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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的服务，例如搜索和分享信息、与他人通信或者创建新内容等。如果您通过某种方式（例

如创建Google帐户）与我们分享信息，我们就能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例如为您显示相关程度更高的搜索结果和广告、帮助您与

他人联系或者帮助您更轻松快捷地与他人分享内容。既然您选择使用我们的服务，希望您能清楚地了解我们对信息的使用方式以

及您对自己隐私权的保护措施。

我们的隐私权政策解释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收集哪些信息，以及收集这些信息的原因。

我们对这些信息的使用方式。

我们为您提供的选择，包括如何访问和更新信息。

我们一直力求为用户化繁为简，但是如果您不熟悉 Cookie、IP 地址、像素标签和浏览器等术语，请先了解有关这些关键术语的信

息。Google 非常重视所有新老用户的隐私权问题，因此请您花些时间了解一下我们的惯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收集的信息

我们收集信息是为了向所有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其中既包括一些推断出来的基本信息（例如您使用的语言），也包括一些较为

复杂的信息（例如您觉得哪些广告最有用、网上的哪些人对您最重要，或您可能喜欢哪些 YouTube 视频）。

我们收集信息的方式如下：

您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例如，我们的很多服务都要求您注册 Google 帐户，而当您注册 Google 帐户时，我们会要求您提

供个人信息，例如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或信用卡号，这些信息会存储在您的帐户名下。如果您想充分利用

我们提供的各种分享功能，可能还需要创建公开显示的 Google 个人资料，而个人资料中可能会包含您的姓名和照片。

我们在您使用服务的过程中获取的信息。我们会收集关于您使用的服务以及使用方式的信息，例如您何时在 YouTube 上
观看了视频、何时访问了使用我们的广告服务的网站，或者何时查看了我们的广告和内容并与之互动。此类信息包括：

设备信息

我们会收集设备专用的信息（例如您的硬件型号、操作系统版本、唯一设备标识符以及包括电话号码在内的移动网

络信息）。Google 可能会将您的设备标识符或电话号码与您的 Google 帐户相关联。

日志信息

当您使用我们的服务或查看由 Google 提供的内容时，我们会自动收集某些信息并存储到服务器日志中。此类信息

包括：

您对我们服务的详细使用情况，例如您的搜索查询内容。

电话日志信息，例如您的电话号码、主叫方号码、呼叫转移号码、通话时间和日期、通话时长、短信路由

信息以及通话类型。

IP 地址

设备事件信息，例如崩溃、系统活动、硬件设置、浏览器类型、浏览器语言、您提出请求的日期和时间以

及引荐网址。

可唯一标识您的浏览器或 Google 帐户的 Cookie。

位置信息

当您使用 Google 服务时，我们可能会收集和处理有关您实际所在位置的信息。我们会使用各种技术进行定位，这

些技术包括 IP 地址、GPS 以及能够提供相关信息的其他传感器（比如说可能会为 Google 提供附近设备、Wi-Fi
接入点和基站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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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应用程序编号

某些服务包含唯一应用程序编号。当您安装或卸载相关服务或当这些服务定期与我们的服务器通信（例如对软件进

行自动更新）时，系统会将此编号以及与安装相关的信息（例如操作系统类型和应用程序版本号）发送给

Google。

本地存储

我们可能会使用浏览器网络存储等机制（包括HTML5）和应用数据缓存，收集您设备上的信息（包括个人信息）

并进行本地存储。

Cookie 和类似技术

当您访问 Google 服务时，我们与合作伙伴会采用各种技术收集和存储相关信息，这可能包括使用 Cookie 或类似

技术来识别您的浏览器或设备。当您与我们提供给合作伙伴的服务（例如广告服务或可能显示在其他网站上的

Google 功能）进行互动时，我们也会使用这类技术收集和存储信息。我们的 Google Analytics（分析）产品可帮

助商家和网站所有者分析其网站和应用获得的流量。与我们的广告服务（例如使用 DoubleClick Cookie 的服务）

结合使用时，Google Analytics（分析）提供的信息会被 Google Analytics（分析）客户或 Google t运用 Google
技术与多个网站的访问信息相关联。

