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利浦家电 飞利浦智净家隐私声明 

本隐私声明的最后更新日期为 2021 年 9 月 1 日。 
 

飞利浦家电 飞利浦智净家 App（下称“该 App”）允许您随时随地控制、监测和管理您的飞利浦

家电空气净化器和智能自动真空吸尘器（统称为“设备”）（下称“服务”）。请注意，并非所

有设备都支持通过该 App 进行控制。  
 

该 App 及设备的控制方为飞利浦家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或子公司（下称

“飞利浦家电”、“我们”）。  我们会处理通过该 App 和/或您决定与该 App 配对的设备收集的

个人数据。   
 

本隐私声明适用于设备和/或该 App 收集或处理的个人数据。本隐私声明旨在帮助您在使用该 App 

时了解我们的隐私做法，其中包括我们收集的数据内容、我们收集数据的原因、我们如何处理收

集到的数据以及您的个人权利。  
 

请同时阅读我们的 Cookie 声明和使用条款。 
 

我们出于哪些目的收集哪些个人数据？ 
当我们提供服务时，包括您访问、下载、安装应用程序时，我们会接收或收集个人数据（如下详

述）。   
 

帐户数据 

您可以使用 MyPhilips 帐户或您的社交媒体个人资料登录到该 App。中国用户也可以使用其手机号

码登录。  
 

▪您通过社交媒体登录时，我们收集的个人数据可能会包括您的基本公开资料（例如，个人资料照

片、标识符、性别、个人资料 URL、生日、主页和位置）及电子邮箱。在中国，您可以使用微信

帐号登录。如果您使用微信帐号，我们会收集您的微信帐号和公开资料，其中包括姓名和个人资

料照片。请注意，您的社交媒体提供商可能会收集有关您使用该 App 的信息和使用社交媒体帐户

登录的信息。请阅读您的社交媒体提供商的隐私声明（例如，Facebook、Google）以了解有关其

隐私做法的信息。 
 

▪ 如果您创建 MyPhilips 帐户，我们收集的个人数据可能会包括您的姓名、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

和密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向您发送一封欢迎电子邮件，以验证您的用户名和密码、与您通

信以解答您的疑问以及向您发送与服务密切相关的声明，或在您选择接收此类电子邮件的情况下

直接接收营销宣传资料。您还可以使用您的 MyPhilips 帐户订购飞利浦或飞利浦家电产品或服务，

参加促销活动或游戏，参加与飞利浦或飞利浦家电相关的社交媒体活动（例如单击“赞”或“分

享”），并参与产品测试或调查。 
 

我们会使用您的帐户数据创建和管理您的帐户。由于我们使用您的帐户数据提供服务，我们认为

这种处理是履行您作为缔约方的合同所需的，而且符合欧盟 2016 年第 679 号条例 (Regulation (EU) 

2016/679) 第 6.1. (b) 条的规定。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philips.com.cn%2Fa-w%2Fcookie-notice.html&data=04%7C01%7C%7Cd3f529df42c24293a56f08d94b257cb7%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62344663875008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qTylBrD9MRs76lJ65CC5MFEanLvv4Sqfbz0jPeRnlgY%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philips.com.cn%2Fa-w%2Fcookie-notice.html&data=04%7C01%7C%7Cd3f529df42c24293a56f08d94b257cb7%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62344663875008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qTylBrD9MRs76lJ65CC5MFEanLvv4Sqfbz0jPeRnlgY%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philips.com%2Fc-w%2Fterms%2Fterms-of-service-for-philips-connected-air-purifier-and-air-quality-monitor.html&data=04%7C01%7C%7Cd3f529df42c24293a56f08d94b257cb7%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623446638760077%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jHGLAAPjvo7LlA1IkBxRUMBv6%2FwYi9femhXjzWMrXmQ%3D&reserved=0
https://www.facebook.com/privacy/explanation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hl=en#intro


 

设备数据 

当您将您的设备与该 App 配对时，我们会收集连接到您设备的路由器的 IP 地址。此外，我们还会

收集如下信息：   
 

▪ 空气净化器设备。  

(I) 设备数据，其中包括设备 ID、运行模式、开机/关机、风速、调度程序和控制命令。 

(II) 一般空气质量数据，其中包括室内过敏原指数、PM2.5、温度、气体水平和湿度。 

▪ 智能自动真空吸尘器设备。   

(I) 设备数据，其中包括设备 ID、调度程序数据、循环次数和清洁时长。  

我们使用该数据来提供服务；让设备了解其环境；改善我们的设备和服务；以及让您了解设备及

其服务。 

由于您的设备数据仅会在您选择将设备与应用程序配对时出于服务目的进行处理，我们认为这种

处理是履行您作为缔约方的合同所需的，而且符合欧盟  2016 年第 679 号条例 (Regulation (EU) 

