. 不提供医疗建议

7. 第三⽅产品的使⽤

8. 所有权

9. 许可的授予和范围

10. 许可限制

11. 可接受的使⽤限制

12. 移动设备兼容性要求

13. 应⽤程序更新和升级

14. 声明

15. 应⽤程序帐户的删除

16. 本协议的变更

17. 应⽤程序⽀持

18. 崩溃分析数据

19. 同意传输数据

20. 终⽌

21. 我们的免责声明

22. 有关我们责任限制的重要信息

23. 赔偿



24. 出⼝管制

25. 通知

26. 权利转让

27. 介⼊⼒

28. 权利放弃

29. 可分割性

30. 适⽤法律

31. 完整协议

32. 与 Apple 有关的条款（如果您使⽤应⽤程序的 iOS 版本）

33. 其他法律条款

34. 单击 [接受] 按钮

1. 简介

请先阅读此Y终⽤户许可协议（下⽂简称为“协议”），然后再接受它并安装myMerlinTM 应⽤程序（下⽂简称为“应⽤
程序”）。该应⽤程序与您的可插⼊式⼼脏监测仪（下⽂简称为“ICM”）链接并将数据从该监测仪传输到 Merlin.net™
患者护理⽹络（下⽂简称为”服务“）。通过该应⽤程序传输的数据将传输到美国并存储在美国。

在使⽤应⽤程序之前，系统会要求您接受本协议。单击下⾯的 [接受] 按钮即表示您同意本协议。如果您不同意本协
议，我们将不会许可您使⽤该应⽤程序，并且您也不得使⽤（或尝试使⽤）该应⽤程序。

接受本协议并使⽤该应⽤程序即表示您确认您已到了签订本协议的法定年龄，并且您代表您⾃⼰同意或代表您具有让

其受本协议法律约束的实际权⼒的另⼀⼈同意。如果应⽤程序供⼉童使⽤，其⽗⺟或监护⼈必须阅读本协议。

如果您是代表任何公司、合作伙伴或您与之关联的其他实体（下⽂简称为“组织”）安装、使⽤或以其他⽅式访问应⽤
程序的个⼈，那么您要代表您⾃⼰和此类组织同意本协议，并且您要声明并保证您具有让此类组织受本协议约束的法

定权⼒。

本协议中提到“您”、“您的”或“⽤户”时，既包括使⽤应⽤程序的个⼈，也包括（如适⽤）任何此类组织。

还请阅读（A）部分中的责任排除和限制6, 7和22（B）部分中的免责声明21.这些部分限制您的补救⽅法和我们的责
任。

本协议是您与 Abbo� 之间就应⽤程序的使⽤达成的法律约束。本协议涵盖：

您在移动设备上安装和使⽤应⽤程序（包括任何相应的更新、升级、错误修复或修改版本），以及

由 Abbo� 以硬拷⻉或电⼦形式提供的任何⼿册、说明、描述、规格或其他材料（下⽂简称为”⽂档“），描述
应⽤程序的使⽤或与之有关。

在移动设备上接受并使⽤应⽤程序，即表示您同意，(a) 您将应⽤程序与 ICM 配合使⽤是为了进⾏评估和/或⽤于临床
⽤途，以及 (b) 如果您将此应⽤程序⽤于临床⽤途，则前提是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已经开具处⽅，同意您使⽤ ICM。
应⽤程序专为 Abbo� ICM ⽽设计。

该应⽤程序上的数据或通过其访问的数据可能包含技术错误或排版印刷错误。该应⽤程序可能随时更改或更新，恕不

另⾏通知。我们可能会随时修改本协议，并在您后续使⽤应⽤程序时提供相关通知。您将有机会选择是否同意这些更

改。

2. 本协议的主要条款

本协议中的主要术语及其含义如下：



应⽤程序。myMerlinTM 移动应⽤程序会定期从您的ICM 接收和传输数据或者您可以⼿动发送来⾃您的 ICM 的传输数
据到 Merlin.net™ 患者护理⽹络远程监测系统。

数据。您的个⼈数据（包括健康数据）以及通过应⽤程序提供或位于应⽤程序中的任何其他信息（包括您在应⽤程序

中输⼊的信息）、有关 ICM 或由他 ICM 收集（通过应⽤程序显示或传输）的特定信息，以及有关您的移动设备的特
定信息。

移动设备。智能⼿机或⼿持设备，⽆论是个⼈拥有的设备，还是由您的医院和/或医疗服务提供商或者由 Abbo� 或代
表 Abbo� 提供给您的设备，⽤于安装和使⽤应⽤程序（例如，Apple‡ iPhone‡ 移动数字设备或 Samsung‡ Galaxy‡ 移动

数字设备）。

⽤户、您、您的和/或你们的。植⼊了 Abbo� ICM 的应⽤程序的个⼈⽤户。

我们、我们的和/或 Abbo�。Pacese�er, Inc. 是 Abbo� Laboratories 的全资⼦公司。“我们”和“我们的”也可以指
Pacese�er, Inc.、St. Jude Medical LLC 和 Abbo� 附属公司， 包括您当地的 Abbo� 附属公司和 Merlin.net™ PCN 技术⽀持
中⼼（只要它们能帮助执⾏服务即可）。“我们和我们的”的定义中的任何⼀个都不应被解释为将您当地的 Abbo� 附属
公司或任何其他 Abbo� 附属公司作为本协议的⼀⽅或多⽅包括进来。

“包括”、“包含”、“特别”、“例如”或任何类似词组之后的任何字词应理解为说明性质，且不应限制相关通⽤词的通⽤
性。

3. 您的个⼈信息

您对应⽤程序和服务的使⽤还受应⽤程序隐私声明的约束，该隐私声明说明了我们如何处理您通过使⽤应⽤程序向我

们提供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

对于欧洲经济区（下⽂简称为“EEA”）、英国、墨⻄哥和瑞⼠的⽤户：您的医院和/或医疗服务提供商是您通过应⽤程
序和服务传输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信息）的控制者。您应该向医院和/或医疗服务提供商咨询其隐私政
策，以及有关如何处理您的个⼈信息的所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应⽤程序隐私声明中找到有关 Abbo� 如何处理您
的数据的信息。

Abbo� 也是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数据）的控制者，⽤于我们的应⽤程序隐私声明中描述的指定且有限的
处理⽬的。通过应⽤程序请求您的明确同意，作为 Abbo� 能够去身份化、假名化、聚合化和/或匿名化您的个⼈信息
以进⾏数据分析的法律依据。如果您已被要求同意处理您的个⼈信息，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撤销同意。任何撤销同意

都不会影响基于您在撤销前同意的处理的合法性。另请注意，如果您撤销同意，Abbo� 只会停⽌处理与撤销同意有关
的个⼈信息。Abbo� 仍将在有合同或其他法律义务的情况下处理个⼈信息，例如遵守欧洲经济区、英国、瑞⼠或任何
其他适⽤司法辖区的医疗设备监管框架。

