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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声明 
截止 2022 年 05 月的版本 

 
巴鲁夫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在本隐私声明中，以下简称“巴鲁夫”、“我们”或“我们的”）很高兴您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alluff.com.cn/zh-cn（“网站”）并对我们的公司感兴趣。保护您的个人数据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在您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和理解本政策，特别是以粗体或加粗下划线字体强调的条款和条件。 在开始使

用之前，请确保您完全理解和同意这些条款和条件。我们试图以简明的方式向您提供本政策中的专业术语解释。 

 
通过以下信息，我们希望您知晓在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时对您的个人数据的处理情况。作为一家中国公司，我们遵守适用法律和法

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生效）。 

 
通过使用我们的网站，即表示您同意我们根据本隐私声明收集、使用、处理和披露您的个人数据。我们有权随时修改、更新、修

订或变更本隐私声明（或其任何部分）。如果您不同意本隐私声明的任何部分，请停止访问本网站。 

 
1. 谁负责数据处理，我可以联系谁？ 

巴鲁夫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对通过我们网站收集的个人数据承担责任。 

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中国法律下的责任主体： 

 
巴鲁夫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成山路 800 号云顶国际商业广场 A 座 8 层 

邮编： 200125  

电话：+86 400 820 0016 

传真：+86 400 920 2622 

info@balluff.com.cn  
www.balluff.com.cn 
 
如果您对本隐私声明或我们的数据收集操作有任何疑问、建议或投诉，请联系我们的公司数据保护合规专员。 

 
您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DP.APAC@Balluff.com，或寄送信件“数据保护合规专员收”至我们上述的联系地址，或致电我们上述

的电话号码联系我们的公司数据保护合规专员。 

我们将在 15 天内答复您的请求。如果您对我们的答复不满意，特别是您认为我们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损害了您的合法权益，您还可

以通过向被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寻求解决。 

 
2. 访问我们网站时对个人数据的处理 

个人数据指有关某个人的数据，无论其真实与否，可直接从该数据中识别出该个人的身份；或可间接从某组织已经或可能获得的

数据和其他信息（如姓名、工作地址、职能、职务、电子邮件地址、电话/手机号码和帐户详情）中识别出该个人的身份（统称“个

人数据”）。 

当您出于信息目的浏览我们的网站时（即当您没有注册帐户或以其他方式向我们提交任何信息时），我们会收集您的使用数据。

该等数据由我们使用的网络分析服务（如 HubSpot 和 Matomo）收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详见下述第 6 条。 

除了为纯粹的信息目的使用我们的网站外，我们还提供不同的服务。若您有兴趣，您可以选择自愿披露您的个人数据，以使用我

们的服务。 

更多信息详见下述各条。 

 
3. 我们为什么收集个人数据 

3.1 我们可能将您的个人数据或信息用于以下任何目的： 

− 使您和我们能够定制或个性化您对我们网站的体验； 

− 使您能够访问和使用我们的网站、相关应用程序和相关社交媒体平台； 

− 与您联系和沟通； 

− 用于内部记录保存和行政管理目的； 

− 用于分析、市场研究和业务发展，包括运营和改进我们的网站、相关应用程序和相关社交媒体平台； 

− 开展活动和/或向您提供额外福利； 

− 用于广告和营销，包括向您发送关于我们产品和服务的促销信息以及我们认为您可能感兴趣的第三方信息； 

− 征求您对所提供的产品和/或服务的意见或反馈； 

− 管理您的通讯订阅； 

− 履行我们的法律义务并解决我们可能出现的任何争议。 

 
  

https://www.balluff.com.cn/zh-cn
http://www.balluff.com.cn/
mailto:DP.APAC@Balluf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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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披露您的个人数据 

我们可能向以下实体披露您的个人数据或信息，但范围仅限于该等实体代表我们向您提供服务所需的情况下。 

4.1 关联公司 

Balluff GmbH 及旗下公司。这可能包括将您的个人数据传输或存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服务器上，或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披露您的个人数据。当我们将您的个人数据传输到其他国家/地区时，我们将按照本声明中所述

