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利浦智慧家隐私政策 

本隐私政策的最后更新日期为 2021年 11 月【19】日。 

飞利浦智慧家 App（以下简称“飞利浦智慧家 App”或“App”）是由飞利浦家电（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浦家电”或“我们”）提供的智能手机应用，为飞利浦家电产品和

服务的消费者客户（以下简称“客户”或“您”）提供便捷的飞利浦家电智能生活设备管理服

务：（以下简称“智能生活产品”或“智能生活设备服务”）使您可以通过 App连接和控制飞

利浦家电智能生活产品，浏览智能生活产品采集的数据，并基于数据和控制的组合定制智能化

场景里的智能生活产品技能。 

本隐私政策旨在帮助您了解我们的个人数据处理实践将会如何进行，即当您开始注册账户并使

用我们的 App 时，我们将收集什么数据、如何收集、如何处理、这些收集和处理的目的、以及

您对您的个人数据拥有的权利。我们请您花一些时间阅读本隐私政策，特别是加粗的部分。 

对您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是我们给您提供上述服务时必不可少的操作，因此也只有当您同意

并给予我们个人信息处理的授权后，我们才能为您提供上述服务。当您在 App 的注册页面勾选

“我已阅读并同意飞利浦智慧家 App《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并点击“获取验证码”

按钮提交注册，即意味着您已经了解本隐私政策的内容，并且同意授权我们按照本隐私政策的

描述收集和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您对我们的操作和您的个人数据权利还有其它疑问，可以

通过客服电话【400-880-0008】联系我们。 

我们的 App在未来会不断改进，其提供的服务类别和方式可能会有所变动，我们会随之更新本

隐私政策，以及时反映相应的个人信息处理操作变化。当隐私政策发生变化后，我们会提示您

再次阅读本隐私政策，并征求您的同意。新的隐私政策一经公布立即生效。如果您不同意已修

订的政策，则您应该更改相关选项，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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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以下是分类别的详细介绍。本隐私政策也可以在 App菜单“我”-”设置”-”关于”中打开，

你在开始使用 App 后，还可以随时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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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账号管理 

 

1.1. 注册和登录 

1.1.1. 必要信息：您的移动电话号码。 

收集目的：根据国家网信办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我们必须对

注册用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等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同时，您提供的移动电话号码

也将成为您的App账号，用于您的登录身份验证 

收集方式：由您在首次注册页面填写提供。 

1.1.2. 扩展信息：您的微信账号授权ID及您的基本公开资料（例如，姓名/昵称、资料照片、

设备标识符(如IMEI, IDFA, Android ID, MAC, OAID, IMSI及其他相关信息)、登录IP

地址、性别、个人资料URL、生日、主页和位置）  

收集目的：如果您选择使用微信验证便捷登录，我们需要将您的账号ID与您的微信账

号授权ID进行绑定。 

收集方式：在您选择微信登录时，由微信app提供的端口自动提供。 

1.1.3. 扩展信息：您设置的头像、昵称、家庭名称、 粗略地理位置、及家庭中包括的房间名

称。以及您家庭群组中家庭成员的头像、昵称。 

收集目的：这些信息都是由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自由定义并提供，用于您在智能生活产

品的各种技能里，方便识别您和您的家庭用户互相识别身份，向您提供当地天气信

息，以及控制不同房间和家庭的智能生活产品。请注意当您加入一个家庭群组后，您

所在家庭群组中的成员将可以看到该家庭群组中所有家庭成员的头像和昵称。 

收集方式：由您在“我”-“家庭管理”页面填写或选择菜单提供。 

1.1.4. 扩展信息：您的性别、年龄段和内容偏好 

收集目的：如果您选择提供这些信息，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信息为您提供更切合您特