2016/679) 第 6.1. (b) 条的规定。 
 

提供的其他数据 

根据您的空气净化器设备模式，该 App 可能会向您显示一个与以下方面相关的简短调查问卷：您

对室内质量的关注；您是在多久前搬进房子/房间的；您放置设备的房间。该 App 将使用您的答案

来设置较适合您设备的运行模式。我们还将处理对此问卷的答复以执行分析，并将结果用于产品

改进或开发和/或营销。 

由于您提供的其他数据仅会在您选择将设备与应用程序配对时出于服务目的进行处理，我们认为

这种处理是履行您作为缔约方的合同所需的，而且符合欧盟 2016 年第 679 号条例 (Regulation (EU) 

2016/679) 第 6.1. (b) 条的规定，并且，在处理数据以执行分析的范畴内，亦以此条例项下的合法

利益为依据。 

Cookie 和分析数据 

我们使用 Cookie、标签或类似技术（“Cookie”）来运行、提供、改进、理解和自定义我们的服

务。Cookie 使我们能够识别您的移动设备和收集您的个人数据，包括您的唯一用户设备码、移动

设备的 IP 地址、您使用的移动互联网浏览器或操作系统的类型、会话和使用数据或服务相关性能

的信息等有关您使用该应用程序的信息。  
 

当您同意分享您的应用程序数据以便帮助改进应用程序并接收个性化服务时，我们会收集并处理

您的应用程序使用数据（详见下文所述）。为此，我们会与几家服务提供商合作，他们会按我们

的指示代表我们处理您的 App 数据。我们的服务提供商会使用 Cookie 帮助我们收集您的信息。 
 

该 App 使用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imited（以下称“Adobe”）提供的分析服务 Adobe 

Analytics（以下称“Adobe Analytics”）。Adobe Analytics 使用“Cookie”或类似的技术（意指您的

该 App 中的文本文件），旨在帮助该 App 帮助分析通过其传输的整体流量模式。通过将 Cookie 成



的有关该 App 使用情况的信息传输给 Adobe，Adobe 将确保您的 IP 地址在进行地理定位之前进行

匿名处理，并在存储之前被替换为通用 IP 地址。Adobe 将代表飞利浦家电利用这些信息评估您对

该 App 的使用情况，为飞利浦家电编制有关该 App 活动的报告，并向飞利浦家电提供与该 App 活

动和使用情况相关的其他服务。Adobe 不会将您的 IP 地址与 Adobe 持有的任何其他数据进行关联。  
 

有关此应用程序中 Cookie 使用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我们的 Cookie 声明，您可在应用程序的隐私设

置下找到此声明。请注意，我们仅在您根据欧盟 2016 年第 679 号条例 (Regulation (EU) 2016/679) 

第 6.1.(a) 条的规定表示同意后才会处理您的 Cookie 和分析数据。 

评分和评论数据 

如果您在应用商店上撰写评论或对该 App 进行评分，我们可能会处理此类信息以回应您的评论和

问题，了解您在使用 App 时的体验，熟悉您对该 App 和我们品牌的一般看法，并利用这些深入洞

见来改进该 App 和/或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只能看到您的应用商店用户名、评分、评论以及您

决定与我们分享或公开的任何其他详细信息。除非您提出请求，否则我们不会将这些信息与您的

帐户凭据或您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其他信息关联起来。如果您需要客户支持，我们可能会使用您的

数据来跟进您的案例，并根据下面的“客户支持”部分指导您完成我们的客户支持流程。  

在考虑您给出的评分和评论数据的处理时，我们会以飞利浦家电的合法权益为依据，并确保符合

欧盟 2016 年第 679 号条例(Regulation (EU) 2016/679) 第 6.1. (f) 条的规定。 
 

客户支持 

我们运行和提供服务，包括提供客户支持，改进、修复和自定义我们的服务。如果您需要客户支

持，您可以向我们提供有关您使用服务的信息，其中包括您与飞利浦家电的互动情况以及如何联

系您的信息，以便我们为您提供所需的支持。我们还可能会使用您的信息在您联系我们时进行答

复。  
 

我们认为处理您的客户支持数据是履行您作为缔约方的合同所需的，而且符合欧盟 2016 年第 679 

号条例 (Regulation (EU) 2016/679) 第 6.1. (b) 条的规定。 
 

综合数据  

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个人数据（包括帐户数据、设备数据、Cookie）与在您互动和使用飞利浦家电