或在收集数据时向您披露的方式（例如通过隐私声明或特定产品/服务的补充声明）评估和保护该等个人数据。 

4.2 业务伙伴 

我们也可能向为我们或代表我们提供服务的实体披露您的信息，例如运营服务中心、维护本网站、执行数据完整性检查、

提供网站优化服务、在本网站投放广告、发送邮件或电子邮件和/或提供客户服务的公司。该等实体不得在为我们提供服

务之外之目的使用您的信息，且根据合同要求，仅可在为我们提供服务或代表我们提供服务之情况下使用我们与其分享的

信息，并对您的个人数据或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4.3 其他方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向其他方披露您的信息： 

− 以遵守法律或应对法定的法律程序（如法院命令或执法机关）； 

− 以核实或执行对适用法律法规的遵守； 

− 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护我们的权利和财产或我们任何的关联公司、业务伙伴或客户 

− 作为合并或转让的一部分，或发生破产但数据采集目的保持不变 

− 当您同意或要求分享数据时；以及 

− 当我们对数据进行匿名处理时。 

当我们向我方的关联方、业务合作伙伴及其他方披露您的个人数据时，这将意味着您的个人数据可能被传输至中国以外的

国家，而该等国家的数据保护水平可能差强人意从而无法保证适当的保护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保数据保护得到充

分保障。我们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保护个人数据的标准合同条款、证书或公认的行为准则来实现。如欲了解有

关此主题的更多信息，请与我们的数据保护合规专员联系。 

请注意，特别是当我们在向位于美国的服务器存储/传输数据的情况下，您的数据可能会被美国相关机构获取和处理。但

是，我们会请求您的明确同意同时会对您的敏感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 

 
5. Cookies 的使用 

使用巴鲁夫网站需要使用 cookies。Cookie 是一个在您访问网站时可存储在您的计算机上的小文件。每次您加载我们的网站时，

您的浏览器都会检查是否存在与我们网站相关的 cookie（即包含我们网站的名称）。如果存在，您的浏览器就会将保存在该

cookie 中的信息发送回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能够因此识别出其以前已经在该浏览器中打开过，同时，一些显示的内容可能会

据此发生变化。 

存储 cookies 通常是为了优化和个性化页面设计、为用户提供附加功能、提高加载速度、并用于统计目的。通过使用 cookies，我

们可以进一步向您提供我们认为您可能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您可以阻止或删除来自本网站的 cookies，但该操作可能会使网站的

某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请注意：我们网站上使用的所有 cookies 均不会收集可用于识别您个人身份的信息。 

您可以在浏览器设置中阻止或删除 cookies。为了管理 cookies，大多数浏览器允许您接受或拒绝所有 cookies，或仅接受特定类

型的 cookies。您还可以调整您的设置，以便每次网站要存储 cookie 时都会询问您。具体管理和删除 cookies 的方式取决于您的

浏览器。每种浏览器在此方面都有所不同。如欲了解，只需使用浏览器中的集成帮助功能即可。您也可以在此处找到关于各种浏

览器的更多信息。 

 
Internet Explorer 
Edge 
Firefox 
Safari 
Google Chrome 
 
我们使用以下类型的 cookies，其范围和运行原理解释如下： 

− 暂时性 cookies（见 5.1） 

− 持久性 cookies（见 5.2） 

5.1 暂时性 cookies 

暂时性 cookies 会在您关闭浏览器时被自动删除。暂时性 cookies 主要包括会话 cookies，用于保存一个可用于将来自浏

览器的不同查询分配给联合会话的会话 ID。因此，当您再次访问我们的网站时，您的计算机可被识别。当您注销或关闭

浏览器时，会话 cookies 会被删除。 

5.2 持久性 cookies 

持久性 cookies 会在指定时间后自动删除，具体时间可能因 cookie 而异。您可以随时在浏览器的安全设置中删除

cookies。 

您可以自行配置浏览器设置，拒绝接受第三方 cookies 或所有 cookies。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请点击浏览器

