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人）用户以旧换新业务条款 

 

 

I. 引言 

本多（人）用户以旧换新业务条款（下称“条款”）规定本次活动需满足一定条件，订购了多

（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或处于维护服务合约期内的永久网络许可的客户，可使用其符合条件

的现有产品换购。每个符合条件的现有产品座席可转换为一或两个单（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

可。本条款仅适用于本文所述的业务事项。您现有的多（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和/或维护服

务合约产品将继续受适用条款和条件约束。本条款中使用但未定义的大写术语采用使用条款（见

以下链接）中赋予的含义。同样，您的新单（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也将受使用条款约束。 

使用条款：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terms-of-use/cn/general-terms 

请注意，本条款适用于三种不同的换购方式，每一种换购方式均对应一种符合条件的产品类型。不

同方式之间在要求、条件和限制上略有不同。请务必仔细阅读并判断适合您的换购方式。 

 

II. 定义 

符合条件的产品类型。符合条件的产品类型是指可参与本条款中【多（人）用户以旧换新】的 

Autodesk 产品类型。符合条件的产品类型包括 (i) 普通 Autodesk 多（个）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

（下称“普通多（个）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ii) 根据“转换至固定期限使用许可”获得的 

Autodesk 多（个）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下称“转换的多（个）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

以及 (iii) 依据永久许可获得许可的 Autodesk 软件，并处于有效的维护服务合约期内，且其许可类

型允许基于“网络基础”使用（此处的术语“许可类型”和“网络基础”的定义见适用的《许可

及服务协议》）（下称“网络维护服务合约”）。 

如要查看当前及此前版本 Autodesk 产品的《Autodesk 许可及服务协议》，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legal-notices-trademarks/software-license-agreements-legacy 

如要查看“转换至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条款，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legal-notices-trademarks/move-to-subscription-terms-and-

conditions 

符合条件的产品。是指您拥有的每个具体的普通多（个）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转换的多

（个）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或网络维护服务合约永久许可及关联的维护服务合约。 

新产品。新产品是指您通过以旧换新，用符合条件的产品换购的单（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

可。 

有效的以旧换新方式。有效的以旧换新方式是指从符合条件的产品转换为允许的新产品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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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如果您拥有符合条件的产品（10 座席 AEC 软件集多（人）用户“转换至固定期限使用许

可”），而且产品的续订日期满足条件，则可根据本多（个）用户以旧换新业务条款，将每个多

（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座席转换为 2 个 AEC 软件集单（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根据本

业务条款，您无法按“一换二”标准将符合条件的现有产品转换为 AutoCAD 单（人）用户“转换

至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您无法将 AEC 软件集固定期限使用许可转换为 AutoCAD 固定期限使用许

可，这种以旧换新的方式无效。 

活动开始日期。Autodesk 宣布多（个）用户以旧换新业务活动开放交易之日；即 2020 年 8 月 7 

日。请注意，受新冠肺炎危机影响，为便于授权用户保持社交距离，Autodesk 保留权利，在此活

动开始日期之前作为例外情形有选择性地开放此多（人）用户以旧换新，当该例外情形获准时，

我们会向符合条件的客户告知须遵守的附加限制、条件和约束性规定。 

符合条件的续约日期。符合条件的续约日期（仅）指符合条件的产品于活动开始日期当日或之后

首次续约的日期。活动开始后，首个续约日期之后的任何续约日期均为“不符合条件的续约日

期”。如果您在符合条件的续约日期内参与该多（个）用户以旧换新业务活动，则有资格享受

“一换二”的福利。如果您此后在任何不符合条件的续约日期参与该活动，则无法享受“一换二”

的福利，但可享受“一换一”的福利（如果该福利在此类不符合条件的续约日期内仍然有效）。

举例来说，假设您拥有符合条件的产品（为期一年的 10 座席 AutoCAD 多（人）用户“转换至固

定期限使用许可”），且您购买该固定期限使用许可的日期是 2019 年 9 月 10 日。那么，对于此

固定期限使用许可而言，符合条件的续约日期将是活动开始日期（2020 年 8 月 7 日）后的首个续

约日期。在此示例中，该续约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0 日。如果您在 2020 年 9 月 10 日续订时未参

与多（个）用户以旧换新活动，则该固定期限使用许可将无法享受“一换二”福利，此后续订仅

可享受“一换一”福利（如果 Autodesk 仍提供该福利）。 

“一换二”福利。“一换二”福利是指根据适用要求，每个符合条件的每个产品席位均可换购两 

(2) 个新产品。 

“一换一”福利。“一换一”福利是指根据适用要求，每个符合条件的每个产品席位均可换购一 

(1) 个新产品。 

 

