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WC Platform 云平台订阅者协议 

本 RWC Platform 云平台订阅者协议（“协议”）是一份协议文件，解释了您作为 RWC 

Platform 云平台订阅者的权利和义务。请仔细阅读。 
 

1. 账户 

RWC Platform 云平台是 模拟火车旗舰站（RWC）与 TSDWorks 提供的在线服务。 

通过完成 RWC Platform 云平台用户帐户的注册，您成为 RWC Platform 云平台的订阅

者（“订阅者”）。本协议在您表示接受这些条款后立即生效。 

1.1. 缔约方 

对于与 RWC Platform 云平台的任何互动，您的协议关系都是与 RWC 建立的，您在 

RWC Platform 云平台上进行的任何订阅交易（定义见下文）均由 RWC 进行。 

1.2. 硬件、订阅；内容和服务 

作为订阅者，您可以获得对订阅者可用的某些服务、软件和内容的访问权，或在 RWC 

Platform 云平台上购买某些硬件（定义见下文）。 RWC Platform 云平台客户端软件以及

您通过 RWC Platform 云平台下载或访问的任何其他软件、内容和更新，包括但不限于 

RWC 或第三方模拟火车插件内容、与硬件相关的软件在本协议中称为“内容和服务”；访

问和/或使用通过 RWC Platform 云平台访问的任何内容和服务的权利在本协议中称为“订

阅”。 

每个订阅都允许您访问特定的内容和服务。某些订阅可能会施加特定于该订阅的附加条

款（“订阅条款”）（例如，特定于特定插件内容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或特定于 RWC Platform 

云平台的特定产品或功能的使用条款）。一旦您表明您接受它们或本协议，即对您具有约束

力。 

1.3. 您的帐户 

当您完成 RWC Platform 云平台的注册过程后，您将创建一个 RWC Platform 云平台帐

户（“帐户”）。您的帐户还可能包括您向 RWC 提供的有关订阅、内容和服务的交易以及

通过 RWC Platform 云平台购买任何实物商品（“硬件”）的账单信息。除非 RWC 另有特

别授权，否则您不得透露、分享或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使用您的密码或帐户。您应对您的登

录名和密码的保密性以及您的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性负责。 RWC 不对您的密码和帐户的使

用或因您或您可能有意或因疏忽而向其披露您的任何人使用您的登录名和密码而导致的 

RWC Platform 云平台上的所有通信和活动负责。登录名和/或密码违反本保密规定。除非是 

RWC 的疏忽或过错造成的， 对于未经您许可以欺诈方式使用您的登录名和密码的人使用

您的帐户，RWC 概不负责。 

您的帐户，包括与其相关的任何信息（例如：联系信息、帐单信息、帐户历史记录和订

阅等），完全属于个人信息。因此，您不得出售或收取他人使用您帐户的权利，或以其他方

式转让您的帐户，也不得出售、收取他人使用权或转让任何订阅，除非本协议明确允许（包

括任何订阅条款或使用规则）或 RWC 明确允许的其他方式。 

1.4. 接受协议 



 

 

您通过 RWC Platform 云平台的订单是向 RWC 提出的要约，以同意交付订购的订阅、

内容和服务和/或硬件（“产品”）以换取所列价格。 

当您在 “模拟火车旗舰站”商城上下订单时，我们将向您发送一条消息，确认收到您

的订单并包含您的订单详情（“订单确认”）。订单确认书是对我们已收到您的订单的确认，

并不确认接受您签订协议的提议。 

在内容和服务的情况下，我们接受您的报价，并与您签订协议，通过确认交易并向您提

供内容和服务，或者在预订的情况下，仅通过向您确认交易并从您的付款方式中扣除适用的

价格。 

在硬件的情况下，我们只接受您的报价，并在我们将硬件发送给您并向您发送确认我们

已将产品发送给您（“发货确认”）。如果您的订单以多个包裹发货，您可能会收到每个包

裹的单独发货确认，并且每个发货确认和相应的发货将在我们之间就该发货确认中指定的硬

件签订单独的销售合同。在全额付款之前，交付给您的任何硬件仍然是 RWC 的财产。 

 

2. 许可证 

2.1. 通用内容和服务许可 

RWC Platform 云平台和您的订阅需要将内容和服务下载并安装到您的计算机上。 

RWC 特此授予并且您接受非排他性许可和权利，以将内容和服务用于您的个人非商业用途

（除非此处或适用的订阅条款明确允许商业用途）。内容和服务是许可的，而不是出售的，

您的许可不授予内容和服务的所有权。要使用内容和服务，您必须拥有 RWC Platform 云

平台帐户，并且您可能需要运行 RWC Platform 云平台客户端并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 

出于包括但不限于系统安全性、稳定性在内的原因，RWC 可能需要自动更新、预加载、

创建新版本或以其他方式增强内容和服务，因此，使用内容和服务的系统要求和服务可能会

随着时间而改变。 

您同意此类自动更新。您了解本协议（包括适用的订阅条款）不赋予您未来更新（除非

适用法律要求）、新版本或与特定订阅相关的内容和服务的其他增强功能，尽管 RWC 可以

选择自行决定提供此类更新等。 

2.2. 在二次创作中使用 RWC 发行的游戏内容的许可。 

若涂装、线路创作了引用 RWC 发行的内容中的部分，或基于 RWC 发行的内容进行

图像、视频创作，除非本节或任何订阅条款中另有规定，否则您可以按照您的意愿制作属于

您的涂装、线路，但除已经与内容所有者确认并从该内容的所有者处获得所有必要的权利的

前提下，一切引用创作仅限您个人使用；您可以按照您的意愿使用、复制、发布、执行、展

示和分发包含 RWC 游戏内容的图像或视频，但仅限于非商业用途。 

2.3. 内容和服务的所有权 

内容和服务及其任何和所有副本的所有所有权、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均归 RWC 和/或其