中的“帮助”功能。 

请注意，如果您阻止或删除 cookies，您可能无法使用本网站的所有功能。 

如果您有我们的账户，我们使用 cookies 是为了能够在以后的访问中识别您的身份。否则，您必须在每次访问我们的网

站时登录。 

  

http://windows.microsoft.com/en-gb/internet-explorer/delete-manage-cookies#ie=ie-11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4027947/microsoft-edge-delete-cookies
https://support.mozilla.org/en-US/kb/delete-cookies-remove-info-websites-stored
http://support.apple.com/kb/HT1677?viewlocale=en_GB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answer/95647?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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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 flash cookies 不是由您的浏览器收集，而是由您的 flash 插件收集。我们还使用放置在您的终端设备上的 HTML5

存储对象。无论您使用何种浏览器，该等对象都会存储必要的数据，并且没有自动失效日期。如果您不想允许处理 flash 

cookies，则必须安装相应的插件，例如 Mozilla Firefox 的 BetterPrivacy 或 Google Chrome 的 Adobe Flash Killer 

Cookie。您可以通过将浏览器设置为隐私模式来阻止 HTML5 存储对象的使用。我们还建议您定期手动除 cookies 和浏览

器历史记录。 

5.3 Cookie 的详细信息 

我们在网站上使用了以下 cookies： 

 
名称 描述/目的 运行时间 类型 

laravel_session 

（巴鲁夫网店） 
在线商店用户会话的识别 

用于在线商店登录和用户会话。该 cookie 可识别在线商

店用户，以便正确分配购物车。 

5 天 必要性 

XSRF-TOKEN 

（巴鲁夫网店） 
在线商店的安全 

防止跨站请求伪造，不包含任何个人数据。 

5 天 必要性 

session 

（巴鲁夫网店） 
由网店用于识别会话 1 天 必要性 

auth_token 

（巴鲁夫网店） 
由网店用于识别会话 1 天 必要性 

auth_uid 

（巴鲁夫网店） 
由网店用于识别会话 1 天 必要性 

external_access 

（巴鲁夫网店） 
由网店用于识别会话 1 天 必要性 

last_cart_count 
(Balluff Webshop)  

（巴鲁夫网店） 

由网店用于缓存购物车中的产品数量 6 个月 必要性 

myballuff 
(Balluff Webshop)  

（巴鲁夫网店） 

由“我的巴鲁夫”门户用于识别会话 1 个月 必要性 

__hs_opt_out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记住您的 cookie 设置 13 个月 必要性 

__hs_initial_opt_in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防止访客在严格模式下浏览时总是显示

cookie 横幅 

7 天 必要性 

__hs_cookie_cat_pref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记录访客同意的类别。 13 个月 必要性 

<id>_key 
(HubSpot) 

在访问受密码保护的页面时，HubSpot 会设置该

cookie，以便今后从同一浏览器访问该页面时不需要再

次登录。 

14 天 必要性 

hs-messages-is-open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确定和保存聊天小工具是否对今后的访

问开放。 

30 分钟 必要性 

hs-messages-hide-welcome-
message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防止聊天小工具的欢迎信息在被取消后

一天内再次出现 

1 天  

必要性 

__hsmem 
(HubSpot) 

用于识别当前登录的 HubSpot 会员用户（主要是巴鲁夫

销售代表） 

1 年  

必要性 

hs-membership-csrf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确保无法伪造内容会员登录。 会话 必要性 

hs_langswitcher_choice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保存访客在查看多语言页面时选择的语

言 

2 年  

必要性 

__cfruid 
(Cloudflare) 

由 Cloudflare 用于限制需求率。 会话 必要性 

__hstc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跟踪访客，包含域名、utk、初始时间

戳（首次访问）、上次时间戳（上次访问）、当前时间

戳（本次访问）和会话编号（后续每次会话递增） 

13 个月 分析性和舒适

性 

Hubspotutk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跟踪访客的身份。它在表单提交时传递

给 HubSpot，并在删除联系人重复数据时使用。 

13 个月 分析性和舒适

性 

__hssc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跟踪会话。它包含域名、viewCount

（会话中每个 pageView 递增）和会话开始时间戳。 

30 分钟 分析性和舒适

性 

__hssrc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确定会话。 会话 分析性和舒适

性 

messagesUtk 
(HubSpot) 