点的内容和产品信息。 

收集方式：由您在登录后的喜好调查页面内，或者在“我”的设置菜单内通过点击选

项提交后提供。 

1.2. 注销 

当您不再使用我们的App功能时，您有权要求注销账号。您可以通过“我”-“个人中心”-

“账号与安全”中的“注销账号”菜单提交注销要求。 

请您注意：为了保障您和我们双方的其它合法权益，只有当您的账户符合《飞利浦智慧家

用户协议》中账户注销的所有条件，我们才能够受理您的注销要求。在受理之前，我们可

能会通过拨打您的移动电话等方式与您确认上述注销条件。 

当我们受理您的注销要求后，我们会在15日内识别您移动电话号码关联的所有个人数据，

进行删除或者匿名化处理。 

请您注意：注销账户所导致的数据删除或者匿名化处理是不可恢复的，请您务必充分知晓

《飞利浦智慧家用户协议》中描述的账户注销可能导致的结果。 

 

二、飞利浦智慧家智能生活设备管理服务 

飞利浦智慧家提供多样化的智能生活产品在线服务，所涉及的部分个人数据处理与产品功能和

组合技能有关。我们会在这些个人数据处理的描述上按照产品类别加以区分。 

请注意当您加入一个家庭群组后，您所在家庭群组中的成员将可以访问该家庭群组联网的所有

智能生活产品信息。 



2.1. 配对连接网络 

必要信息：您的智能生活设备识别序列号、MAC地址、IP地址、您的WIFI路由器SSID和IP地

址、您的手机操作系统类型和版本、App版本号、推送通知标识符、日志文件和移动网络信

息。 

收集目的：用于建立App与智能生活设备，以及智能生活设备与WIFI路由器的连接，验证用

户身份，记录网络日志目的。这些信息都是完成App基本功能，保证用户信息安全所必须收

集处理的信息。 

收集方式：当您按照操作提示发起配网要求后，您的App程序、智能生活设备程序和路由器

设备程序会根据网络协议自动对话提取上述信息。 

有时我们会提供辅助配网方式以方便用户用更便捷的方式完成配网（例如利用手机蓝牙连

接智能生活设备辅助配网），但是我们不会记录这些辅助连接的信息。 

若您选择不将本 App与您的设备配对，您将无法通过本 App控制您的设备，同时我们也无

法为您提供个性化服务，但不影响您使用其他服务。 

 

2.2. 设备运行状态和环境测量 

2.2.1. 必要信息： 

* 空气净化器：包括设备运行模式、开机/关机、模式、风速、调度程序和控制命令；

 一般空气质量数据，其中包括室内过敏原指数、室内PM2.5、室内温度、室内气态污

染物水平和湿度。 

收集目的：这些数据是完成智能生活设备核心功能和智能技能所必须的数据，只有在

允许这些我们收集和处理这些数据后，您才能够使用这些核心功能和智能技能，比如

您可以浏览过去一段时间的设备使用状况以及使用是否达到最优效果，您也可以根据

历史记录的反馈，优化设置设备的参数或者技能，根据采集数据智能化的运行，或者

提醒您更换到期的消耗性配件，以达到最优的使用效果。 

收集方式：这些数据由设备内部的探测器自动采集记录，当您完成智能生活设备配网

后，App会将设备探测器采集的数据通过互联网自动传递至我们的数据库。 

三、Cookie 或类似技术 

App会使用 cookie 或类似的技术，用来收集 App内菜单和页面的使用情况，以便我们能评估和

改善应用程序的性能或者页面布局。这些记录可能包括您点击某些菜单和页面的频率、停留的时

间等。请您理解，我们在做这样的训练和分析时，不会识别或关联您个人身份信息用于其它您未

授权的目的。 

App会嵌入第三方提供的 SDK 或其它类似的应用程序，使您能够享受和使用这些第三方提供的服

务及功能。附件一罗列了第三方的 SDK详情罗列。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以及为了实现服务所需要

采集的数据说明可以在各项 SDK提供的隐私政策链接中找到。 

 