4. 应⽤程序和 Merlin.net™ PCN 的背景

Abbo� 是您 ICM 的制造商。Abbo� 开发了应⽤程序，并拥有相关的授权和/或注册（在适⽤法律要求的情况下）。

该应⽤程序能够将从 ICM 收集的信息快速、⾃动地传输到专⽤、安全的数据库。通过 Merlin.net™ PCN，您的医疗服
务提商可以看到您的⼼脏跳动何时开始不同。当感觉不对劲时，例如，如果您感觉头晕眼花、⽓短、⼼怦怦直跳或跳

得⾮常快，您也可以使⽤该应⽤程序捕获⾃⼰的症状。该应⽤程序会根据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设定的设置，⾃动将您

的⼼律数据发送到您的医院。该应⽤程序将帮助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监测您的⼼脏节律和症状，并修改您的治疗⽅

法，⽽⽆需您经常亲⾃去医院就诊。您必须将移动设备连接到 WiFi 或蜂窝/移动数据，并确保 Bluetooth®
[1]
⽆线技术

保持 [打开] 状态，以使您的 ICM 和该应⽤程序配对和通信，并且您必须使⽤该应⽤程序，以便医疗服务提供商可以
远程监测您的⼼律。

 

5. 应⽤程序的注册



要进⾏注册，您需要在应⽤程序中输⼊⼀些个⼈信息，包括通过应⽤程序屏幕输⼊的出⽣⽇期和 ICM 序列号，以及
＃Merlin.net™PCN 上患者资料中的信息，即您的电⼦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下⽂简称为”注册信息“）。对于随后将应
⽤程序与您的 ICM 配对的情况（例如，如果您购买了新的智能⼿机），您可能需要获取授权码并将该应⽤程序与您
的 ICM 配对才能使⽤该应⽤程序。您要同意在注册时提供准确且完整的信息。您承认并同意，该应⽤程序是为个⼈
设计和供个⼈使⽤的。如果您发现影响到您的应⽤程序帐户的安全事件或违规⾏为，包括您认为您的注册信息可能遭

到破坏的情况，则必须⽴即通知我们。

6. 不提供医疗建议

应⽤程序或通过它提供的任何服务都不是患者健康服务。⽤户应注意，该应⽤程序是⼀种信息管理服务，可让您的医

疗服务提供商监测您的 ICM。该应⽤程序并不意在替代专业医疗建议，并且 Abbo� 也不通过该应⽤程序提供任何健
康护理服务。个⼈应始终咨询合格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如有任何可能与医疗状况有关的问题，包括对⼼脏状况的任何疑

问或疑虑，您绝不应因为传输到应⽤程序或包含在应⽤程序中的数据或任何其他信息⽽忽视或延误寻求专业医疗建

议。如果您的读数不正常，或者您的⼼脏疾病或其他⽅⾯的健康状况发⽣其他变化，则应遵循医疗服务提供商制定的

习惯准则。

我们不向⽤户提供医疗建议或护理。如果您怀疑⾃⼰可能发⽣紧急医疗状况，则应该致电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与当

地紧急服务部⻔联系。Abbo� 不负责将任何读数变化通知给医疗服务提供商。  我们的技术⽀持⼈员⽆资格或⽆权告
知您在应⽤程序上访问或通过应⽤程序传输任何数据的实质、意义或可能导致的后果。

应⽤程序旨在帮助个⼈及其医疗服务提供商通过信息、分析和沟通更好地管理患者的⼼律。您和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

全权负责传达您的数据、提供反馈以及讨论和推荐测试和治疗⽅案。Abbo� 对任何特定的测试、产品、程序或意⻅不
作推荐或认可。您根据向应⽤程序传输的或存储在应⽤程序上的任何信息或从 Abbo� 员⼯、代理商或我们的供应商
那⾥收到的任何信息采取⾏动的决定完全由您⾃⾏承担⻛险。

对于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的⽤户：通过应⽤程序提供给您的信息不是电⼦医疗记录。如果您认为有必要（⾃⾏决

定）将通过您的应⽤程序收集的任何信息添加到您的医疗记录中，您可以联系医疗服务提供商并要求医疗服务提供商

打印这些信息的副本，以获取副本并添加到医疗记录中。

7. 第三⽅产品的使⽤

请注意，第三⽅可能会提供未经授权的服务、软件和移动应⽤程序，它们可能声称与应⽤程序和/或您的 ICM 兼容，
但未经 Abbo� 授权此类使⽤。Abbo� 不建议您在未经授权的第三⽅产品上使⽤应⽤程序或您的 ICM。这样做将由您
⾃⼰承担⻛险。未经授权的第三⽅产品不在 Abbo� 控制范围内；Abbo� 对这些产品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对任何这
些产品的有效性、准确性、可靠性或状态做任何声明，并且对与任何未经授权的第三⽅服务、软件、应⽤程序或其他

产品相关的任何声明不承担任何责任。

 

8. 所有权

您确认并同意 Abbo�、其关联公司、其供应商或其许可⽅拥有或许可应⽤程序、⽂档及其任何改进、更新、升级、修
改、⾃定义或附加部分涉及到的所有⽅⾯的合法权利、名号和利益 ，包括但不限于图形、⽤户界⾯、⽤于实现应⽤
程序的脚本和软件，以及作为应⽤程序的⼀部分和/或与应⽤程序相关的任何软件或⽂档，包括其中存在的所有知识
产权（⽆论是否注册，⽆论它们存在于世界何处）。就本协议⽽⾔，”知识产权“是指任何版权、专利、商业秘密、商
业外观、商标、装饰权、商誉、设计权、技术、艺术品、计算机软件权（包括源代码）、数据库，以及现在或将来在

⽬前已知或之后发明的任何媒体中（在世界任何地⽅）存在或将存在的类似或同等保护权利或形式。您同意不采取任

何会削弱这些权利或质疑这些权利的⾏动。

您进⼀步同意，该应⽤程序包含专有和机密信息（包括软件代码），并受适⽤的知识产权法和其他法律（包括但不限

于版权）保护。您同意，除⾮本协议明确允许，否则您不会以任何⽅式使⽤此类专有信息或材料。除⾮本协议明确允

许或适⽤法律允许，否则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式复制应⽤程序的任何部分，并且不得删除任何产品标识、版权声

明或专有权限制。未经授权复制应⽤程序或不遵守本协议中的限制（或其他违反此处授予的许可的⾏为）将导致本协

议⾃动终⽌，并且您同意，这将对 Abbo�、其附属公司和/或其许可⽅构成直接、⽆法弥补的损害（⾦钱损害将不⾜
以作为补救措施），⽽禁令性救济将是对此类违反⾏为的适当补救措施。对于德国的⽤户：您证明未发⽣任何损害的



权利不受上述影响。上述某些条款在某些国家/地区/州/省/司法辖区可能⽆效，因此上述声明和条款可能并不完全适
⽤于您。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户：未经授权复制该应⽤程序或不遵守本协议的限制（或其他违反此处授予的许可的⾏