由 HubSpot 用于将熟知的浏览器与聊天相关联。 13 个月 分析性和舒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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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pk_ref 
(Matomo) 

由 Matomo 用于存储归属信息，即最初用于访问网站的

引荐来源 

6 个月 分析性和舒适

性 

_pk_cvar 
(Matomo) 

由 Matomo 用于临时存储访问数据 30 分钟 分析性和舒适

性 

_pk_id 
(Matomo) 

由 Matomo 用于存储有关用户的一些详细信息，例如唯

一的访客 ID 

13 个月 分析性和舒适

性 

_pk_ses 
(Matomo) 

由 Matomo 用于临时存储访问数据 30 分钟 分析性和舒适

性 

_pk_testcookie 
(Matomo) 

由 Matomo 用于检查访客的浏览器是否支持 cookie <1 秒 分析性和舒适

性 

_pk_hsr 
(Matomo) 

由 Matomo 用于临时存储访问数据 30 分钟 分析性和舒适

性 

 
必要性 Cookies 

该等 cookies 对于网站的运行是必要的。它们有助于使网站可用，并实现安全相关的功能。若无该等 cookies，网站就无法正常运

行。 

 
分析性和舒适性 Cookies 

该等 cookies 为我们提供关于我们网站哪些区域被使用的信息。为此，我们收集不涉及个人的统计数据。其使我们能够不断发

展，根据您的需求调整内容，并利用网络有针对性地推广我们的产品。 

它们还使我们能够根据您的兴趣显示您的个性化内容，并使网站更易于使用。我们通过保存您的设置为您提供支持。 

您可以在 cookies 横幅中选择加入 HubSpot cookie。关于如何选择退出其他 cookies，参见下述第 7 条和第 8 条。 

 
6. HubSpot 使用 HubSpot 进行在线营销和数字通信 

我们的网站 www.balluff.com.cn 和博客 https://blog.innovatingautomation.asia/均使用美国公司 HubSpot Inc.（以下简称

“HubSpot”）的 HubSpot 营销自动化软件。HubSpot 的地址：2nd Floor 30 North Wall Quay, Dublin 1, Ireland。HubSpot 是一款

集成的软件解决方案，我们通过它涵盖了数字营销、销售和客户关系管理的不同方面。此外，我们使用该工具对我们的网络产品

进行分析，以对其进行优化，为您提供最优质的和用户友好的服务。 

我们将 HubSpot 用于： 

− 通过联系表单或即时聊天框与我们联系 

− 发送通讯 

− 我们博客的内容管理 

− 订阅博客更新 

− 创建可用作广告活动一部分的登录页面，并包含互动的可能性，如联系或下载白皮书 

− 社交媒体链接和社交媒体分享 

− 评估我们网页的使用情况（例如访问、访问的页面、停留时间等），以及评估我们通讯的使用情况（打开率、点击

率、取消订阅等） 

您使用我们的联系表单、即时聊天或下载表单等提供的个人数据，存储在我们的软件和位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托管合作伙伴

HubSpot 的服务器上。请注意，特别是在向美国存储/传输数据的情况下，您的个人信息/数据可能被美国相关机构获取和处理。但

是，我们会请求您的明确同意同时会对您的敏感信息/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 

当然，HubSpot 也使用“cookies”，保存在您的计算机上，使我们能够分析您对网站的使用情况。HubSpot 代表我们对收集的信息

（例如：IP 地址、地理位置、浏览器类型、访问时间和浏览页面）进行评估，以便我们能够生成关于访问和浏览页面的报告，从

而改善我们的在线情况。如果您通常不希望 HubSpot 记录您在我们网站和博客上的活动，您可以在首次访问我们网页时出现的

cookie 信息中选择退出。 

关于 HubSpot 数据保护条例的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关于 HubSpot 所使用 cookies 的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6.1 登录页面和通讯营销的表格 

我们的特定产品登录页面包括可用于快速进行电子联系或下载手册/白皮书的表单。我们处理您的数据的合法利益，是为

了与您沟通，并以快速的方式回答您的询问。如果您使用联系表单向我们提供您的个人数据，即表示您始终是在明确自愿

的基础上披露该等数据。 

在使用联系表单、下载表单或即时聊天框时，以下数据可能被强制收集： 

− 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称谓（先生/女士）、工作职能、行业、公司和国家可能是处理您的请求并向您

