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KIE 表
什么是 COOKIE？
Cookie 是您在上网时存储在您的设备（电脑、平板电脑或手机）上的小型文本文件，包括
在浏览欧莱雅集团的网站时也是如此。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aboutcookies.org.
停用 COOKIE
您可以轻松调整您的浏览器设置，以激活或停用 cookie。如有需要，请查阅浏览器的帮助功
能。
许多 cookie 用于提高网站/应用程序的可用性或功能；因此，禁用 cookie 可能会阻止您使用
我们网站/应用程序的某些部分，详情如以下 cookie 表所述。

功能性 Cookie

如果我不激活它们
会怎样？
这些 cookie 不能被
停用。

作用

COOKIE 名称

绝对必要
的 cookie

网站运行所需。它们通常
只针对您所做的相当于服
务请求的行为进行设置，
例如设置您的隐私偏好、
登录或填写表格。

OptanonConsent,
OptanonAlertBox
Closed,
SC_ANALYTICS_
GLOBAL_COOKI
E

功能性
cookie

提 供 增 强 的 功 能 和 个 性 lo.v.liveperson.n 这 些服 务中 的一 些
et: LPSessionID,
或 全部 可能 无法 正
化。
LPVisitorID, LPSI
常运行。
Dnnnnnnnn, LPCKE
Y-nnnnn, LPVID
它们可能由我们或我们已 where-tobuy.co
：
将其服务添加到我们页面
__utmz, __utmt_U
的第三方供应商设置。
Annnnnnnn, __utm
b, __utmc, __utma

绝对必要的 cookie

COOKIE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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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
cookie

ASP.NET_Sessio
会话 cookie 使您所访问 nId
的网站能够跟踪您从一个
页面到另一个页面的移
动，这样您就不会被要求
提供您已经提供给网站的
相同信息。

每 当您 打开 一个 新
的 网页 时， 存储 该
网 页的 服务 器会 把
您 当作 一个 全新 的
访问者。

当您关闭浏览器时，它们
会被自动删除。

社交媒体
cookie

通过我们在网站上添加的
一系列社交媒体服务，与
您的朋友和人际网络分享
我们的内容。
使用这些社交媒体工具加
入/喜欢我们的页面。

定向和广告
cookie

它们能够跟踪您在不同网
站上的浏览，并建立您的
兴趣档案。这可能会影响
您在访问其他网站时看到
的内容和信息。

广告
cookie

cdn.syndication.tw
img.com: lang
您可以在下面找到
这些社交网络条款
的链接：
Facebook https://
www.facebook.co
m/about/privacy/
https://www.faceb
ook.com/help/coo
kies
Google
+ http://www.googl
e.com/intl/fr/policie
s/privacy/
Twitter https://sup
port.twitter.com/art
icles/20170518utilisation-descookies-et-destechnologiessimilaires-partwitter
Pinterest https://a
bout.pinterest.com
/en/terms-service

它们会收集数据，向您展
示个性化的广告。它们还
允许限制您将看到的信息
数量。这些 cookie 还使
我们能够衡量广告活动的

您可能无法使用或
看到这些分享工
具，也无法使用这
些社交媒体工具加
入/喜欢我们的页
面。

您 将不 会看 到到 来
自我们的广告信
息 。您 可能 无法 享
受 到我 们为 会员 提
供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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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例如，在我们之前
访问过的网站。

定向
cookie

让我们的广告合作伙伴建
立您的兴趣档案，并在其
他网站上向您展示相关广
告。

分析和性能 cookie

它们通过对您的浏览器和
互联网设备进行唯一标识
来工作。

分析
cookie

统计页面访问量和流量来
源，以便我们能够使用谷
歌分析（Google
Analytics）提供的服务来
衡量和改进我们网站的性
能。

或 者， 广告 内容 不
会 被个 性化 。然 后
您 会看 到对 您而 言
没 什么 吸引 力的 广
告。
icxid
facebook.com：
datr, xsrc, fr, lu, locale
youtube.com:SID
, HSID, demograp
hics, VISITOR_IN
FO1_LIVE, PREF,
APISID, SSID, L
OGIN_INFO, YSC
, SAPISID
twitter.com：
auth_token, twll, la
ng, __utmz, secur
e_session, guest_i
d, __utma, remem
ber_checked, rem
ember_checked_o
n, __utmb,

您 仍然 会收 到我 们
合 作伙 伴网 站上 的
广 告， 但这 些广 告
并非针对性提供
的。

_dc_gtm_UA744282481, _dc_gtm_UA22588495-1
google.co.uk：
SAPISID, HSID, S
ID, PREF, NID, S
SID, APISID

我们将无法监控和
衡量我们网站的性
能，这可能会带来
较低质量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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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cookie

统计访问量和流量来源，
以衡量和改善我们网站的
性能。知晓最受欢迎和最
不受欢迎的页面是哪些，
并了解访问者在网站上的
浏览情况。

lpTestCookiennnn
nnnn，
__olapicU，
_ga
lpcdn.lpsnmedia.
net：
lpTestCookiennnn
nnnn
switchthelook.co
m：
__utmc, __utmz, _
_utma, __utmt, __
utmb

我们将无法获悉您
何时访问过我们的
网站，也无法监控
其性能，这可能导
致网站带来较低质
量的体验。

本 Cookie 表有英文版本，并可能已翻译成其他语言。如果英文与翻译版本之间有任何冲突和/或不一致
的地方，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更新日期：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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