为）将导致在提前五天的通知期满后⾃动终⽌本协议，除⾮您在五天期间内纠正了违规⾏为。

应⽤程序的结构、组织和代码是 Abbo�、其关联公司和/或其许可⽅的宝贵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您不得从应⽤程序
中删除任何产品标识、版权声明或专有权限制。您承认，您⽆权以源代码形式访问该应⽤程序。

Confirm Rx™、Jot DX™、myMerlin™ 和 Merlin.net™ 以及相关的商标, 是 Pacese�er, Inc. 在各个司法管辖区的商标（下⽂
简称为”Abbo� 商标“）.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使⽤ Abbo� 商标⽽获得的任何及所有商誉均应完全符合 Pacese�er, Inc 的
利益。在使⽤应⽤程序期间包含或访问的其他第三⽅商标均是其各⾃所有者的商标，与此类商标相关的所有商誉均应

符合这些商标所有者的利益。上述任何商标均不授予您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许可或权利，并且您进⼀步同意，您不得删

除、遮盖或更改任何可能贴在或包含在应⽤程序或 Merlin.net™PCN 内的任何专有权声明（包括商标和版权声明）。
未经 Abbo� 事先书⾯许可，不得使⽤任何 Abbo� 商标、商品名或商业外观，除⾮⽤于标识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Abbo�、其附属公司、其供应商和其许可⽅保留未在本协议中明确授予您的所有权利。

应⽤程序的某些部分可能包括第三⽅提供的其中存在知识产权的材料。此类第三⽅材料的许可⽅保留其在此类第三⽅

材料及其所有副本中的各⾃权利、名号和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及所有知识产权。您特此确认对此第三⽅材料的使

⽤以及相关权利，但上述确认在某些国家/州/省/司法辖区⽆效的情况下除外。

即便有相反的规定，Abbo� 也不会将应⽤程序、⽂档中的任何所有权或知识产权，或任何其他技术、信息或材料转让
给⽤户，并且在各⽅之间，Abbo�、其附属公司及其许可⽅保留对应⽤程序、⽂档和所有其他技术、信息和材料，以
及任何及所有相关副本或修改（⽆论由谁做出和何时做出）（包括但不限于与上述任何及所有内容有关的所有知识产

权）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利益的专属所有权。

9. 许可的授予和范围

您可以将应⽤程序下载到移动设备上，以查看、使⽤和显示应⽤程序和服务，但只能⽤于评估应⽤程序与 ICM 结合
使⽤时的潜在使⽤情况和您的使⽤情况。应⽤程序是由 Abbo� 授权（⽽⾮出售）给您的。在您遵守本协议的前提
下，并且仅在 Abbo� 允许您使⽤应⽤程序的前提下，我们特此允许您以有限、⾮专有、可撤销、不可转让、不可分
配、不可再许可的⽅式，仅出于个⼈、⾮商业⽬的在移动设备上安装和使⽤应⽤程序（称为“许可”）。如果您未能遵
守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您必须⽴即停⽌使⽤应⽤程序，并从移动设备中移除（即卸载并删除）应⽤程序。

本⽂授予的许可不授予名号、所有权、利益或知识产权。您确认您不会获得应⽤程序、⽂档中的任何名号、所有权

（专有权）或利益，其中所含任何知识产权或任何其他技术、信息或材料。根据本协议的条款使⽤知识产权⽽产⽣的

任何商誉应完全符合 Abbo�、其关联公司和/或其许可⽅的利益。

此处未明确授予的权利由 Abbo�、其关联公司、其供应商和/或其许可⽅保留，但上述规定在某些国家/州/省/司法辖
区⽆效的情况下除外。您同意仅在此处明确允许的情况下使⽤应⽤程序。对于德国⽤户：上述规定不适⽤于德国的⽤

户（在德国适⽤版权法所禁⽌的程度）。

10. 许可限制

除⾮本协议中明确规定或任何当地法律允许，否则您同意不：

a. 在您未拥有、未控制或未获得合法访问权限的任何移动设备上使⽤应⽤程序；

b. 未经任何第三⽅同意将应⽤程序连接到该第三⽅的 ICM；

c. 以任何形式在互联⽹上以任何其他⽅式向任何其他⼈复制、重现、再发布、上传、发布或以其他⽅式提供应⽤
程序或⽂档或其中任何部分；

d. 分发、出售、出租、租赁、再许可、借出、翻译、转让、合并、调整、更改或修改应⽤程序；

e. 改动或修改应⽤程序的全部或任何部分，也不允许将应⽤程序或其任何部分与任何其他程序合并或并⼊其中；

f. 基于应⽤程序的全部或任何部分进⾏反汇编、反编译、反向⼯程、解码、创建衍⽣作品或试图以其他⽅式获得
或检查任何源代码或设计⽂档；

g. 出售、出租、租赁、出借、转让、许可、再许可、分发或以其他⽅式转让应⽤程序或⽂档的权利（本协议中明
确规定的除外）。应⽤程序不得转让给其他Y终⽤户，如果您将安装应⽤程序的移动设备转让给其他⼈，则应



⽤程序应卸载。您存储在应⽤程序中或使⽤应⽤程序传输的数据特定于您。如果另⼀个Y终⽤户希望使⽤应⽤

程序，则他或她应将应⽤程序直接下载到⾃⼰的设备上并创建⼀个新帐户；

h. 删除、修改或掩盖在使⽤应⽤程序期间出现的任何产品标识、专有权限制、版权、商标、服务标志、宣传标语
或其他通知；

i. 在事先未获得我们的书⾯同意的情况下，以任何形式向任何⼈提供或以其他⽅式提供全部或部分应⽤程序（包
括⽬标和源代码）；

j. 将应⽤程序⽤于任何商业⽬的，包括⽤于商业时间共享或以其他⽅式向第三⽅提供服务；

k. 不得试图规避或以其他⽅式禁⽤我们实施的任何安全或数据保护措施，也不做任何会影响应⽤程序安全性的事
情；以及

l. 不得访问、使⽤或复制这些应⽤程序的任何部分，⽤于直接或间接开发、推⼴、分销、销售或⽀持与应⽤程序
有竞争关系的任何产品或服务。

11. 可接受的使⽤限制

在使⽤应⽤程序时，您：

1. 必须对任何激活代码和/或会话代码或密码保密，不得将其透露给其他任何⼈；

2. 不得出于任何⾮法⽬的，以任何⾮法或侵权⽅式或以任何与本协议不符的⽅式使⽤应⽤程序，或通过⿊客⼊侵
应⽤程序或任何操作系统或向其中插⼊恶意代码（包括病毒或有害数据）等⼿段，从事欺诈或恶意⾏为；

3. 不得上传、下载、通过电⼦邮件发送、传输、存储或以其他⽅式提供任何⾮法、有害、侵权、以其他⽅式令⼈
反感或侵犯他⼈隐私的数据或其他信息，包括涉及任何未满 18 岁（或当地法律规定为⼉童的其他年龄）的
⼈，除⾮您是该⼉童的⽗⺟、监护⼈或授权看护⼈；