发送答复的必填项。 

收集的技术数据： 

− IP 地址、订阅时间和用于订阅的网络表单。 

您的个人数据将不会被传递给任何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该等数据存储在我们的营销自动化工具 HubSpot 中。每份通讯都

包含取消订阅链接。此外，您可以随时发送电子邮件至 DP.APAC@Balluff.com，通知我们撤销您对数据处理的同意。 

  

https://www.hubspot.com/data-privacy/gdpr
https://knowledge.hubspot.com/articles/kcs_article/reports/what-cookies-does-hubspot-set-in-a-visitor-s-browser?__hstc=230861184.9517efad9361d42e0d6d56a181f5f11a.1523616621527.1523616621527.1523616621527.1&__hssc=230861184.1.1523616621527&__hsfp=1827787643
mailto:DP.APAC@Balluf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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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博客和更新 

您可以使用电子邮件地址注册博客更新，即我们每月都会以您期望的接收频率向您发送来自

blog.innovatingautomation.asia/ 的文章。 

如果您通过订阅博客更新向我们提供您的个人数据，即表示您始终是在明确自愿的基础上披露该等数据的。您可以随时发

送电子邮件至 DP.APAC@Balluff.com，撤销您对数据处理的同意。 

6.3 通讯 

为了让您了解我们公司和产品的最新情况，我们提供不同主题的通讯： 

− 服务电子邮件 

− 行业新闻 

− 巴鲁夫新闻（公司/市场/应用/产品） 

− 创新自动化新闻 

− 销售和报价电子邮件 

− 博客新闻 

发送通讯只需要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披露其他单独标记的数据基于自愿原则，用于与您个人联系。 

您可以随时撤销您的同意，通过点击每封通讯电子邮件中的链接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DP.APAC@Balluff.com 即可完成。 

我们利用 HubSpot 发送通讯。HubSpot 受我们约束，必须遵守中国的数据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我们的电子邮件通讯可能

包含引导您进入巴鲁夫相关网站的链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衡量营销活动的有效性。通讯中还可能包含指向第三方

网站的链接。在您取消订阅后，我们将屏蔽您在这方面提供的数据，使您今后不再收到我们的任何通讯。 

6.4 即时聊天 

如果您想获得有关我们产品、服务的直接信息或帮助，或有关巴鲁夫的其他信息，您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网站上的聊天功能

（在特定时间）直接快速地联系我们。要进行即时聊天，我们需要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工作职能。如果您在即时聊

天期间与我们分享其他个人数据，即视为该等信息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的。 

6.5 分析性数据和报告 

使用 HubSpot，我们还可以进行以下分析性收集和评估： 

− 在我们网页和博客上的活动 

− 网站访客的页面浏览量和停留时间 

− 各访客的点击路径 

− 通过网站提供的文件下载 

− 登录页面的访问量 

− 通讯和活动电子邮件的打开率 

使用网站或博客，即表明您同意收集分析数据。您可以随时使用 cookie 消息中的“退出”按钮取消订阅 HubSpot 跟踪。 

6.6 HubSpot 日志文件 

每当调用使用 HubSpot 创建的网站/登录页面时，HubSpot 都会自动生成所谓的日志文件。日志文件可能包含以下信息：

IP 地址、浏览器类型、域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在我们网站上查看的文件（如 HTML页面、图形等）、操作系

统、点击流数据、访问时间和引荐网站地址。该等信息被 HubSpot 用来提供有关网站使用的一般统计数据。为此，我们

会将该等自动收集的数据与其他个人信息（如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地址和电话号码）相关联。 

6.7 Parllay 
我们使用 Parllay 平台（iClick Data Technology （Beijing) Ltd）在 Hubspot 整合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 

 
7. Matomo的使用 

本网站使用网络分析服务软件 Matomo（www.matomo.org），这是由 InnoCraft Ltd.（地址：150 Willis St, 6011 Wellington, 