四、移动设备权限 

 

本款 App可能会请求允许访问您移动设备的存储功能、传感器或其他功能（例如照片、日程表、

联系人、相机、Wi-Fi、地理定位或蓝牙）。在必需情况下，我们需要进行访问，以便提供服务，

详情如下。 



▪ 蓝牙和 WIFI。App需要 WIFI连接才能连接到互联网。本款 App 还需要蓝牙/WIFI来连接

您的设备和 App。您可以随时通过移动设备的设置阻止蓝牙/WIFI 连接。 

▪ 定位。对于某些设备型号，Android 操作系统需要地理位置才能连接到设备。iOS操作系

统也需要地理定位来识别 App 和设备处于邻近的情况。App 也需要地理位置信息来设定

您的家庭位置。但是，飞利浦智慧家不会以任何方式处理此类数据。数据将保留在您的

移动设备中，飞利浦智慧家将无法访问这些数据。您可以随时通过移动设备的设置阻止

地理定位的收集。 

▪ 文件。App需要访问移动设备的文件，以便读取和存储您对 App的配置（例如头像文件）。

如果您删除 App，文件将从您的移动设备中删除。 

▪ 照片和媒体。如果您在个人资料中添加个人资料图片，App 需要权限访问您移动设备的

相机或相册。Android 操作系统可能会请求视频权限，但 App 仅会使用该权限使您可以

上传图片。 

▪ 如果您的智能手机系统为 IOS14及以上版本，为确保 App及设备连接正常工作，我们还

将征得您的同意开启以下权限： 

• 本地网络。只有打开本地网络，设备才能够通过蓝牙或者 Wi-Fi 模组与智能手

机 App建立连接。 

• 精确定位。当您使用与定位相关的智能设备服务需要使用 

▪ 有时，权限是您移动设备操作系统的技术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App 可能会请求您

允许访问某个传感器或数据，但我们不会收集这些数据，除非需要这些数据来提供服务。 

五、数据的保存及安全措施 

5.1. 数据保留时间 

我们将根据您允许的使用目的确定保留您的个人数据的时间。我们用于确定保留时间的考

量因素包括：(i) 您使用应用程序和服务的时间；(ii) 是否存在我们应承担的仍然持续的

法律义务；及 (iii) 是否有特殊的法律事件需要保留（如相关适用法定时效、诉讼或监管

调查）。 

5.2. 数据存储所在国家 

您的个人数据保存在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中。我们不会将您的个人数据传输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为本隐私声明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境

外，除非得到您的单独同意，并在我们根据相关法律向您告知境外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

名、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个人向境外接收方行使本法规

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等事项，且满足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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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责任，以避免对您托付给飞利浦智慧家的个人信息造

成意外或未经授权的更改、丢失、误用、披露或访问。飞利浦智慧家运用多种安全技术、

技术和组织措施来帮助保护您的数据。除此之外，我们还实施访问控制、使用防火墙和安

全协议。 

六、数据分享与披露 

根据本隐私政策和/或适用法律，飞利浦智慧家可向飞利浦家电集团的其它附属公司或子公司、

飞利浦家电的供应商、业务合作伙伴或其他第三方披露您的个人数据。  

 

6.1. 飞利浦家电的供应商 



我们与飞利浦家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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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能与以下服务提供商共享您的个人数据： 

 

A. IT 和云供应商 

这些服务提供商提供运行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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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分析和用户互动服务提供商 

这些服务提供商提供 App中特定的服务，例如 App分析、App 内消息推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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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其它您选择的第三方服务商 

我们与其它您选择的第三方服务商协同工作，以方便您使用更广泛互联的产品服务。在我们的

App与第三方服务商产品进行互操作时，我们将根据互操作需求分享必要的数据。 

6.3. 其他第三方 

飞利浦智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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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智慧家将确保