4. 不得假装为您以外的任何⼈或歪曲您的身份、您的年龄，或以其他⽅式歪曲您与任何⼈的关系，或使⽤应⽤程
序连接到其他⼈的 ICM 或收集其中的数据。Abbo� 保留拒绝或阻⽌任何可能被视为冒充或歪曲您的身份、盗
⽤他⼈姓名或身份或⽤于劫持其他⽤户数据的帐户或电⼦邮件地址的权利；

5. 不得侵犯我们的知识产权或任何第三⽅的知识产权（包括上传您没有权利向其上传的任何内容），或违反机
密、雇佣或保密协议泄露任何机密信息或商业机密；

6. 不得以可能会损坏、禁⽤、过载、损害或削弱我们的系统或安全或⼲扰其他⽤户的⽅式使⽤该应⽤程序；

7. 使⽤应⽤程序（包括传输数据）的⽅式必须符合所有适⽤的法律（包括与骚扰或其他侵权或违法⾏为、数据保
护、隐私和医疗秘密相关的法律）；以及

8. 不得从该应⽤程序或我们的系统（不包含数据）收集或获取任何信息或数据，或尝试破解向或从运⾏任何服务
的服务器传输的任何信息。

如果您对应⽤程序的使⽤或其他⾏为有意或⽆意地威胁到 Abbo� 提供服务的能⼒，Abbo� 有权采取⼀切合理步骤来
保护应⽤程序，其中可能包括暂停您访问应⽤程序或终⽌您的应⽤程序帐户。

12. 移动设备兼容性要求

需要使⽤符合以下条件的移动设备才能使⽤应⽤程序：

Apple‡ iOS‡ v13.0 或更⾼版本的操作系统或者 Google‡ Android‡ v9.0 或更⾼版本的操作系统；

互联⽹接⼊（蜂窝移动数据、WiFi）；

Bluetooth®1 4.0 ⽆线技术或更⾼版本（也称为 Bluetooth®1 低功耗⽆线技术）。

使⽤应⽤程序需要您在移动设备上启⽤某些功能，包括：

应⽤程序后台数据

"启⽤了 [随时都有位置权限]（仅适⽤于 Android）

允许 [通知]



我们还建议您启⽤⾃动应⽤程序更新或接受更新

有关移动设备功能和应⽤程序使⽤情况的完整建议列表，请访问应⽤程序设置。

13. 应⽤程序更新和升级

不时可以通过应⽤程序商店提供商获得此应⽤程序的更新。您可能需要先下载应⽤程序的Y新版本并接受任何可能适

⽤的新条款，然后才能使⽤这些应⽤程序，具体取决于不同的更新内容。要使⽤由 Abbo� 确定为升级的应⽤程序版
本，您必须⾸先获得许可以使⽤ Abbo� 确定为有资格进⾏升级的原始应⽤程序。升级后，您不得再使⽤构成升级资
格基础的应⽤程序版本，升级后的软件应被视为此处许可的应⽤程序；前提条件是上述规定不适⽤于德国的⽤户（在

德国适⽤版权法所禁⽌的程度）。本协议适⽤于应⽤程序每个版本的任何及所有更新或补充，除⾮ Abbo� 提供其他
条款以及更新或补充。如果本协议与更新或补充提供的其他条款发⽣冲突，则以此类其他条款为准。此第 13 条将不
要求 Abbo� 提供由 Abbo� 单独定价的新增特性和功能或任何未来产品。

14. 声明

a. 本协议适⽤于应⽤程序，包括对应⽤程序的任何更新，除⾮这些更新附带单独的条款（如果确实附带有单独的
条款，则应遵守这些附带条款）。

b. 当您从应⽤程序商店下载此应⽤程序时，您表示您拥有或已获得您⽤于访问和下载应⽤程序副本的移动设备所
有者的许可。您和设备所有者可能需要向服务提供者⽀付在移动设备上访问互联⽹或使⽤数据⽽产⽣的费⽤。

根据本协议，您将承担使⽤应⽤程序（及与使⽤应⽤程序有关的所有费⽤或税收）或与任何移动设备相关的责

任，⽆论您是否拥有该设备。

c. 您应在您的移动设备上下载和安装我们提供的应⽤程序Y新版本。

d. 您负责获取、维护和⽀付所有硬件以及接收、访问或使⽤应⽤程序所需但 Abbo� 未提供的所有电信和其他⽤
品或服务。

e. 如果您的医院或医疗服务提供者已经为您提供⼀个包含应⽤程序的移动设备，即表示您确认并同意该移动设备
依然归 Abbo� 所有，并且您不得尝试修改、加强或改变该移动设备。

f. 使⽤该应⽤程序，即表示您确认并同意，互联⽹传输（包括数据传输）绝不是完全隐私或安全的。您理解，互
联⽹传输可能被他⼈读取或截获，即使提供了有关特定传输已加密的特别通知也是如此。

g. 您确认应⽤程序或其中的任何功能或部分可能并⾮以所有语⾔或在所有国家/地区提供，并且 Abbo� 不表示应
⽤程序或其中的任何功能或部分适合或可⽤于任何特定位置。

15. 应⽤程序帐户的删除

您可以随时删除（即卸载）应⽤程序。请注意，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将在 Merlin.net™PCN 上设置⾃⼰的帐户，以创
建特定于您的患者档案，删除应⽤程序可能不会对您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创建的帐户或患者档案产⽣任何影响。Abbo�
不负责保留、存储或备份应⽤程序上的信息。您全权负责保留、维护、存储和备份（以电⼦⽅式和/或硬拷⻉）您要
保留的任何信息。对于未经授权访问、使⽤或更改您的信息，Abbo� 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您通过电⼦邮件发送、备
份、截屏您在应⽤程序上的信息，或以其他⽅式与第三⽅共享您的任何个⼈信息或报告，则这些信息可能不会被加

密，并且 Abbo� 将⽆法管理该信息的隐私性或安全性。您应采取您认为适当的步骤来保护此类信息的安全。除⾮法
律另有要求，否则您同意您的应⽤程序帐户不可转让，并且拥有应⽤程序或对应⽤程序上存储的任何信息的任何权利

将在您死亡时终⽌。

如果除了删除应⽤程序外，您还希望撤销对 Abbo� 处理您的个⼈信息的同意，请按照本协议第 3 条下的说明进⾏操
作。

16. 本协议的变更

我们可能会不时更改本协议，具体做法是以任何合理⽅式通知您此类更改（包括当您下次使⽤应⽤程序时在屏幕上显

示修订后协议），并要求您阅读、明确同意并同意更改以继续使⽤应⽤程序。如果被接受，此类条款将⽴即⽣效，但

不适⽤于您与 Abbo� 之间在发布包含此类更改的修订后协议或以其他⽅式通知您此类更改之⽇前发⽣的任何争议。
如果您拒绝接受此类更改，我们将有权终⽌本协议和您对应⽤程序的使⽤。您同意，对于应⽤程序的任何修改或停