III. 充分利用“一换二”（某些条件下为“一换一”）业务活动。 

对于在符合条件的适用续约日期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产品类型，您可根据本节中针对每种符合条

件的产品类型制定的其他要求、条款和限制性规定，享受“一换二”福利。对于在符合条件的适

用续约日期未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网络维护服务合约和转换的多（个）用户产品类型，如果在之

后不符合条件的续约日期参与了以旧换新，您可根据本节中针对每种符合条件的产品类型制定的

其他要求、条款和限制性规定，享受“一换一”福利。请注意，“一换一”福利不适用于符合条

件的标准多（个）用户产品类型。 

A. 普通多（个）用户以旧换新活动的其他要求。 

以下附加条款适用于您换购符合条件的普通多（个）用户产品（享受“一换一”福利和

“一换二”福利时均适用）。 



您通过换购获得的任何新产品均为 Autodesk 使用条款中提及的“转换订阅”，相关详细

定义请访问以下网址：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legal-notices-trademarks/access-

use/subscription-offerings#switched 

每一个符合条件的产品的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权益是指所链接条款中定义的“原固定期限的

使用许可权益”。根据使用条款及转换订阅条款，您原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权益（包括但

不限于旧版本权益）将在符合条件的续约日期之后的 30 日内终止。在任何情况下，您均

无法同时使用原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权益和任何关联的新产品及相关权益。 

新产品的旧版本权益仅涵盖适用合格产品列表中列出的新产品版本，如此处的“使用条款”

中所述：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terms-of-use/cn/subscription-benefits#version。如

果上述链接的条款或“转换订阅”条款与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权益的描述发生冲突，在适用的

情况下应以本条款或“转换订阅”条款为准。 

例如：如果您在活动开始日期拥有符合条件的产品（普通的 10 座席 AutoCAD 多（人）用

户“转换至固定期限使用许可”），产品的续订日期满足条件，且您选择将  10 个多

（个）用户座席全部转换为 20 个 AutoCAD 单（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您的旧版本权

益将仅限于购买时适用的旧版本合格产品列表中列出的 AutoCAD 版本，该产品列表请参见 

Autodesk 使用条款中的链接。旧版本通常是指您在购买相关产品时的现行版本以及之前的

三个版本（例如，如果现行版本为 AutoCAD 2021，则可用的旧版本包括 2020 版、2019 版

和 2018 版）。 

B. 多（个）用户“转换至固定期限使用许可”以旧换新活动的其他要求。 

以下附加条款适用于您换购符合条件的转换的多（个）用户产品（享受“一换一”福利和

“一换二”福利时均适用）。 

您通过换购获得的任何新产品均为 Autodesk 使用条款中提及的“转换订阅”，相关详细

定义请访问以下网址：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legal-notices-trademarks/access-

use/subscription-offerings#switched 

每一个符合条件的产品的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权益即链接条款中所定义的“原固定期限的使

用许可权益”。根据使用条款及转换订阅条款，您原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权益（包括但不

限于旧版本权益）将在符合条件的续约日期之后的 30 日内终止。在任何情况下，您均无

法同时使用原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权益和任何关联的新产品及相关权益。 

除非 Autodesk 另有书面约定，否则新产品的旧版本权益仅涵盖适用的合格产品列表中列

出的新产品版本，此处所述的产品列表请参见使用条款：

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terms-of-use/cn/subscription-benefits#version。如果上

述链接的条款或“转换订阅”条款与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权益的描述发生冲突，在适用的情

况下应以本条款或“转换订阅”条款为准。 

例如：如果您在活动开始日期拥有符合条件的产品（10 座席 AutoCAD 多（人）用户“转换至

固定期限使用许可”），产品的续订日期满足条件，且您选择将 10 个多（个）用户座席全

部转换为 20 个 AutoCAD 单（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您的旧版本权益将仅限于购买时

适用的旧版本合格产品列表中列出的 AutoCAD 版本，该产品列表请参见 Autodesk 使用条款中

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legal-notices-trademarks/access-use/subscription-offerings#swit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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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链接。旧版本通常是指您在购买相关产品时的现行版本以及之前的三个版本（例如，如果

现行版本为 AutoCAD 2021，则可用的旧版本包括 2020 版、2019 版和 2018 版）。“转换至固

定期限使用许可”活动条款（链接如上）授予的任何权益允许使用旧版本（此术语定义见该

条款），并将于您的多（个）用户以旧换新活动生效时终止。 

C. 网络维护服务合约以旧换新活动的其他要求。 

以下附加条款适用于您换购符合条件的网络维护服务合约产品的座席（享受“一换一”福

利和“一换二”福利时均适用）。根据适用的  Autodesk 《许可及服务协议》

（“LSA”），您通过换购得到的新产品为符合条件的网络维护服务合约产品的“替代”。

根据《许可及服务协议》，您必须在符合条件的续约日期之后 120 日内，卸载并销毁所有

网络维护服务合约产品的所有副本及任何相关的维护服务合约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旧