在我们共享您的个人数据前，根据适用法律征得您的单独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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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关于本款 App 内可能出现的第三方广告，我们不会与这些合作伙伴共享您的个人数

据。即使您选择接收营销信息并且允许我们收集您的所有 Cookies，我们也不会与打广告的第三

方共享您的个人数据。我们仅分析此类合作伙伴活动的有效性，并将有效性告知我们的合作伙伴

（例如，有多少 App用户点击了广告，有多少 App用户调用了服务）。我们仅以汇总形式提供此

有效性研究的外部报告，这意味着我们的合作伙伴（即第三方）将无法将这些信息重定向至任何

个人 App用户。 

飞利浦家电有时会将一项业务或一部分业务出售给另一家公司。这种所有权转移可能包括

将您与该业务直接相关的个人数据转移到收购公司。我们在隐私声明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可

由飞利浦家电通过合并、收购、重组或出售资产转让给新的所有者，并且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个人

数据转移给新的所有者。在发生个人数据转移时，我们会向您告知收购公司或新的所有者的名称

和联系方式，其将继续履行本隐私声明约定的的义务，若其变更原先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

其应当根据适用法律重新取得您的同意。 

天猫精灵 

我们支持天猫精灵应用程序中的飞利浦小家电技能。在您启用技能之后，飞利浦智慧家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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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智慧家和天猫精灵将分

别采取技术措施，验证您的身份。飞利浦智慧家会分享帐户标识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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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智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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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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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通过禁用技能随时撤销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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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京鱼 

我们支持小金鱼应用程序中的飞利浦小家电技能。在您启用技能之后，飞利浦智慧家 APP允许您

将您的小京鱼帐户连接到您的飞利浦家电帐户。关联帐户时，飞利浦智慧家和小京鱼将分别采取

技术措施，验证您的身份。飞利浦智慧家会分享帐户标识符，但不会向小京鱼分享您的帐户凭据

（包括姓名或电话号码）。  

当您与小京鱼音箱对话时，小京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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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智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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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小京鱼

共享文字回复，以便小京鱼可以根据小京鱼的隐私声明和使用条款将您命令的结果告知您。 

您理解您的命令和回复可能相当于个人数据。您还理解，小京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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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京鱼分享您的个人数据。您可通过禁用技能随时撤销您的同意。

请阅读小京鱼的隐私声明和使用条款，以了解进一步的信息，条款和条件。您也可以在小京鱼 app

中“我的-设置-隐私条款”里获取最新的小京鱼智能产品隐私政策。 

 

七、您的个人数据权利 

如果您希望提交请求以访问、复制、纠正、补充、删除、限制或撤回对您之前向我们提供的个

人数据的处理，您可以通过拨打客服电话【400-88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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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纠正、补充、删除、限制或撤回具体个人数据内容

及处理方式。出于对您的保护，我们仅执行与您的帐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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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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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选择限制或撤回，则可能无法使用App的全部或部分功能或服务。 

八、针对家长们的信息 

飞利浦智慧家政策遵循在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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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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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通过拨打客服电话【400-

88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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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隐私声明的变更 

我们的服务可能会不时更改，未经您明确同意，我们不会削减您按照本隐私声明所应享有的

https://terms.alicdn.com/legal-agreement/terms/suit_bu1_tmall/suit_bu1_tmall201801311205_58812.html
https://terms.alicdn.com/legal-agreement/terms/suit_bu1_tmall/suit_bu1_tmall201801311156_17123.html
https://static.360buyimg.com/nsng/common/devsmart/agreement/app_register_protocol.html


权利。我们会在 App上发布对本隐私声明所做的任何变更。对于重大变更，我们还会提供更为显

著的通知（包括对于某些服务，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通知，说明隐私声明的具体变更内容）。 

本隐私声明所指的重大变更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的服务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如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处理的个人信息类型、个人信

息的使用方式等； 

2、我们在所有权结构、组织架构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如业务调整、破产并购等引起的所