数字渠道（如社交媒体、网站、电子邮件、应用程序和连接的产品，包括您的 IP 地址、Cookie、

移动设备信息、您单击或轻击的宣传信息、位置详情以及您访问的网站）期间收集的数据综合在

一起。 

我们会分析综合数据以便为您提供个性化服务。此外，它还有助于我们改进该 App 、设备和服务

的内容、功能和使用性，并有助于我们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处理您的

综合数据是基于合法权益，而且符合欧盟 2016 年第 679 号条例(Regulation (EU) 2016/679) 第 6.1. (f) 

条的规定。 

如果您选择接收根据您的喜好和上网行为提供的可能与您相关的飞利浦家电产品、服务、活动和

促销宣传，我们可能会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其他数字渠道（例如移动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向

您发送营销和促销宣传内容。为了能够根据您的喜好和行为量身定制宣传内容并为您提供更密切

相关和个性化的体验，我们可能会分析您的综合数据。在向您发送促销宣传内容之前，我们将先

征得您的同意。   



 

权限 

当应用程序出于服务目的需要权限以访问您移动设备的传感器（例如摄像头、Wi-Fi、地理位置或

蓝牙）或其他数据（例如照片）时，我们将先征得您的同意。我们仅在需要为您提供服务时或在

您同意后使用此类数据。 
 

▪ 一般权限 
 

✓ Wi-Fi。设置您设备的配对。  

✓ 摄像头。扫描二维码以启动设备配对。 

✓ 照片。启用照片共享功能 - 该功能允许您针对室内或室外空气质量拍摄快照，并通过短信

/Wechat 或其他社交渠道进行分享。 

✓ 通话。允许您通过该 App 致电飞利浦家电客户服务中心。  

✓ 粗略地理位置和位置。  

✓ 设备配对。Android 操作系统需要粗略地理位置才能将该 App 连接至设备。iOS 需要

访问位置数据才能识别该 App 和设备何时邻近。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处理此类数据。

该数据存储在您的移动设备中，我们没有相应的访问权限。如果您删除了您的个人

资料或该 App，则该数据将从您的移动设备中删除。 

✓ 寻找您附近的飞利浦家电办事处。如果您启用了该功能，我们会使用位置数据将您

指引到您附近的商店或客户服务中心。 

✓ 文件。该 App 需要访问移动设备的文件以存储该 App 用于操作的语言配置和其他文件（例

如，图形、媒体文件或其他大程序核心文件）。如果您删除了该 App，则该数据将从移动

设备中删除。 
 

▪ 空气净化器权限。   
 

✓ 天气和空气质量信息。如果启用了该权限，则该 App 将与第三方共享您的匿名位置数据

（城市级别），以便在该 App 主页中为您提供具有空气质量信息的位置地图。此第三方为  

AirMatters。  
 

您可以随时通过移动设备的设置阻止该 App 的权限。请注意，如果您决定阻止，您可能无法使用

我们的全部或部分服务。 
 

将同哪些人共享您的个人数据 
根据本隐私声明和/或适用法律，飞利浦家电可向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业务合作伙伴或其他第三方

披露您的个人数据。  
 

服务提供商 

我们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协同工作，以帮助我们运行、提供、改进、理解、自定义、支持和推广

我们的服务。 
 

我们可能与以下服务提供商共享您的个人数据： 

 
❖ IT 和云提供商 



这些服务提供商提供运行应用程序或提供服务所需的必要硬件、软件、网络、存储、交易

服务和/或相关技术。  

❖ 分析服务提供商。 

这些服务提供商交付执行该 App 分析所需的必要硬件、软件、网络、存储和/或相关技

术。  

飞利浦家电要求其服务提供商为您的个人资料提供与我们所提供级别类似的足够保护。我们要求

我们的服务提供商仅按照我们的说明处理您的个人资料且仅出于上述特定目的访问他们用于提供

特定服务所需的最小数据量，并为您个人资料提供保护。 

其他第三方 

飞利浦家电还可能会与出于自身目的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第三方合作。如果我们与将您的个人数