⽌，Abbo� 对您或任何第三⽅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于德国的⽤户：启动应⽤程序时，您将收到本协议中任何更改的通知。除⾮您以书⾯形式或使⽤ Abbo� 同意的电
⼦⽅式通知 Abbo�，否则更改将被视为已被您接受。宣布更改后，我们将提请您注意这⼀事实。如果您决定反对任何
更改，则必须在收到更改通知后六 (6) 周内反对。

对于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的⽤户：当您登录应⽤程序时，您将收到关于本协议任何更改的通知。除⾮您以书⾯形

式或使⽤ Abbo� 同意的电⼦⽅式通知 Abbo�，否则更改将被视为已被您接受。宣布更改后，Abbo� 将提请您注意这
⼀事实。如果您决定反对任何更改，则必须在收到更改通知后六 (6) 周内反对。如有异议，Abbo� 可在四 (4) 周通知
后终⽌应⽤程序帐户。否则，此第 16 条不适⽤于位于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的⽤户。

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户：在我们提前五天通知您更改并且您在此通知期内接受了此更改之前，与本协议的基本要素或

服务的特征有关的第 16 条中提及的任何更改将不⽣效。

17. 应⽤程序⽀持

提供免费的技术⽀持，我们的代理商将在您植⼊后与您联系，以提供与应⽤程序相关的服务，包括有关其使⽤、应⽤

程序与移动设备的配对以及应⽤程序和移动设备的基本故障排除的培训。如果您需要有关该应⽤程序的技术⽀持，也

可以直接与我们的客户服务联系。

您为获得应⽤程序⽀持⽽提供的任何数据、评论或材料，包括问题、评论、建议等反馈数据（下⽂简称为“反馈”），
均应被视为⾮机密、⾮专有。Abbo� 对此类反馈不承担任何形式的义务，并且可⾃由复制、使⽤、披露、展示、显
示、转让、创建衍⽣作品，并将反馈不受限制地分发给他⼈，但可能包含在反馈中但受本协议第 19 条约束的个⼈信
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数据）除外。此外，Abbo� 可⾃由地将此类反馈中包含的任何想法、概念、知识或技术⽤于任
何⽬的，包括开发、制造和营销包含此类反馈的产品。

18. 崩溃分析数据

Abbo� 会报告应⽤程序何时崩溃或遇到某些软件错误，以便我们可以⽀持和改进应⽤程序。此报告功能内置于应⽤程
序软件中。如果应⽤程序在正常使⽤期间崩溃或遇到某些传输错误，应⽤程序会向 Abbo� 发送有关该事件的某些信
息。Abbo� 为解决应⽤程序的任何问题⽽接收的⼀些信息可能包括您的个⼈信息，或者可能与您的个⼈信息有联系。
只要收到此类信息，Abbo� 将始终遵守适⽤法律。

19. 同意传输数据

a. 我们不会主张对您通过应⽤程序传输到服务的数据拥有所有权。通过向我们披露您的个⼈信息，即表示您向我
们授予全球范围的免版税的⾮排他性许可，以便我们使⽤、分发、复制、修改、改编、创建信息、发布和翻译

此类数据，来向您提供服务，包括⽤于维护和改进应⽤程序和/或服务的质量。

b. 您同意，本协议允许我们出于⾃身⽬的以及出于向我们的关联公司和第三⽅研究⼈员披露⽽创建、访问、保留
和使⽤出于以下⽬的从服务派⽣的聚合化、匿名化、假名化或去身份化信息：

为了公共卫⽣的利益，改善我们的⼼脏和医疗设备与系统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允许开发创新有

效的⼼脏相关疾病的治疗；

进⾏研究以便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是如何使⽤的、衡量其性能和有效性、改进未来的产品，并且与实

际的证据研究相结合，⽤于统计⽬的以及供我们⾃⼰、我们的关联公司进⾏分析，并披露给第三⽅研究

⼈员、医疗保健实体或专业⼈员或公共卫⽣当局；

评估应⽤程序和服务是如何提供和使⽤的以及其有效性（包括⼈⼝统计信息，如地理位置）；

验证应⽤程序和服务功能和升级，包括监测和改进应⽤程序和服务的安全性和保障；研究、开发和测试

医疗设备，包括新的和现有的特性和功能，以及测试和改进应⽤程序、服务和 Abbo� 医疗设备以进⾏
产品开发、数据分析、统计和调查。

20. 终⽌

本协议⾃您接受本协议之⽇起⽣效，并且将继续有效，除⾮终⽌。您可以按照本协议第 15 条的规定随时删除应⽤程
序。如果您违反和/或未能遵守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本协议将⽴即终⽌，恕不另⾏通知。Abbo� 还可能在任何
时候以任何理由或没有理由，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终⽌或中⽌本协议。如果 Abbo� 认为您违反本协议的⽂



字或精神，则可能会终⽌或中⽌本协议。Abbo� 可能会在您选择停⽌使⽤应⽤程序时，或者随时（如果不再提供应⽤
程序、服务和/或 ICM）终⽌对应⽤程序的⽀持。

本协议发⽣此类终⽌或中⽌后：

a. 您必须⽴即停⽌本协议授权的所有活动。您将不再能够使⽤应⽤程序，包括使⽤应⽤程序访问任何数据；前提
条件是上述规定不适⽤于德国的⽤户（在德国适⽤版权法所禁⽌的程度）；

b. Abbo� 可能在不对您或任何第三⽅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即暂停、停⽤或终⽌您对应⽤程序、注册信息和所
有相关资料的访问，⽽⽆义务提供对此类资料的任何进⼀步访问；

c. 您必须停⽌使⽤并卸载和销毁应⽤程序和⽂档的所有副本；

d. 根据本协议授予您的所有权利，包括任何许可，均应终⽌。

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户：如果您违反和/或不遵守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我们将提前五天通知您终⽌，以补救该
违反⾏为，除⾮该违反⾏为⽆法补救，或者由于您的过失或拒绝履⾏义务，履⾏义务变得不可能。如果 Abbo� 终⽌
或中⽌本协议，我们将提前五天向您发出终⽌通知，并根据阿尔及利亚强制性法律针对此终⽌给予您赔偿。如果

Abbo� 在您提前五天通知您终⽌违约⾏为后，认为您违反了本协议的条款或精神，则 Abbo� 可以终⽌或中⽌本协
议，除⾮该违法⾏为⽆法补救或由于您的过失或拒绝履⾏义务，⽆法履⾏义务。如果您选择中⽌使⽤ Abbo�，Abbo�
可终⽌其对应⽤程序的⽀持；或者在不再提供应⽤程序，服务和/或 ICM 的任何时间，我们将在五天前给您终⽌通
知。

 

21. 我们的免责声明

提供应⽤程序的⽬的是使您能够使⽤移动设备将来⾃ ICM 的数据传输到 Merlin.net™ PCN，供医疗服务提供商访问。
您明确确认并同意，您使⽤应⽤程序的⻛险由您⾃⼰承担，⽽您对于令⼈满意的质量、性能、准确性和努⼒成果的全