有者变更等； 

3、您参与个人信息处理方面的权利及其行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4、我们负责处理个人信息安全的责任部门、联络方式及投诉渠道发生变化时； 

新的隐私声明将在发布后，如果您不同意修订后的声明，您应更改您的偏好，或考虑停止使

用我们的服务。 

我们还会将本隐私声明的旧版本存档，供您查阅。 

联系我们 

如果您对本隐私声明或飞利浦智慧家使用您的个人数据的方式有任何疑问，您可以通过拨

打客服电话【400-880-0008】联系飞利浦家电或我们的数据保护官。 

飞利浦家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728弄 20号 201室  



附件一 - 第三方 SDK说明 

飞利浦智慧家内嵌第三方 SDK 详情： 

SDK 名称 
SDK 命

名空间 

合作伙伴

名称 

合作目

的 
收集个人信息字段 

申请的权限 
SDK 隐私政策 

高德地图 

 

高德 

地 图 查

询 和 定

位 

手机操作系统和版本、设

备名称、MAC地址、uuid、

IP地址、经纬度 

定位权限 
https://lbs.amap.com/pages/pr

ivacy/  

华为 Push 

 

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 
推送 

应用 ID、应用包名、服务

器公网 IP地址 

网络权限 https://developer.huawei.com/

consumer/cn/doc/development/H

MSCore-Guides-V5/privacy-

statement-0000001050042021-V5 

OPPO 

Push 

 

OPPO 推送 

设备相关信息（如 IMEI

号， Serial Number ，

IMSI，User ID，Android 

ID，Google Advertising 

ID, 手机 Region 设置，

设备型号，手机电量，手

机操作系统版本及语

言）、使用推送服务的应

用信息（如 APP包名及版

本号，运行状态）、推送

SDK版本号、网络相关信

息（如 IP 或域名连接结

果，当前网络类型）、消息

发送结果，通知栏状态

（如通知栏权限、用户点

击行为），锁屏状态（如是

否锁屏，是否允许锁屏通

知） 

消息接收权限 

https://open.oppomobile.com/w

iki/doc#id=10288 

MI Push 

 

小米科技

有限责任

公司 

推送 

IMEI/OAID （ 适 用 于

Android Q 以上系统）、

IMEI MD5/MEIDMD5 、

Android ID、VAID、AAID，

以及您的 MID（适用于

MIUI系统）、设备型号 

消息接收权限 

https://dev.mi.com/console/do

c/detail?pId=2379#_0_1 

魅族 Push 

 

魅族科技

有限公司 
推送 

推送消息识别符 (push 

notification 

identifier) 

消息接收权限 https://open.flyme.cn/open-

web/views/push.html?t=1514529

597773 

 