关联许可方所有。保留所有权利，除非在此明确说明。内容和服务受版权法、国际版权条约

和公约以及其他法律的保护。内容和服务包含某些许可材料，RWC 及其附属的许可方可以

在任何违反本协议的情况下保护他们的权利。 

2.4. 使用内容和服务的限制 



 

 

除非本协议或适用的订阅条款另有许可，否则您不得将内容和服务用于允许访问 RWC 

Platform 云平台和您的订阅以及将您的订阅用于个人、非商业用途之外的任何目的。除非本

协议（包括任何订阅条款或使用规则）另有许可，或根据适用法律（尽管有这些限制），您

不得全部或部分复制、影印、复制、发布、分发、翻译、逆向工程，未经 RWC 事先书面同

意，从内容和服务或通过 RWC Platform 云平台访问的任何软件中获取源代码、修改、反汇

编、反编译、创建衍生作品或删除任何所有权声明或标签。 

您有权将内容和服务用于自己的个人用途，但您无权：①以任何方式将内容和服务的复

制品出售、授予担保权益或转让给其他方，也无权在未经 RWC 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

内容和服务出租或许可给他人，除非本协议其他部分（包括任何订阅条款或使用规则）明确

允许； ②为内容和服务托管或提供匹配服务，或模拟或重定向 RWC 在内容和服务的任何

网络功能中使用的通信协议，通过协议模拟、隧道、修改或向内容和服务添加组件，使用实

用程序或现在已知或以后开发的任何其他技术，用于任何目的；③将内容和服务或其任何部

分用于任何商业目的，除非本协议其他地方（包括任何订阅条款或使用规则）明确允许。 

2.5. 免费订阅 

在某些情况下，RWC 可能会提供对某些内容和服务的免费订阅。与所有订阅一样，您

始终应对使用 RWC Platform 云平台时可能产生的任何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电话和其他连接

费用负责，即使 RWC 提供免费订阅也是如此。 

2.6. 第三方供应商 

RWC Platform 云平台可能会提供指向其他第三方网站、个人或平台的链接。其中一些

网站、个人或平台可能会收取单独的费用，这些费用不包含在您可能支付给 RWC 的任何

订阅或其他费用中，并且是附加费用。 RWC Platform 云平台还可能向在 RWC Platform 云

平台或互联网上提供内容、商品和/或服务的第三方供应商提供访问权限。您在使用这些第

三方提供的服务时产生的任何单独费用或义务均由您负责。 RWC 不对任何第三方网站、

个人或平台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陈述或保证。特别是，RWC 不声明或保证通过第三方供

应商提供的任何服务或订阅不会更改、暂停或终止。 

 

3. 版权保护 

您承认并同意 RWC Platform 云平台及其组件可以从您的计算机采集您，尤其是对于

RWC 发行内容的，包括但不限于安装信息、使用情况等一切信息与数据，并上传至 RWC

服务器，作为开发者版权保护用途。 

对于任何倒卖、外传、使用盗版或由 RWC 认定违反规则、产生开发者版权保护风险的

行为或活动，RWC 可能会在不阐述具体理由的前提下，限制或终止您的帐户或特定订阅。

您承认 RWC 不需要在终止您的订阅和/或帐户之前通知您，也不需要为您的账户由于订阅

终止产生的任何经济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您不得使用自动化软件（机器人）、黑客或任何其他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来修改或自

动化任何订阅市场流程、RWC Platform 云平台帐户创建流程或以其他方式与流程交互或控

制或 RWC Platform 云平台的用户界面，除非在明确允许的范围内。 

 

4. 第三方内容 



 

 

对于并非由 RWC 创作的所有订阅、内容和服务，RWC 不会筛选可在 RWC Platform 

云平台上或通过其他来源获得的此类第三方内容。 RWC 对此类第三方内容不承担任何责

任或义务，除非在强制性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某些第三方应用程序软件能够被企业用于商业

目的 - 但是，您只能通过 RWC Platform 云平台获取此类软件以供私人使用。 

 

5. 免责声明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RWC、其许可方均不对因使用或无法使用  RWC 

Platform 云平台或您的帐户、您的订阅以及内容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商誉损失、停工、计

算机故障或故障，或任何及所有其他商业损害或损失。在任何情况下，RWC 均不对任何间

接的、附带的、后果性的、特殊的、惩罚性的或惩戒性的损害，或由 RWC Platform 云平台、

内容和服务、订阅以及在与之相关的，或延迟或无法使用内容和服务、订阅或任何信息，即

使在 RWC 的故障、侵权（包括疏忽）的情况下，严格责任，或违反 RWC 的保证，即使它

已被告知此类损害的可能性。即使任何补救措施未能提供足够的补偿，这些限制和免责条款

也适用。 

RWC 不保证连续、无错误、无病毒或安全操作和访问 RWC Platform 云平台、内容

和服务、您的帐户和/或您的订阅或任何信息可与之连接。 

 

6. 单方面修改 

RWC 可随时自行决定单方面修改本协议（包括任何订阅条款或使用规则）。 

 

7. 期限和终止 

本协议的期限（“期限”）自您首次表示接受这些条款之日起生效，并将继续有效，直

至根据本协议另行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