New Zealand）提供的一项服务，基于我们为优化和营销目的统计分析用户行为的合法权益，收集和存储数据。出于相同目的，

该等数据可用于创建和分析匿名用户配置文件。Cookies 可能用于此目的。Cookies 是本地存储在页面访客网络浏览器缓冲区中的

小文本文件，能够实现网络浏览器的识别。使用 Matomo 技术收集的数据（包括您的匿名 IP 地址）在我们的服务器上进行处理。 

匿名用户配置文件中 cookie 生成的信息不会用于识别本网站访客的个人身份，也不会与有关匿名持有者的任何个人数据一起使

用。您可以自行对浏览器进行设置，拒绝接受此类 cookie。 

 
8. 我们网站的其他功能和服务 

除了为纯粹的信息目的使用我们的网站外，我们还提供不同的服务。如果您有兴趣，可以使用该等服务，但通常需要提供个人数

据，该等个人数据将用于提供相应服务，并适用数据处理原则。 

有时，我们使用外部服务提供商来运营我们的网站和相关流程。我们根据指示与处理者签订处理合同，确保您的个人数据仅出于

特定目的而处理，不会被进一步披露。 

如果您的数据必须由没有相应数据保护法的国家的提供商处理，则处理受书面合同的保护，确保我们向其共享您的个人数据或信

息的各方保持与我们相同或更高要求的数据保护和安全级别。 

我们的网站也使用其他服务提供商的功能。您将被重定向到服务提供商的实际网站使用该等功能。在重定向之前，我们会相应地

通知您。您可以在服务提供商的网站上查看相应的隐私声明。 

由于该等服务提供商是以自己的名义并出于自己的目的提供服务，巴鲁夫无法对该等服务施加影响或承担责任。 

  

https://blog.innovatingautomation.asia/
mailto:DP.APAC@Balluff.com
mailto:DP.APAC@Balluf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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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网上商店的使用 

当您使用我们的网上商店时，我们为履行我们之间的合同之目的在处理您订单的流程范围内使用并处理您的数据。为此目

的，我们处理由您提供给我们的下列类型的数据： 

− 递送信息，例如您的名字、电话、职务和公司地址； 

− 您的邮箱地址； 

− 您公司所处的行业和您任职的部门. 

为便于合同的处理，我们将单独标出必要的信息，其他信息为自愿填写。如您的数据不正确，您有权通过我们的数据保护

官要求更正不正确的数据： 

NN 
DP.APAC@Balluff.com 

 
订购过程将使用 SSL 技术加密，以防止第三方未经授权访问您的个人数据。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我们将在履行合同所需

的期限内保存您的数据。在存在未决索赔和正在进行的合同争议的情况下，我们还可将您的数据保存更长的时间。 

为了履行合同义务，我方与配送供应商共享交付贵方订单所需的贵方数据。 

您可以自愿创建一个客户帐户，通过该帐户，我们可以保存您的数据以供将来您用来购买我们的产品/服务。 创建帐户

时，您指定的数据将被保存，直到另行通知。 鉴于我们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储存客户数据，您可以随时更正错误的数据

或删除您的数据。 在订单完成后，我们将进行匿名的客户回访调查，此项调查以您的自愿参与为原则，包括满意度评分

和评论部分，目的是进一步提升我们线上商店的服务水平和客户满意度。 

8.2 社交媒体图标的使用 

我们在网站上配置了社交媒体图标。您只需轻点鼠标即可访问包括 LinkedIn 在内的以下社交媒体平台。当您访问我们的

网站时，原则上不会将个人数据转发给提供商。您可以通过标识识别该等平台的提供商。您亦可通过在巴鲁夫推送中直接

点击图标访问他们的网站。 

我们对收集的数据和数据处理方法无法施加影响，亦不知晓数据收集的全部范围、处理目的和存储期限。我们亦没有关于

删除的信息。 

通过点击图标，我们为您提供了在相应平台上从巴鲁夫获取信息的选项 

您可以在下方找到社交媒体平台的地址，查看他们的隐私声明。 

− LinkedIn Corporation：2029 Stierlin Court,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 94043, USA；www.linkedin.com/legal/privacy-

policy。LinkedIn 受欧盟-美国隐私保护协议的约束：www.privacyshield.gov/EU-US-Framework。 

− WeChat International Pte. Ltd.、Tencent International Service Pte. Ltd.、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wechat.com/en/privacy_policy.html 
− 微博：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8 号启皓北京大厦 8 层；https://m.weibo.cn/page/647?entry=client 