VIVO 

Push 

 
vivo 推送 

操作系统版本号、应用程

序信息、设备标识符（如

网络权限 https://dev.vivo.com.cn/docum

entCenter/doc/366#w1-08512613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lbs.amap.com%2Fpages%2Fprivacy%2F&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71622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5ovFz0jX77miY76IGDO%2BRp4FNR0d3X3cnsEmX%2FXVh0M%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lbs.amap.com%2Fpages%2Fprivacy%2F&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71622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5ovFz0jX77miY76IGDO%2BRp4FNR0d3X3cnsEmX%2FXVh0M%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eveloper.huawei.com%2Fconsumer%2Fcn%2Fdoc%2Fdevelopment%2FHMSCore-Guides-V5%2Fprivacy-statement-0000001050042021-V5&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4614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7i1t9%2BhtYZAzDrIN9s6YnODAyO5RwLo1byu7PRGJmf0%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eveloper.huawei.com%2Fconsumer%2Fcn%2Fdoc%2Fdevelopment%2FHMSCore-Guides-V5%2Fprivacy-statement-0000001050042021-V5&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4614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7i1t9%2BhtYZAzDrIN9s6YnODAyO5RwLo1byu7PRGJmf0%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eveloper.huawei.com%2Fconsumer%2Fcn%2Fdoc%2Fdevelopment%2FHMSCore-Guides-V5%2Fprivacy-statement-0000001050042021-V5&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4614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7i1t9%2BhtYZAzDrIN9s6YnODAyO5RwLo1byu7PRGJmf0%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eveloper.huawei.com%2Fconsumer%2Fcn%2Fdoc%2Fdevelopment%2FHMSCore-Guides-V5%2Fprivacy-statement-0000001050042021-V5&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4614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7i1t9%2BhtYZAzDrIN9s6YnODAyO5RwLo1byu7PRGJmf0%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open.oppomobile.com%2Fwiki%2Fdoc%23id%3D10288&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5614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veouxWeeHkfRWl04zO%2FZIDwAeqC9tjcyeBP%2BeCD7wbk%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open.oppomobile.com%2Fwiki%2Fdoc%23id%3D10288&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5614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veouxWeeHkfRWl04zO%2FZIDwAeqC9tjcyeBP%2BeCD7wbk%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ev.mi.com%2Fconsole%2Fdoc%2Fdetail%3FpId%3D2379%23_0_1&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5614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X3s%2B8S2U29ZNq7zD0BNDrbF63PJCaYj0wuKhvYUfYOI%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ev.mi.com%2Fconsole%2Fdoc%2Fdetail%3FpId%3D2379%23_0_1&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5614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X3s%2B8S2U29ZNq7zD0BNDrbF63PJCaYj0wuKhvYUfYOI%3D&reserved=0
https://open.flyme.cn/open-web/views/push.html?t=1514529597773
https://open.flyme.cn/open-web/views/push.html?t=1514529597773
https://open.flyme.cn/open-web/views/push.html?t=1514529597773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ev.vivo.com.cn%2FdocumentCenter%2Fdoc%2F366%23w1-08512613&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6613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JgBOkrt6AUYHOJJUxAABms9%2FrWw4Ki0uh6LHcQna4rE%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ev.vivo.com.cn%2FdocumentCenter%2Fdoc%2F366%23w1-08512613&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6613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JgBOkrt6AUYHOJJUxAABms9%2FrWw4Ki0uh6LHcQna4rE%3D&reserved=0


IMEI号、SIM 和 IMSI、

移 动 国 家 码 和 vivo 

Android设备的移动网号

等）、MAC地址、移动运营

商、使用语言、系统设置

等系统、设备和应用程序

数据 

微信 SDK 

 

腾讯公司 登录 

手机操作系统和版本、设

备 ID、设备名称、IP 地

址、MAC地址 

网络权限 https://weixin.qq.com/cgi-

bin/readtemplate?lang=zh_CN&t

=weixin_agreement&s=privacy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eixin.qq.com%2Fcgi-bin%2Freadtemplate%3Flang%3Dzh_CN%26t%3Dweixin_agreement%26s%3Dprivacy&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6613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2F8oLed91NapRnxEqcV7Xc3ubnDUFxgbrjibf7kBAFO4%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eixin.qq.com%2Fcgi-bin%2Freadtemplate%3Flang%3Dzh_CN%26t%3Dweixin_agreement%26s%3Dprivacy&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6613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2F8oLed91NapRnxEqcV7Xc3ubnDUFxgbrjibf7kBAFO4%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eixin.qq.com%2Fcgi-bin%2Freadtemplate%3Flang%3Dzh_CN%26t%3Dweixin_agreement%26s%3Dprivacy&data=04%7C01%7C%7C1051033d9bd04b23c4c008d931472d9b%7C1a407a2d76754d178692b3ac285306e4%7C0%7C0%7C63759500426186613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2F8oLed91NapRnxEqcV7Xc3ubnDUFxgbrjibf7kBAFO4%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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