据用于其自身目的的第三方共享个人数据，我们将确保在我们共享您的个人数据前，根据适用法

律的要求通知您和/或征得您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请仔细阅读其隐私声明，他们告知了其隐私

做法，包括他们收集的个人数据类型、他们如何对该资料进行使用、处理和保护。 
 

飞利浦家电有时会向另一家公司出售事业部或事业部的一部分。此类所有权转让可能包括将直接

与该事业部相关的个人资料转让给购买公司。根据本隐私声明，我们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可由飞

利浦家电以合并、收购、重组、售卖资产、通过法律运作或其他方式自由转让给我们的任何附属

公司，且我们可以将您的个人资料转让给我们的任何附属公司、继承人实体或新所有者。 
 

如果您的设备支持语音控制，请选择并阅读下面有关语音控制数据处理的部分。如果您不知道您

的设备支持哪种语音助手，请通过 airpurifier.service@philips.com 联系客户支持。 
 

Amazon Alexa 
在一些国家/地区，飞利浦空气净化器技能允许您使用 Amazon Alexa 控制您的设备。启用技能后，

飞利浦家电允许您将亚马逊帐户关联到您的飞利浦帐户。关联帐户时，飞利浦家电和亚马逊将分

别采取技术措施，验证您的身份。飞利浦家电会分享帐户标识符，但不会向亚马逊分享您的帐户

凭据（包括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  
 

当您与 Alexa 对话时，亚马逊会将您的语音命令的文字版本与唯一标识符一起发送给飞利浦家电。

我们将处理这些信息以执行您的命令并根据我们的隐私声明发出回复。我们与亚马逊共享书面回

复，以便亚马逊可以根据亚马逊隐私声明和使用条款将您命令的结果告知您。飞利浦家电和 Alexa 

可能还会交换您决定通过技能控制的设备相关信息，包括更新、更改或删除设备的时间。 
 

您理解您的命令和回复可能相当于个人数据。您还理解，亚马逊会向您提供其自己的服务；如您

启用 Skill，即表明您指示我们向亚马逊分享您的个人数据。亚马逊可能会在您居住的国家 /地区以

外的国家/地区处理您的个人数据，这些国家/地区可能有不同的保护个人数据的法律框架。您可

通过禁用 Skill 随时撤销您的同意。请阅读亚马逊的 Alexa 隐私声明和使用条款，以了解进一步的信

息。条款和条件以及隐私声明。   
 

天猫精灵 
在中国，我们支持天猫精灵应用程序中的飞利浦 Air 技能。在您启用技能之后，飞利浦家电允许您

将您的天猫精灵帐户连接到您的飞利浦家电帐户。关联帐户时，飞利浦家电和天猫精灵将分别采

mailto:airpurifier.service@philips.com
https://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1809740
https://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468496