我们从合作伙伴处获得的与您相关的信息，以及我们在您登录到 Google时收集的信息，可能都与您的 Google 帐户相关联。凡是

与您的 Google 帐户相关联的信息，我们一律会视为个人信息。如需详细了解如何访问、管理或删除与您的 Google 帐户相关联的

信息，请查阅本政策的透明度和选择部分。

我们如何使用收集到的信息

我们会利用从所有服务中收集到的信息来提供、维护、保护和完善这些服务，同时开发新的服务并保护 Google 和 Google 用
户。我们还会使用此类信息为您提供定制内容，例如相关程度更高的搜索结果和广告。

对于我们提供的所有需要 Google 帐户的服务，我们都可能会使用您在 Google 个人资料中提供的姓名。此外，我们还会替换掉之

前与您的 Google 帐户相关联的姓名，以确保您在我们的所有服务中采用同一个身份。如果其他用户知道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或其

他能够识别您身份的信息，我们就会向他们显示您的 Google 个人资料公开信息，例如您的姓名和照片。

如果您已拥有 Google 帐户，我们可能会在 Google 服务（包括广告及其他商业环境）中显示您的个人资料名称、个人资料照片以

及您在 Google 上或与 Google 帐户相关联的第三方应用上执行的操作（例如，+1 以及您发表的评价和评论）。我们会尊重您在

Google 帐户中针对限制分享或公开范围设置所做的选择。

当您与 Google 联系时，我们会保存您的通信记录，这有助于解决您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会向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有关

Google 服务的邮件，例如告知您即将进行的变更或改进。

我们会使用通过 Cookie 和其他技术（例如像素代码）收集到的信息来提升您的用户体验，并提高我们的整体服务质量。Google
Analytics（分析）就是其中一个用来改善 Google 其他服务的产品。例如，通过保存语言偏好设置，我们可以使用您的首选语言

来显示 Google 服务。此外，向您显示定制广告时，我们不会将来自 Cookie 或类似技术的标识符与敏感类别（例如基于种族、宗

教、性取向或健康状况而划分的类别）相关联。

我们的自动化系统会对您的内容（包括电子邮件）进行分析，以便为您提供更符合个人需求的产品功能，例如自定义搜索结果、

量身定制的广告，以及垃圾邮件和恶意软件检测。

我们可能会将您在某项服务中的个人信息与在其他 Google 服务中的信息（包括个人信息）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满足您的需求

（例如使您能够更轻松地与相识的人分享信息）。我们也可能会根据您的帐户设置将您在其他网站和应用上的活动与您的个人信

息相关联，以便改善 Google 的服务和 Google 投放的广告。

当我们要将信息用于本隐私权政策未载明的其它用途时，则会事先征求您的同意。

用于处理个人信息的 Google 服务器遍布在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地区。因此，我们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时所用的服务器可能并不位于

您所在的国家/地区。

透明度和选择

每个人对于隐私权的关注点各有不同，而我们的目标就是明确指出我们都收集哪些信息，以便您明智地选择其使用方式。例如，

您可以：

查看和更新 Google 活动控件，以决定在您使用 Google 服务时要将哪些类型的数据（例如，您的 YouTube 视频观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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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搜索记录）保存到您帐户名下。您也可以访问这些控制项，以指定当您在退出帐户的情况下使用我们的服务时，要在您