部⻛险均由您承担。

应⽤程序不能在已更改或定制以移除、替换或规避制造商批准的内核、系统配置或使⽤限制，或违反制造商保修的移

动设备上使⽤。使⽤应⽤程序可能会对其他软件和设备的运⾏产⽣不利影响。为应⽤程序创建或包含在应⽤程序中的

任何内容都是为了提供信息以实现数据传输。应⽤程序不能⽤于医学治疗或提供医疗护理或服务，也不能⽤于提供个

性化的医疗服务或护理。

在适⽤法律允许的Y⼤范围内，Abbo�、其附属公司及其第三⽅提供商“按原样”且“在可⽤时”提供应⽤程序和服务，
包括所有故障和缺陷，且不作任何形式的任何其他担保，并且在此声明拒绝所有其他保证和条件，⽆论是明示、暗示

还是法定，包括但不限于名号和不侵权保证、任何暗示的保证、适销性义务或条件、针对特定⽬的和质量的适⽤性，

以及⽆病毒。Abbo� 或 Abbo� 授权代表提供的任何⼝头或书⾯信息或建议均不构成担保。应⽤程序不得替代专业医
疗保健判断、直接医疗监督或紧急⼲预措施；也不得⽤于紧急⽤途，或⽤于传输或指示任何实时警报或时间关键型数

据。所有患者的医疗诊断和治疗均应由适当的医疗保健专业⼈员进⾏。⽆论是 Abbo� 还是其任何附属公司，都不对
⽤户做出的任何诊断、决定或评估或根据应⽤程序和⽂档内容做出的任何决定⽽对⽤户造成的任何伤害负责或承担责

任。

虽然我们使⽤合理的商业保护措施保护数据数据（如当在该应⽤程序上本地存储数据，以及使⽤ Bluetooth®1 ⽆线技
术在植⼊式⼼脏设备和应⽤程序之间传输数据时，对数据进⾏加密），但我们不保证通过连接到互联⽹的任何系统、

包含应⽤程序的移动设备或智能设备传输的任何信息或存储在其上的任何信息的隐私性、安全性、真实性，也不保证

其未损坏。对于您或第三⽅提供的任何数据或您在应⽤程序中存储的数据所⽣成的任何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可靠

性或时效性，Abbo� 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特别是，Abbo� 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基于此类数据的任何信息都将符
合要求披露信息的政府法规。 

Abbo�、其附属公司和其第三⽅提供商不保证应⽤程序中包含的功能将满⾜您的要求，也不保证其操作不会中断或没
有错误，或任何错误将得到纠正。软件（例如应⽤程序中使⽤的软件）固有地会存在错误以及与其他计算机软件和硬

件的潜在不兼容。您不应将应⽤程序⽤于任何引发故障可能导致⼈员或有形/⽆形财产遭受重⼤损害或伤害的情况。

对于任何第三⽅硬件或软件或应⽤程序上显示的数据的准确性，Abbo� 概不提供任何保证或陈述，并且 Abbo� 对其
中的任何故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本协议的适⽤范围，Abbo� 不承担对 Abbo� 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代理商（或



受让⼈）或其他第三⽅的诉讼或索赔所产⽣的任何及所有责任。

某些国家/州/省/司法辖区不允许排除暗示担保或对暗示担保期限的限制，因此上述免责声明可能并不完全适⽤于
您。在适⽤法律要求我们提供担保的范围内，您同意此类担保的范围和期限应在该适⽤法律所要求的Y⼩范围内。

对于德国和瑞⼠的⽤户：除了此⼦条适⽤于德国和瑞⼠⽤户外，第 21 条不适⽤于德国和瑞⼠的⽤户。应⽤程序和服
务“按原样”且“在可⽤时”向德国和瑞⼠的⽤户提供。在设法尽可能避免⻓时间的停机以及应⽤程序和服务可⽤性的重
⼤障碍的同时，我们不保证或担保应⽤程序或其中包含的任何功能没有错误且具有不间断的可访问性和可⽤性。您的

法定保修权利不受上述影响。

对于英国的⽤户：此第 21 条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影响有关令⼈满意的质量、针对⽤途的适⽤性或描述准确性的法定保
证。

对于澳⼤利亚的⽤户：第 21 条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影响《2010 年竞争和消费者法案》(Compe��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规定您享有的消费者保障权利。根据澳⼤利亚消费者法，我们的商品和服务附带⽆法排除的担保。如果服务发
⽣重⼤故障，您有权：

a. 取消您与我们的服务合同；

b. 要求退还未使⽤部分的款项，或补偿其减少的价值。

您也有权针对商品的重⼤故障选择退款或更换。如果商品或服务的故障不构成重⼤故障，则您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让

故障得到纠正。如果不这样做，您有权要求商品退款以及取消服务合同并获得未使⽤部分的退款。您也有权因商品或

服务故障⽽要求针对任何其他合理的可预⻅的损失或损害获得赔偿。

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户：第 21 条的任何规定均不得限制或排除我们的责任：

a. 根据 2009 年 2 ⽉ 25 ⽇颁布的、有关消费者保护和制⽌欺诈的第 09-03 号（经修订）法律为您提供保证；或者

b. 根据 2013 年 9 ⽉ 26 ⽇颁布的、有关实施商品和服务担保的条款和条件的第 13-327 号⾏政法令，在⾸次向您
提供应⽤程序和服务之⽇起六个⽉内出现的任何应⽤程序和服务缺陷。 

22. 有关我们责任限制的重要信息

在适⽤法律允许的Y⼤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Abbo�、其附属公司或其第三⽅提供商均不对⾦钱损失负责，包括任
何特殊、偶发、间接、后果性、惩戒性或惩罚性损害，除以下内容外：

a. 对于新泽⻄州的⽤户：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排除消费者根据新泽⻄州法律（如果适⽤）可以追偿的损害赔
偿，其中可能包括《新泽⻄州惩罚性赔偿法案》(New Jersey Puni�ve Damages Act)、《新泽⻄州产品责任法
案》(New Jersey Products Liability Act)、《新泽⻄州统⼀商业法典》(New Jersey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和
《新泽⻄州消费者欺诈法案》(New Jersey Consumer Fraud Act)。

b. 对于德国的⽤户：对于任何违反重要合同义务（基本义务）的有罪责⾏为，Abbo� 将承担责任。基本义务是为
了能够正确执⾏本协议⽽必须履⾏的合同义务，您可以定期查看并以此为依据。否则，Abbo� 的责任将仅限于
重⼤过失和故意的不当⾏为。如果 Abbo� 因疏忽⽽轻微违反基本义务或简单代理做出轻微的不当⾏为，⽽需
为此承担责任，那么 Abbo� 的责任通常仅限于可预⻅的损害。这不会影响任何强制性法定责任，尤其是
Abbo� 与死亡、⼈身伤害或疾病相关的责任，以及与《德国产品责任法》相关的责任。除了此⼦条适⽤于德国
的⽤户外，第 22 条不适⽤于德国的⽤户。

c. 对于英国和瑞⼠的⽤户：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排除我们因与应⽤程序有关的疏忽或欺诈性虚假陈述⽽造成
的死亡或⼈身伤害的责任。

d. 对于澳⼤利亚的⽤户：第 21 或 22 条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影响您在《2010 年竞争和消费者法案》(Compe��on
and Consumer Act 2010)（联邦）中享有的消费者保障权利。不论这些条款和条件的任何其他规定如何，如果
《2010 年竞争和消费者法案》(Compe��on and Consumer Act 2010)（联邦）或任何其他⽴法规定对所提供的商
品或服务均存在担保，并且我们违反该担保的责任可能⽆法排除，但可能有限，那么对于此类违反的责任仅限