取技术措施，验证您的身份。飞利浦家电会分享帐户标识符，但不会向天猫精灵分享您的帐户凭

据（包括姓名或电话号码）。  
 

当您与天猫精灵对话时，天猫精灵会将您的语音命令的文字版本与唯一标识符一起发送给飞利浦

家电。我们将处理这些信息以执行您的命令并根据我们的隐私声明发出回复。我们与天猫精灵共

享文字回复，以便天猫精灵可以根据天猫精灵的隐私声明和使用条款将您命令的结果告知您。飞

利浦家电和天猫精灵可能还会交换您决定通过技能控制的设备相关信息，包括更新、更改或删除

设备的时间。 
 

您理解您的命令和回复可能相当于个人数据。您还理解，天猫精灵会向您提供其自己的服务；如

您启用技能，即表明您指示我们向天猫精灵分享您的个人数据。天猫精灵将在中国处理您的个人

数据。您可通过禁用 Skill 随时撤销您的同意。请阅读天猫精灵的隐私声明和使用条款，以了解进

一步的信息。条款和条件以及隐私声明。 
 

Google Assistant 
在一些国家/地区，飞利浦空气净化器技能允许您使用 Google Assistant 控制您的设备。在您启用技

能之后，飞利浦家电允许您将您的 Google 帐户关联到您的飞利浦家电帐户。关联帐户时，飞利浦

家电和 Google 将分别采取技术措施，验证您的身份。飞利浦家电会分享帐户标识符，但不会向  

Google 分享您的帐户凭据（包括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 
 

当您与 Google Assistant 对话时，Google 会将您的语音命令的文字版本与唯一标识符一起发送给飞

利浦家电。我们将处理这些信息以执行您的命令并根据我们的隐私声明发出回复。我们与 Google 

共享文字回复，以便 Google 可以根据 Google 的隐私声明和使用条款将您命令的结果告知您。飞利

浦家电和 Google 可能还会交换您决定通过技能控制的设备相关信息，包括更新、更改或删除设备

的时间。 
 

您理解您的命令和回复可能相当于个人数据。您还理解，Google 会向您提供其自己的服务；如您

启用技能，即表明您指示我们向 Google 分享您的个人数据。Google 可能会在您居住的国家/地区

以外的国家/地区处理您的个人数据，这些国家/地区可能有不同的保护个人数据的法律框架。您

可通过禁用 Skill 随时撤销您的同意。请阅读 Google Assistant 的隐私声明和使用条款，以了解进一

步的信息。 
 

跨境传输 
您的个人数据可能会在我们拥有设施或聘请了服务提供商的国家/地区进行存储和处理；而且，您

使用服务，即表示您同意将信息（如有）传输至您所在国家/地区以外的国家/地区，而这些国家/

地区可能会采用与您所在国家/地区不同的数据保护规则。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其他国家/地区的

法院、执法机构、监管机构或安全机构可能有权访问您的个人数据。  
 

如果您位于欧洲经济区 (EEA)，可能会将您的个人数据传输至位于由欧盟执委会认可的非 EEA 国家

/地区的附属公司或服务提供商，它们根据标准提供足够的数据保护（可从此处查看这些国家/地

区 的 完 整 列 表 ：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international-

transfers/adequacy/index_en.htm）。对于从 EEA 传输至未由欧盟执委会认可合适的国家/地区的数

据，我们已采取由欧盟执委会采纳的适当措施来保护您的个人数据，这些措施包括我们针对客户、

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数据的隐私规则和/或标准合同条款。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terms.alicdn.com%2Flegal-agreement%2Fterms%2Fsuit_bu1_tmall%2Fsuit_bu1_tmall201801311205_58812.html&data=02%7C01%7C%7Cad8328b1457d4ced48de08d726b2d205%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020421781101976&sdata=BxafmLNQR4mkfnG7U7v9cNHHC0%2BL0yNGVnfLS9rTwqI%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terms.alicdn.com%2Flegal-agreement%2Fterms%2Fsuit_bu1_tmall%2Fsuit_bu1_tmall201801311156_17123.html&data=02%7C01%7C%7Cad8328b1457d4ced48de08d726b2d205%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020421781106969&sdata=LrMv1mxmvWKoVrYGuQsGgU73Q6HLGX42bWc9Ugy4he8%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policies.google.com%2Fprivacy%3Fhl%3Den&data=04%7C01%7C%7C3737cecc872948ab376608d969331c88%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65649049714321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CceU2SnQEAlRr45dHbbsofiE8p%2BpuRLQXwUEcxCkDPI%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policies.google.com%2Fterms%3Fhl%3Den&data=04%7C01%7C%7C3737cecc872948ab376608d969331c88%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65649049715321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56jWbNkxdFafYtgN1%2F4nbHOst9CvItBrY4v11TzsePU%3D&reserved=0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international-transfers/adequacy/index_en.htm
https://www.philips.com/c-dam/corporate/privacy/philips-privacy-rules-csb-data.pdf
https://www.philips.com/c-dam/corporate/privacy/philips-privacy-rules-csb-data.pdf


我们会将您的数据保留多长时间？ 
根据收集数据的目的，我们将尽可能长时间保留您的个人数据。我们用于确定保留时间的条件包

括：(i) 您使用应用程序和服务的时间长短；(ii) 是否存在我们应承担的法律义务或 (iii) 鉴于我们的

法律地位，是否建议保留（如相关适用法定时效、诉讼或监管调查）。 
 

您的选择与权力 
如果您希望提交请求以访问、纠正、擦除、限制或反对对您之前向我们提供的个人数据的处理，

或如果您希望提交请求以接收个人数据的电子副本，用于将其传输至另一家公司（在适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为您提供数据可迁移性权利），您可以通过 DAprivacy@philips.com 联系我们。我们