设备上使用 Cookie 还是类似技术来存储特定的活动。

使用 Google 信息中心查看并控制与您的 Google 帐户关联的某些类型的信息。

通过“广告设置”查看和修改您希望 Google 和其他网站向您展示哪些 Google 广告（例如，您可能感兴趣的类别）。您还可

以通过该页面停用某些 Google 广告服务。

调整与 Google 帐户关联的“个人资料”显示给其他人的内容。

控制通过 Google 帐户分享信息的对象。

从我们的众多服务中提取与您的Google 帐户关联的信息。

选择您的个人资料名称和个人资料照片是否出现在广告中显示的分享认可中。

您还可以对自己的浏览器进行设置，以阻止所有Cookie（包括与我们的服务相关联的Cookie）或者在我们设置Cookie时予以提

示。但请务必注意，停用Cookie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许多服务无法正常使用。例如，我们可能无法保存您的语言偏好设置。

您分享的信息

我们的很多服务都可以让您与他人分享信息。请注意，当您公开分享信息时，包括Google在内的各种搜索引擎都可能会将这些信

息收录到索引中。我们的服务向您提供了有关分享和删除内容的多种选项。

访问和更新您的个人信息

无论您何时使用我们的服务，我们都会力求让您顺利访问自己的个人信息。如果这些信息有误，我们会努力提供各种方式来让您

快速更新信息或删除信息（除非我们出于合法业务或法律方面的原因而必须保留这些信息）。

我们力求对服务进行完善的维护，以保护信息免遭意外或恶意的破坏。因此，当您从我们的服务中删除信息后，我们可能不会立

即从在用的服务器中删除这些信息的残留副本，也可能不会从备份系统中删除相应的信息。

我们分享的信息

我们不会与Google以外的任何公司、组织和个人分享用户的个人信息，但以下情况除外：

征得您的同意

在征得您的同意后，我们会与 Google 以外的公司、组织和个人分享您的个人信息。我们必须您选择同意才会共享任何敏

感的个人信息。

与域管理员分享

如果您的 Google 帐户是由域管理员替您管理的（例如 G Suite 的用户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您的域管理员以及为您的

组织提供用户支持的经销商就有权访问您的 Google 帐户信息（包括您的电子邮件和其他数据）。您的域管理员还可以进

行以下操作：

查看关于您帐户的统计信息，例如有关您安装的应用程序的统计信息。

更改您的帐户密码。

暂停或终止您的帐户访问权限。

访问或保留您帐户中存储的信息。

为了满足适用法律、法规、法律程序的请求或强制性的政府请求而接收您的帐户信息。

限制您删除或修改信息或隐私权设置。

有关详情，请参阅您的域管理员的隐私权政策。

用于外部处理

我们会向Google的关联机构或其他受信任的商家或个人提供用户个人信息，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说明、隐私权政策以及其他

任何相关的保密和安全措施来为我们处理上述信息。

出于法律原因

如果我们确信：，为了实现以下目的而有必要访问、使用、保留或披露相关信息，我们就会与 Google 以外的公司、组织

和个人分享用户个人信息：

遵循任何适用法律、法规、法律程序的要求或强制性的政府要求。

执行适用的服务条款（包括调查可能存在的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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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预防或处理欺诈、安全或技术方面的问题。

在法律要求或允许的范围内，保护 Google、Google 用户或公众的权利、财产或安全免遭损害。

我们可能会对外公开并与合作伙伴（例如发布商、广告客户或关联的网站）分享不含身份识别内容的信息。例如，我们可能会对

外公开信息，以便让公众了解 Google 服务的总体使用趋势。

如果 Google 涉及合并、收购或资产出售等交易，我们会在任何个人信息进行转让或受其他隐私权政策约束之前，继续确保其机

密性并通知受到影响的用户。

信息安全

我们努力为 Google 和我们的用户提供保护，以免我们保存的信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访问、篡改、披露或破坏。为此，我们

特别采取了以下措施：

我们使用 SSL 对许多服务进行加密。

我们提供了两步验证供您在访问 Google 帐户时使用，并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中提供了安全浏览功能。

我们会审查信息收集、存储和处理方面的做法（包括物理性安全措施），以避免各系统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

我们只允许那些为了帮我们处理个人信息而需要知晓这些信息的 Google 员工、承包商和代理商访问个人信息，而且他们

需要履行严格的合同保密义务，如果其未能履行这些义务，就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或被终止其与 Google 的关系。