− 优酷、优酷土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8 号中钢国际大厦 11 层；

https://h5.m.youku.com/app/flsm.html 
8.3 CAD 图纸/3D 模型 

在我们的网站上，我们为您提供下载 CAD 图纸/3D 模型的选项。为此，我们利用外部提供商 CADENAS GmbH 的服务，

您将被重定向到其网站。您在这种情况下披露的个人数据将由 CADENAS GmbH 进一步处理。您可以在 CADENAS 

GmbH 的隐私声明中找到有关处理的信息。 

8.4 工作机会门户 

我们的网站会向您介绍巴鲁夫的空缺职位。如果您与我们分享任何个人数据，即表示您自愿提供相应信息。 

在不再需要存储并且没有法定保留期限的限制后，我们将删除与此相关生成的数据。 

8.5 联系功能 

在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个联系我们的功能。如果您与我们分享任何个人数据（如您的联系方式），即表示您自愿提供该等信

息。 

在不再需要存储并且没有法定保留期限的限制后，我们将删除与此相关生成的数据。 

8.6 其他网站的链接 

我们的网页可能包含指向非我们运营的其他网站的超链接。我们不对该等网站进行监控，也不对其内容或其对个人数据的

处理承担任何责任。 

 
9. 安全措施 

我们提供安全措施，防止您的信息丢失、不当使用、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访问或披露。我们将采用各种安全措施（如匿名化处

理、严格的访问控制等），以合理的安全级别保障信息的安全。 

我们建立了专门的管理制度、流程和组织来确保信息安全。 

在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等安全事件时，我们将启动应急预案，防止安全事件扩大，并以推送通知、公告等形式通知您。 

 
10. 儿童的隐私 

如果您是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服务之前，您应获得您的监护人的同意。我们将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保

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我们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收集 14 岁以下儿童的任何个人信息。如果您未满 14岁，请不要通过我们的网站或服务提交任何个人信

息。我们鼓励父母和法定监护人监督其子女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并通过指示其子女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不得通过我们的网站或

服务提供个人信息这一举措来帮助执行这项政策。 

如果您有理由相信有未满 14 岁的儿童通过我们的网站或服务向我们提供了个人信息，请联系我们。您还必须达到足以在您的国家

同意处理您的个人信息的年龄（在某些国家，我们可能允许您的父母或监护人代表您这样做）。 

 

mailto:DP.APAC@Balluff.com
https://www.linkedin.com/legal/privacy-policy
https://www.linkedin.com/legal/privacy-policy
https://www.privacyshield.gov/EU-US-Framework
https://www.wechat.com/en/privacy_policy.html
https://m.weibo.cn/page/647?entry=client
https://h5.m.youku.com/app/fls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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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储期限 

我们仅在收集数据的预期目的所需的时间内，或在我们所遵守的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存储您的个人数据。 

 
12. 反对处理您的数据或撤销同意 

您可以随时向 DP.APAC@Balluff.com 发送撤销通知，撤销您对处理您的数据的同意。请注意，即使 

收到异议或撤销通知，但我们可能在法律上仍有义务继续存储该等数据。 

 
13. 隐私声明的变更 

鉴于互联网服务的动态性和可能的立法修订，我们可能需要不时变更我们的隐私声明。因此，请始终关注我们的隐私声明的现行

版本。在我们对隐私声明作出任何变更后，您继续使用我们的网站或服务，即表示您知悉该等变更，同意遵守变更后的隐私声明

并受其约束。 

 
14. 管辖法律 

本隐私声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此外，双方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声明产生的任何索赔、争

议或诉讼具有专属管辖权。 

 

 

 

 

巴鲁夫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成山路 800 号云顶国际商业广场 A 座 8 层 

邮编： 200125  

电话：+86 400 820 0016 

传真：+86 400 920 2622 

info@balluff.com.cn  

www.balluff.com.cn/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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