版本），或退回给 Autodesk 或经销商。 

如要查看《许可及服务协议》，请访问以下网址：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legal-

notices-trademarks/software-license-agreements-legacy 

除非 Autodesk 另有书面约定，自您的新产品生效之日起，旧版本权益将仅涵盖适用的合

格产品列表中列出的新产品版本，此处所述的产品列表请参见使用条款：

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terms-of-use/cn/subscription-benefits#version 

例如：如果您在活动开始日期拥有符合条件的产品（转换的 10 座席 AutoCAD 网络维护服务

合约），产品的续订日期满足条件，且您选择将 10 个网络维护服务合约座席全部转换为 20 

个 AutoCAD 单（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您的旧版本权益将仅限于购买时适用的旧版

本合格产品列表中列出的 AutoCAD 版本，该产品列表请参见 Autodesk 使用条款中的链接。

旧版本通常是指您在购买相关产品时的现行版本以及之前的三个版本（例如，如果现行版

本为 AutoCAD 2021，则可用的旧版本包括 2020 版、2019 版和 2018 版）。 

此外，您同意：(i) 根据本条款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兑换任何符合条件的网络维护服务合约

产品，其永久许可或其他权益将在适用的以旧换新活动日期结束后的 120 天终止；(ii) 您特

此同意此类终止，而无需 Autodesk 另行通知；(iii) 此后您不会再根据符合条件的网络维护

服务合约产品的已作废许可条款，安装、访问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任何许可资料（定义见适

用的《许可及服务协议》）；(iv) 您在此 120 天内，您将不会同时访问或使用符合条件的网

络维护服务合约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受永久许可或任何相关维护服务合约权益约束的软

件）和新产品；及 (iv) 您访问和使用新产品的权利仅受使用条款约束。 

 

IV. 维护服务合约以旧换新。“转换至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活动于 2020 年 5 月 6 日结束。2020 年 

5 月 7 日，Autodesk 将发布一项全新活动，名为“维护服务合约以旧换新活动”。此项维护服务

合约以旧换新活动适用于网络维护服务合约产品类型以及 Autodesk 批准的其他维护服务合约产品

类型（例如处于某项维护服务合约期内的单机永久软件许可）。此“维护服务合约以旧换新”活

动将受之前用于约束“转换至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活动的相同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如要查找相关

条款，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legal-notices-trademarks/move-to-subscription-terms-and-

conditions#after-au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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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保留随时终止或修改维护服务合约以旧换新活动的权利。可能适用其他条件和限制之约

束。如欲详细了解“Autodesk 转换至指名用户许可计划”条款，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s://www.autodesk.com/campaigns/transition-to-named-user/terms-and-conditions 

 

V. 免责声明。Autodesk 不会就该多（个）用户以旧换新活动，或该活动对您现有固定期限的使用

许可或维护服务合约权益（如适用）的成效，作任何类型的明示或默示保证、陈述、条件或承

诺，且您没有收到任何该等保证、陈述、条件或承诺。本条款将取代双方先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

达成的所有协议、谅解、磋商和探讨结论，且双方不会就该多（个）用户以旧换新活动作任何保

证、声明或达成其他协议。 

 

VI. 期限和终止；终止的效力。此多（人）用户以旧换新活动在该活动开始日期生效，有效期截至 

Autodesk 根据本条规定终止该活动为止。Autodesk 可在发出或不发出通知的情况下，随时修改或

终止该多（个）用户以旧换新活动。Autodesk 对该多（个）用户以旧换新活动所作的修改均不溯

及既往，相关修改内容不会影响其生效之前完成的以旧换新交易。 

 

VII. 附加条款。本条款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 Autodesk 修改或停止任何软件、Web 

服务、产品及产品类型或其他业务模式的权利。并非所有语言和/或地区的所有软件或 Web 服务

都可以享受所有权益和支持所有订购选项。使用 Web 服务需要连接 Internet，并受使用条款中规

定的任何地域限制的约束。Autodesk 经销商皆为独立经销商，可自行设定其价格。实际零售价由

客户选择的经销商决定，并受货币波动影响。所宣传的折扣、节省金额及财务上的类似信息全部

基于 Autodesk 针对特定产品的建议零售价（不含税）。Autodesk 的建议零售价仅供参考，可能并

非以当地货币为单位。 

 

https://www.autodesk.com/campaigns/transition-to-named-user/terms-and-condi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