隐私权政策适用范围

我们的隐私权政策适用于由 Google LLC 及其关联公司提供的所有服务（包括 YouTube，Google 在 Android 设备上提供的服务，

以及在其他网站上提供的服务，例如我们的广告服务），但另外设定隐私权政策且未纳入本隐私权政策的服务不在此列。

我们的隐私权政策不适用于由其他公司或个人提供的服务，例如在搜索结果中向您显示的产品或网站、可能包含 Google 服务的

网站或者在我们的服务中链接到的其他网站。对于为我们的服务进行广告宣传，以及可能使用 Cookie、像素标签和其他技术来投

放和提供相关广告的其他公司和组织，我们的隐私权政策并未涵盖其信息处理惯例。

政策的遵守以及与监管机构的配合

我们会定期检查我们遵守隐私权政策的情况。此外，我们还遵循一些自我监管框架，包括“EU-US Privacy Shield
Frameworks”和“Swiss-US Privacy Shield Frameworks”。收到正式的书面投诉后，我们会与投诉方联系，以便跟进处理。我们会

与相应的监管机构（包括当地的数据保护机构）合作，以解决 Google 与用户之间无法直接解决的有关个人数据传输的投诉问

题。

变更

我们的隐私权政策随时都可能变更。未经您明确同意，我们不会削减您按照本隐私权政策所应享有的权利。我们会在本页面上发

布对隐私权政策所做的任何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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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隐私权政策的具体变更内容）。我们还会将本隐私权政策的旧版本存档，供您查阅。

针对特定产品的惯例

以下备注分别介绍了针对您可能使用的某些 Google 产品和服务的特定隐私权惯例：

Chrome 浏览器和 Chrome 操作系统

Play 图书

Payments
Fiber
Project Fi
G Suite for Education
YouTube 少儿版

通过 Family Link 管理的 Google 帐号

要详细了解有关我们某些最热门的服务的信息，您可以访问 Google 产品隐私权指南。

与隐私和安全相关的其他材料

如需更多与隐私和安全相关的实用性材料，请参阅Google政策和原则页面，其中包括：

我们的技术和原则的相关信息，此外，该信息还包含以下内容的详细信息：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we-may-share.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key-terms/#toc-terms-info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to-show-trends.html
https://support.google.com/websearch/answer/173733?hl=cn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landing/2step/
https://www.google.com/chrome/intl/zh-CN/more/security.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frameworks/
https://www.google.com/chrome/intl/zh-CN/privacy.html
https://play.google.com/books/intl/zh-CN/privacy.html
https://payments.google.com/legaldocument?family=0.privacynotice&hl=zh-CN
https://fiber.google.com/legal/privacy.html
https://fi.google.com/about/tos/#project-fi-privacy-notice
https://www.google.com/work/apps/terms/education_privacy.html
https://kids.youtube.com/privacynotice
https://families.google.com/familylink/privacy/child-policy/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technologies/product-privacy/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technologies/


Google如何使用Cookie。
Google用于广告的技术。

Google如何识别人脸等模式。

介绍您在访问使用了Google广告、分析和社交产品的网站时，Google会收到您哪些资料的页面。

隐私设置检查工具可让您轻松查看主要隐私设置。

Google的安全中心，提供了如何安全上网的相关信息。

“访问您的个人信息”

例如，通过Google信息中心，您可以快速轻松地查看与自己的Google帐户相关的部分数据。

了解详情。

“您会看到最实用的广告”

例如，如果您经常访问与园艺有关的网站和博客，那么在浏览网页时可能会看到园艺方面的广告。

了解详情。

“广告服务”

例如，如果您经常访问与园艺有关并展示Google广告的网站和博客，那么在浏览网页时可能会看到园艺方面的广告。

了解详情。

“和其他传感器”

您的设备可能包含相应的传感器，以便提供相关信息来协助系统更好地检测您所在的位置。例如，加速度计可用于检测速度等信

息，陀螺仪则可用于检测运动方向。

了解详情。

“收集信息”