将根据适用法律回复您的请求。 
 

在您的请求中，请阐明您希望访问、纠正、擦除、限制或反对对其进行处理的具体个人数据内容。

出于对您的保护，我们仅执行与您的帐户、电子邮件地址或其他帐户信息（您使用其向我们发送

请求）关联的个人数据相关请求，并且我们可能需要在执行您的请求之前验证您的身份。我们将

尽可能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按照您的请求操作。 
 

如我们依赖于您的同意来收集和/或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您可以随时撤回同意，但这不影响在撤回

同意之前根据同意所进行的处理的合法性。  
 

请注意，如果您使用（某些）选择和权利，则可能无法使用我们的全部或部分服务。 
 

我们负责保护您的个人资料 
我们将认真履行保护您的个人资料的责任，以避免对您托付给我们的个人资料造成意外或未经授

权的更改、丢失、误用、披露或访问。我们运用多种安全技术、技术和组织措施来帮助保护您的

数据。出于此目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实施访问控制、使用防火墙和安全协议。 

针对家长们的信息 
虽然根据适用法律规定，服务不针对儿童，但是我们的政策遵循在收集、使用或披露儿童的个人

数据前，必须获得家长或监护人许可的法律要求。我们致力于保护儿童的隐私需要且我们强烈建

议家长和监护人在其子女的网上活动和兴趣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如果父母或监护人发现其子女未经其同意向我们提供了个人数据，请通过 DAprivacy@philips.com 

与我们联系。如果我们发现未成年人向我们提供了个人数据，我们将从我们的文件中删除这些信

息。 

 

隐私声明的更改 
我们的服务可能会不时发生变更，我们恕不预先另行通知。为此，我们保留不时修改或更新本隐

私声明的权利。当我们更新本隐私声明时，我们也会在本隐私声明的顶部更新日期。 
 

我们鼓励您定期审阅本隐私声明的最新版本。  
 

新的隐私声明一经公布立即生效。如果您不同意已修订的声明，则应该更改您的首选项，或者考

虑停止使用我们的服务。在这些更改生效后继续访问或使用我们的服务，即表明您已经了解和同

意修订版的隐私声明。 

mailto:DAprivacy@philips.com
mailto:DAprivacy@philips.com


 

联系我们 

如果您对本隐私声明或我们使用您的个人数据的方式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的隐私办事处：D

Aprivacy@philips.com。此外，您有权向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监察机关主管提出申诉。 
 

飞利浦家电（中国）投资有限有限公司  

 

mailto:DAprivacy@philips.com
mailto:DAprivacy@philips.com


中国 SDK 指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信息安全技术 -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安全指南（2020 

年 4 月 14 日草案）》提供的信息  

 
 

 
 

SDK 

名称  

SDK 

命名

空间  

合作伙伴名

称  

合作目的  用于收集个人信息的字段 已申请的权限 SDK 隐私政策  

JPush  Jiguang 

Technologies 

Co Ltd 

移动推送

通知服务  

此服务收集 Android 设备的

此信息 

（Wi-Fi 列表/位置/MAC/序

列号/Android ID） 

Wi-Fi 列表和位置用于了解用

户的精确位置。MAC、序列

号和 Android ID 的组合用于

标识接收通知的唯一移动设

备。  

https://www.jiguang.cn/en/license/privacy 

 

友盟  友盟同欣

（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移动推送

通知服务  

收集 Android 设备

（IMEI/MAC/Android 

ID/IDFA/OpenUDID/GUID/SIM 

卡）和位置信息（可选）  

友盟 SDK 收集设备标识符

（IMEI/MAC/Android 

ID/IDFA/OpenUDID/GUID/SIM 

卡）来识别唯一 Android 设

备，并向目标设备发送通

知。它还收集位置（可

选），用于确定通知渠道并

提高通知的区域覆盖范围。 

 

https://www.umeng.com/page/policy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jiguang.cn%2Fen%2Flicense%2Fprivacy&data=04%7C01%7C%7C544ea0c20826445d34bb08d937a38ea8%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60199787026117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UC9fZsGvONLHpiQ5AYf2CGdRQyEPlAjUnM4%2Fh06LxS8%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umeng.com%2Fpage%2Fpolicy&data=04%7C01%7C%7C544ea0c20826445d34bb08d937a38ea8%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60199787027117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n9E1rrAkPndZW%2Bl9aejltJpgIQop5Yl4JoIn24Bqo7I%3D&reserve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