于（在提供商品的情况下）更换商品或提供同等商品或修理商品，或（在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再次提供服务或

⽀付再次提供服务的费⽤。



e. 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户：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均不应排除我们对侵权⾏为（包括过失）造成的损害或由于我们的
欺诈或重⼤过失造成的损害的责任。除欺诈或重⼤过失外，我们仅对签订协议时可预⻅的损失承担责任。

上述限制适⽤于任何以下损害：利润损失、数据或其他⽆形资产丢失、通过应⽤程序传输的信息的安全损失（包括第

三⽅未经授权截取此类信息）、业务中断、 ⼈身伤害、因使⽤或不能使⽤应⽤程序或第三⽅软件和/或可能与应⽤程
序⼀起使⽤的第三⽅硬件⽽导致或因⽆法使⽤⽽导致的隐私损失、因您下载应⽤程序或链接到它（或与本协议的任何

规定相关）的任何移动应⽤程序/材料/⽹站⽽导致任何病毒或其他技术有害材料感染您设备的损失，即使 Abbo�、其
关联公司或任何第三⽅提供商被告知此类损害的可能性，即使补救措施未能达到其基本⽬的，也是如此。

⽆论此类损害是否根据合同、侵权（包括疏忽）、严格责任或任何其他理论引起，上述限制都将适⽤。

除了您通过应⽤程序与医疗服务提供商共享的信息外，如果您选择与第三⽅（包括第三⽅应⽤程序）共享来⾃应⽤程

序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数据），则您确认并同意，在法律允许的Y⼤范围内，Abbo� 及其业务合作伙伴不
对您共享和/或披露您的个⼈信息（包括与健康相关的数据）的决定负责，您特此免除 Abbo� 及其业务合作伙伴因此
类第三⽅收集或处理您的个⼈信息⽽产⽣的任何责任。

在不限制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尽管您可能遭受任何损失，并且在适⽤法律允许的Y⼤范围内，Abbo�、其附属公司及
其任何供应商根据本协议的任何规定或其他与本协议相关的规定承担的全部责任，以及您对于上述所有规定的唯⼀补

救措施应限于：

a. 修复、修理或以其他⽅式纠正应⽤程序内的任何故障，即使任何此类损失是可以预⻅的或被各⽅考虑的，或

b. 在适⽤的情况下，您实际为应⽤程序⽀付的⾦额或 10.00 美元（⼆者中的较⾼者）。

其他⼀些国家/州/省/司法辖区可能禁⽌或限制责任、某些暗示担保或附带或后果性损害的排除或限制；仅在此类法
律适⽤于您的范围内，上述部分或全部免责声明、限制或排除可能不适⽤于您，并且您可能根据适⽤法律享有某些附

加权利。

23. 赔偿

在适⽤法律允许的Y⼤范围内，您同意保护、捍卫 Abbo�、其附属公司及其各⾃的⾼级管理⼈员、董事、员⼯、代理
⼈、继承⼈、受让⼈和许可⼈免受由第三⽅因以下原因（或与下原因相关）导致的任何及所有索赔、损害、要求、责

任、判决、裁定、损失、成本和开⽀（包括律师和专家费⽤），并使其免受伤害：(i) 您使⽤应⽤程序或执⾏与应⽤程
序相关的活动；(ii) 任何违反或涉嫌违反本协议或法律、法规或第三⽅权利的⾏为，包括您或您家庭或组织中的其他
⼈因您或他们使⽤应⽤程序⽽侵犯或涉嫌侵犯任何第三⽅知识产权的⾏为，包括疏忽⾏为、遗漏和故意不当⾏为。对

于德国的⽤户：您证明未发⽣任何损害的权利不受上述影响。

24. 出⼝管制

应⽤程序受美国出⼝管制约束，包括任何美国禁运或其他限制出⼝的联邦法规。如果您是以下情况并且您确认您不

是，我们不会故意将应⽤程序提供给您：(a) 位于受美国政府禁运或贸易制裁的任何国家/地区，或是其居⺠或国⺠
（请访问 h�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ons/Programs/Pages/Programs.aspx，了解有关美国制裁的更多
信息）；或 (b) 在美国政府的任何受限Y终⽤户名单上（例如，包括可从以下⽹址获得的“特别指定的国⺠”名单）：
h�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ons/SDN-List/Pages/default.aspx).

25. 通知

根据本许可发出或与本协议相关的通知必须以书⾯形式提供，并且必须通过预付⽅式邮寄到 Legal Department, One St.
Jude Medical Drive, St. Paul, Minnesota 55117, United States。如果我们必须与您联系或向您发出书⾯通知，我们会通过
电⼦邮件（如果先前已经提供给我们），或通过预付⽅式邮寄⾄您在申请这些应⽤程序时提供给我们的地址。

26. 介⼊⼒

对于因超出我们合理控制之外的任何⾏为或事件，包括公共或私⼈电信⽹络故障（下⽂简称“介⼊⼒”）⽽导致我们未
能履⾏或未能及时履⾏本协议下的义务，我们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发⽣影响我们履⾏本协议下义务的介⼊⼒：(i)



我们将暂停履⾏本协议下的义务，且我们履⾏义务的时间将依据介⼊⼒的持续时间加以延⻓；(ii) 我们将尽合理的努
⼒找到解决⽅案，根据该解决⽅案，尽管存在介⼊⼒，我们仍能履⾏本协议下的义务。

27. 权利转让

在事先未获得您的书⾯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将本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分配、转让、顶替、委托或转包给其他组

织，但这不会影响您在本协议下的权利或我们的义务。只有在我们书⾯同意的情况下，您才能将您在本协议下的权利

或义务转让给其他⼈。

28. 权利放弃

如果我们未坚决要求您履⾏本协议下的任何义务，或我们未强制执⾏我们对您拥有的权利，或者我们未能及时这样

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放弃对您拥有的权利，也并不意味着您不必再遵守这些义务。如果我们确实免除您未履⾏的

义务，我们只会以书⾯形式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动免除任何您⽇后未履⾏的义务。

29. 可分割性

本协议的各项条件均可独⽴运作。如果任何法院或主管机关判定其中任何条件⽆效、⾮法或不可执⾏，其余条件仍保

持全⾯⽣效及有效。

30. 适⽤法律

T本协议的条款受美国伊利诺伊州法律管辖和解释，⽽不考虑其法律条款选择。如果外国法律、法规和条例与美国的
法律、法规和条例之间有任何冲突，则应以美国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为准。尽管有上述规定，对于您在机密或知识产