这包括诸如以下信息：使用情况数据和偏好设置、Gmail邮件、G+个人资料、照片、视频、浏览记录、地图搜索数据、文档或由

Google托管的其他内容。

了解详情。

“将来自某个服务的个人信息与来自其他Google服务的信息（包括个人信息）结合起来”

例如，登录Google帐户后在Google中进行搜索时，您不仅可以看到来自公共网页的搜索结果，还可以看到好友的信息页、照片和

Google+信息，而在Google+上认识您或关注您的人员也可以在各自的搜索结果中看到您的信息和个人资料。

了解详情。

“与他人联系”

例如，根据您在其他Google产品（如Gmail）中与其他人员之间的联系，Google+会向您推荐您可能认识或希望与之建立联系的人

员，而与您建立了联系的人员也可能会看到系统将您的个人资料推荐给他们。

了解详情。

“信用卡”

虽然我们目前不要求用户在注册过程中提供信用卡信息，但如果因您输入的生日显示您未达到拥有Google帐户的规定年龄而遭

Google停用帐户，则您可以通过小额信用卡交易来验证年龄，借此确认自己符合年龄要求。

了解详情。

“开发新的服务”

例如，通过分析用户之前自行更正拼写后的搜索内容，Google开发了拼写检查软件。

了解详情。

“设备标识符”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technologies/cookies/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technologies/ads/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technologies/pattern-recognition/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partners/
https://myaccount.google.com/privacycheckup/1?hl=zh-CN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safetycenter/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access-to-your-personal-information.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ads-youll-find-most-useful.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advertising-service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sensor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collect-information.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combine-personal-information.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connect-with-people.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credit-card.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develop-new-ones.html


通过设备标识符，Google可以知道您访问我们的服务时使用的是哪个专用设备，然后便可据此定制适合您设备的Google服务，或

分析与Google服务相关的任何设备问题。

了解详情。

“设备专属信息”

例如，当您通过桌面设备访问Google Play时，Google可以使用这些信息帮助您确定在哪些设备上使用所购买的内容。

了解详情。

“提升用户体验”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Cookie分析用户与Google服务的互动情况。

了解详情。

“法律程序的要求或强制性的政府要求”

Google 与其他技术公司和通信公司一样，经常会有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法院要求我们提供用户数据。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要求，我们

的法律团队都会逐一进行审核。如果相应要求过于宽泛或不符合正确的流程，我们通常都会予以回绝。

了解详情。

“限制分享或公开范围设置”

例如，您可以通过设置，让自己的名称和照片不在广告中显示。

了解详情。

“与多个网站的访问信息相关联”

Google Analytics（分析）采用的是第一方 Cookie。不过，通过 Google Analytics（分析）生成的数据可能会被 Google
Analytics（分析）客户或 Google 利用 Google 技术关联到与其他网站的访问情况相关的第三方 Cookie。举例来说，如果广告客

户想要使用 Google Analytics（分析）提供的数据制作相关程度更高的广告或进一步分析流量，就可以关联到第三方 Cookie。
了解详情。

“维护”

例如，我们持续监控我们的系统，检查它们是否按预期方式运行，同时检测出错误并加以修复。

了解详情。

“可能会收集并处理有关您实际所在位置的信息”

例如，Google地图可以显示以您当前的位置为中心的地图视图。

了解详情。

“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例如，我们使用了名为“lbcs”的Cookie，该Cookie可让您在一个浏览器中打开多个Google文档。

了解详情。

“与合作伙伴”

我们允许受信任的商家在 Google 服务上做广告和调查时使用 Cookie 或类似技术。

了解详情。

“电话号码”

例如，如果您添加电话号码作为恢复选项，那么当您忘了密码时，Google可以通过短信向您发送一个可让您重置密码的验证码。

了解详情。

“保护Google和Google用户”