权⽅⾯的义务的此类违反或威胁违反，我们将有权获得公平救济，包括在限制令、禁制令、特定履⾏和可从任何有管

辖权的法院获得的任何其他救济。您同意本协议在伊利诺伊州完全可执⾏，并且您同意，对于本协议引起的任何诉讼

或涉及各⽅之间的关系，属⼈和属地管辖权归属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各⽅特此同意，《联合国

合同公约》(United Na�ons Conven�on on Contracts) 不管辖本《国际商品销售协定》(Agreement for the Interna�onal
Sale of Goods)。

对于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的⽤户：除本条适⽤于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的⽤户外，本协议的第 30 条不适⽤于
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的⽤户，但本协议不受《联合国国际商品销售合同公约》(United Na�ons Conven�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onal Sale of Goods) 约束。对于此类⽤户，应适⽤居住国家/地区的适⽤法律。

对于欧洲经济区的⽤户：替代性纠纷解决是独⽴机构考虑争议事实并寻求解决争议的过程，⽽⽆需您诉诸法院。如果

您对我们如何处理任何投诉不满意，则可以与欧盟委员会在线争议解决 (European Commission Online Dispute
Resolu�on) 平台联系.

对于澳⼤利亚的⽤户：第 30 条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排除或声称排除在相关时适⽤《2010 年竞争和消费者法案》
(Compe��on and Consumer Act 2010)（联邦）。

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户：我们在伊利诺伊州成⽴。因此，管辖本协议的法律是基于我们与该司法管辖区的联系。虽然

本协议是根据伊利诺伊州州和联邦法院的管辖权和地点，在本协议中，任何内容均不得损害当事⽅在任何其他具有管

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或进⾏诉讼的能⼒。

31. 完整协议

本协议构成您与我们之间的完整协议，并取代和消除之前或同期达成的与之相关的所有书⾯或⼝头沟通、协议、承

诺、保证、保修、表述、建议和约定。您与我们均同意，对于本协议中未规定的任何声明、表述、保证或保修（⽆论

是⽆意还是疏忽），我们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双⽅同意，根据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对于⽆意或疏忽⽽造成的误导性

表述或声明，⽆权要求索赔。如果本协议的英⽂版本与任何⾮英⽂版本发⽣冲突，则以英⽂版本为准。第 5、15、
19、21、22、23 和 30 ⾄ 34 条在本协议终⽌后仍然有效。

32. 与 Apple 有关的条款（如果您使⽤应⽤程序的 iOS 版本）



除了本协议的其他条款和条件外，尽管本协议有任何相反规定，此附加规定适⽤于您使⽤与 Apple Inc.（“Apple”）的
iOS 操作系统兼容的应⽤程序。Apple 不是本协议的当事⽅，也不拥有此应⽤程序，也不对此应⽤程序负责。Apple 不
为此应⽤程序提供任何保证，除⾮适⽤，否则不退还其购买价格。Apple 对此应⽤程序的维护或其他⽀持服务概不负
责，对与此应⽤程序有关的任何其他索赔、损失、责任、损害、成本或费⽤，包括任何第三⽅产品责任索赔、此应⽤

程序未能遵守任何适⽤的法律或法规要求、消费者保护或类似法规下产⽣的索赔，以及知识产权侵权索赔概不负责。

与使⽤此应⽤程序有关的任何查询或投诉，包括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查询或投诉，都必须按照本协议的“通知”部分直接
向 Abbo� 提出。您在此处获得的许可仅限于在运⾏ Apple iOS 操作系统且由您拥有或控制的 Apple 品牌产品上使⽤此
应⽤程序的不可转让许可证，或者由 Apple 应⽤商店服务条款中规定的使⽤规则允许。使⽤此应⽤程序时，您必须遵
守适⽤于您的任何第三⽅协议的条款，例如您的⽆线数据服务协议。Apple 及其⼦公司是本协议的第三⽅受益⼈，并
且在您接受本协议后，将有权（并被视为已接受权利）作为本协议的第三⽅受益⼈对您执⾏本协议；尽管有上述规

定，Abbo� 根据本协议达成、撤销或终⽌任何变更、放弃或和解的权利⽆需任何第三⽅的同意。

33. 其他法律条款

a. 本协议不会，也不应被解释为，在您与 Abbo� 之间建⽴任何合伙、合资企业、雇主-雇员、代理或特许者-受许
者关系。

b. 如果发现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法、⽆效或出于任何原因⽆法执⾏，则该条款将被视为可从本协议中分离，并且
不会影响任何其余条款的有效性和可执⾏性。

c. 未经我们事先明确的书⾯同意，您不得分配、转让或再许可本协议下的任何或全部权利或义务。

d. 我们可以⽆限制地分配、转让或再许可本协议下我们的任何或全部权利或义务。

e. 任何⼀⽅对本协议下的任何违反或违约的放弃均不会被视为对先前或后续违反或违约的放弃。

f. 除⾮另有说明，否则在适当时以单数形式定义的所有术语在⽤于复数时应具有相同的含义。本协议中对“包
括”⼀词或其变体的任何使⽤应解释为后跟“⽆限制”⼀词。

g. 给您的通知（包括本协议变更通知）可能通过发布到应⽤程序或通过发送电⼦邮件（包括在每种情况下通过链
接）或普通邮件发出。（没有限制）本协议的印刷版本和以电⼦形式发出的任何通知应在基于本协议或与本协

议相关的司法或⾏政诉讼中被接受，其程度和条件与Y初以印刷形式⽣成和维护的其他商业⽂件和记录相同。

h. Abbo� 对因其⽆法控制的原因⽽未能履⾏任何义务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规定被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认为与法律相抵触，则此类规定将被更改和解释，以便Y好地在法律允许

的Y⼤范围内实现原始规定的⽬标，本协议的其余条款将保持完全有效。

34. 单击 [接受] 按钮

您确认已阅读本协议并理解所有此类条款和条件，并同意受其约束。

通过单击“接受”按钮，或使⽤或以其他⽅式访问应⽤程序：

您保证您已达到本协议的法定年龄；

您表示您打算签署本协议，其效⼒和效果与使⽤⼿动签名相同；

您保证，如果您是代表另⼀个⼈安装、使⽤或以其他⽅式访问此应⽤程序，则您具有让该个⼈受本协议法律约

束的实际权⼒。

如果您是代表组织或为组织的利益安装、使⽤或以其他⽅式访问应⽤程序的个⼈，则您同时代表您⾃⼰和此类

组织同意本协议，并且您声明并保证您具有让此类组织受本协议约束的法定权⼒。

如果您不接受本协议的所有条款，请勿单击 [接受] 按钮，也请勿使⽤此应⽤程序。

™ 表示 Abbo� 公司集团的商标。

‡ 表示第三⽅商标，为各⾃所有者的财产。

© 2021 Abbo�。保留所有权利



协议结束。



[1]
 Bluetooth 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注册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