例如，如果您担心有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访问了自己的邮箱，可以查看Gmail中的“上次帐户活动”，其中会显示与邮箱中的近期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device-identifier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device-specific-information.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improve-your-user-experience.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legal-proces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limit-sharing-or-visibility-setting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linked-with-information-about-visits-to-multiple-site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maintain-service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may-collect-and-process-information.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may-not-function-properly.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our-partner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phone-number.html


活动有关的信息，例如访问您的邮箱时使用的IP地址、相关位置信息以及时间和日期。

了解详情。

“保护”

例如，我们收集和分析 IP 地址和 Cookie 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服务不受自动化程序滥用。

了解详情。

“提供”

例如，为您的设备分配的 IP 地址会用于将您请求的数据发回您的设备。

了解详情。

“分享”

例如，使用Google+时，会有多种分享方式可供选择。

了解详情。

“更轻松快捷地与他人分享内容”

例如，如果某人已经在您的通讯录中，那么当您要将其加到Gmail邮件中时，Google会自动填充对方的名称。

了解详情。

“网上对您最重要的人”

例如，当您在所撰写邮件的“收件人”、“抄送”或“密送”字段中输入地址时，Gmail会向您建议通讯录中的地址。

了解详情。

“方便您与相识的人分享信息”

例如，如果您通过Gmail与某人进行了联系并想将其添加到Google文档或Google日历活动中，那么当您开始输入该人员的名称

时，Google就会自动填充对方的电子邮件地址。

了解详情。

“查看我们的广告并与之互动”

例如，我们会定期向广告客户报告是否已将其广告投放到网页，以及用户能否会看到相应广告（与以下情况相反：例如将广告投

放到了用户不会滚动到的网页位置）。

了解详情。

“我们可能会公开分享汇总的非个人身份信息”

当有大量用户开始搜索某项内容时，这可提供与当时的具体趋势相关且非常有用的信息。

了解详情。

“Wi-Fi 接入点和基站”

例如，Google 可以根据附近基站的已知位置来确定您的设备的大致位置。

了解详情。

“相关性更高的搜索结果”

例如，通过在搜索结果中加入您及好友的照片、信息及其他内容，我们可以为您提供相关性更高且更有趣的搜索结果。

了解详情。

“删除您的内容”

例如，您可以删除您的网络与应用活动、您的博客、您拥有的 Google 网站、您的 YouTube 频道、您的 Google+ 个人资料或您

的整个 Google 帐户。

了解详情。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protect-google-and-our-user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protect-service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provide-service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sharing.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sharing-with-other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the-people-who-matter-most.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to-make-it-easier-to-share.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view-and-interact-with-our-ad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we-may-share.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wifi-access-points-and-cell-towers.html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more-relevant-search-results.html
https://support.google.com/websearch/answer/465?hl=cn
https://support.google.com/blogger/answer/41387?hl=cn
https://support.google.com/sites/answer/90598?hl=cn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55759?hl=cn
https://support.google.com/plus/answer/1044503?hl=cn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32046?hl=cn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removing-your-content.html


“展露趋势”

您可以访问 Google 趋势和 YouTube Trending Videos，查看部分热门内容。

了解详情。

“您在其他网站和应用上的活动”

此类活动可能包括您对 Google 产品（例如 Chrome 同步）的使用或对与 Google 合作的网站和应用的访问。很多网站和应用都会

与 Google 合作，以便改善他们的内容和服务。例如，一个网站可能会使用我们的 AdSense 等广告服务或 Google Analytics （分

析）等分析工具。这些产品会与 Google 分享您的活动信息，并且系统可能会根据您的帐户设置和被使用的产品（例如当合作伙

伴结合使用 Google Analytics（分析）和我们的广告服务时）将此类数据与您的个人信息相关联。

了解详情。

https://www.google.com/trends/?hl=zh-CN
https://www.youtube.com/trending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to-show-trends.html
https://myaccount.google.com/?hl=cn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_ALL/policies/privacy/example/your-activity-on-other-sites-and-app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