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inity College London  

Cookie 政策 

 

 

Cookie 的使用 

Cookie 是网络服务器发送给网络浏览器的一小段信息，它使服务器能够从浏览器收集信息。您可以在下文及 

www.allaboutcookies.org 上找到更多关于使用 Cookie 的信息。我们使用“个性化”Cookie，在您访问网站时识别

您的身份（在您给予了同意的情况下），并跟踪您的浏览模式，建立人口统计特征概况。我们使用“分析”

Cookie 来了解何人浏览了网站上的哪个页面，并确定网站最受欢迎的版块，以便我们改进和发展网站。 

我们对 Cookie 的使用还允许注册用户看到网站的个性化版本，并可以访问他们的账户信息。 

我们还可能使用“社交媒体”Cookie 来个性化您与第三方社交媒体平台（如 Twitter 和 Facebook）的互动，而我

们的网站也使用这些功能。当您在我们的网站上浏览社交媒体内容时，该等 Cookie 识别这些社交媒体网站的用

户。通过使用简单的“分享”按钮，它们还允许您跨媒体快速分享内容。 

网站发布的 Cookie 中不会存储任何个人信息——Hubspot Cookie 除外，您可以随时通过浏览器设置移除这些 

Cookie。存储在所有其他 Cookie 中的值是一个匿名标识符，它与您在访问期间可能提供给我们的任何其他个人

信息没有关联。 

如果您不希望收到这些 Cookie，您可以在浏览器中禁用它们，但这样做可能会影响我们网站的功能。请参阅您

的浏览器说明或帮助屏幕，了解更多关于如何进行这项操作的信息。然而，如果您决定禁用我们在您的计算机

上放置的任何 Cookie，您可能无法使用网站上的某些服务或设施。关闭 Cookie 将限制您对网站的使用。 

Cookie 的期限 

Cookie 在个人电脑或设备上保留的期限取决于它是“持久”Cookie 还是“会话”Cookie。会话 Cookie 持续到您

停止浏览为止；持久 Cookie 持续到该 Cookie 过期或被删除为止。我们使用的大多数 Cookie 都是会话 Cookie，当

您的浏览会话结束时，这些 Cookie 就会过期。从下载到您的设备之日起，任何持久 Cookie 将被保存最长 2 年，

但可以通过浏览器设置删除这些 Cookie。 

 

• 有关 Trinity 网站上使用的 Cookie 的进一步信息，请参阅下文的详细说明或发送电邮至 

dpo@trinitycollege.com 联系我们。  

 

Trinity College London 网站 Cookie 

 

trinitycollege.com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PHPSESSID Trinity 跟踪用户的会话状态。 

WASP2_FLAG Trinity 存储加密的用户网站详细信息 

WASP2_USER Trinity 存储加密的用户访问详细信息 

 

trinityrock.com 

http://www.allaboutcookies.org/
mailto:dpo@trinitycollege.com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UUID Trinity 跟踪用户的会话状态。 

has_js Trinity 确定用户是否启用了 JavaScript。 

 

 

artsaward.org.uk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PHPSESSID Trinity 跟踪用户的会话状态。 

WASP2_FLAG Trinity 存储加密的用户网站详细信息 

WASP2_USER Trinity 存储加密的用户访问详细信息 

 

 

考试预约网站 

• seltbooking.trinitycollege.co.uk 

• musicbooking.trinitycollege.co.uk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OEPOPUPMSG Trinity 控制用户关于 ID 和支付卡细节的提示信息 

remember-me Trinity 记住用户 

JSESSIONID Trinity 跟踪用户的会话状态。 

uniqueId Trinity 临时保持 15 分钟的考试时间。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i18n. 

CookieLocaleResolver.LOCALE 

Trinity 跟踪用户的位置。 

OECOOKIEMSG Trinity 存储用户关于接受 Cookie 的决定。 

wb48617274、AWSELB Trinity 通过负载均衡器管理服务器流量。 

 

 

TOL (Siebel)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sn Trinity 跟踪用户的会话状态。 

start.swe Trinity 自动登录 Cookie 是“记住我的用户 ID 和密码”功能的基础 

WASP2_FLAG Trinity 存储加密的用户网站详细信息 

WASP2_USER Trinity 存储加密的用户访问详细信息 

 

Trinity 学习门户 (Totara)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TotaraSession Trinity 跟踪用户的会话状态。 

 



Trinity 结果验证 (TRV)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WASP2_FLAG Trinity 存储加密的用户网站详细信息 

WASP2_USER Trinity 存储加密的用户访问详细信息 

 

VLE (Moodle) 

• support.trinitycollege.co.uk（Trinity 支持 VLE） 

• arts-support.trinitycollege.co.uk（艺术支持 VLE）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MoodleSession Trinity 跟踪用户的会话状态。 

 

 

Trinity College London 意大利网站 Cookie 

 

www.trinitycollege.it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csrftoken BCelt 安全性（防止跨站点请求伪造）。 

displayCookieConsent BCelt 存储用户关于接受 Cookie 的决定。 

 

bcelt.trinitycollege.it (VLE)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csrftoken BCelt 安全性（防止跨站点请求伪造） 

displayCookieConsent BCelt 存储用户关于接受 Cookie 的决定。 

MoodleSession BCelt 管理用户会话（身份验证） 

 

newsletter.trinitycollege.it（邮寄系统）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PHPSESSID BCelt 管理用户会话（身份验证） 

coockieconsent BCelt 存储用户关于接受 Cookie 的决定。 

  



Trin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在线商店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_ab 
Shopify 
 

用于与访问管理员相关的用途。 

_secure_session_id 
Shopify 
 

用于与通过店面进行导航相关的用途。 

Cart 
Shopify 
 

用于与购物车相关的用途。 

cart_sig 
Shopify 
 

用于与结账相关的用途。 

cart_ts 
Shopify 
 

用于与结账相关的用途。 

checkout_token 
Shopify 
 

用于与结账相关的用途。 

Secret 
Shopify 
 

用于与结账相关的用途。 

Secure_customer_sig 
Shopify 
 

用于与客户登录相关的用途。 

storefront_digest 
Shopify 
 

用于与客户登录相关的用途。 

_shopify_u 
Shopify 
 

用于方便更新客户账户信息。 

_tracking_consent 
 
Shopify 

跟踪偏好。 

_landing_page 
Shopify 
 

跟踪登陆页面。 

_orig_referrer 
Shopify 
 

跟踪登陆页面。 

_s 
Shopify 
 

Shopify 分析。 

_shopify_fs 
Shopify 
 

Shopify 分析。 

_shopify_s 
Shopify 
 

Shopify 分析。 

_shopify_sa_p 
Shopify 
 

与市场营销和推荐相关的 Shopify 分析。 

_shopify_sa_t 
Shopify 
 

与市场营销和推荐相关的 Shopify 分析。 

_shopify_y 
Shopify 
 

Shopify 分析。 

_y 
Shopify 
 

Shopify 分析。 

tracked_start_checkout 
Shopify 
 

与结账相关的 Shopify 分析。 

ts 
SendOwl 
 

用于方便 SendOwl 水印服务 

akavpau_ppsd 
SendOwl 
 

用于方便 SendOwl 水印服务 

ts_c 
SendOwl 
 

用于方便 SendOwl 水印服务 

x-cdn 
SendOwl 
 

用于方便 SendOwl 水印服务 

_sendowl_session 
SendOwl 
 

用于方便 SendOwl 水印服务 

locksmith-params 
Locksmith 
 

用于与访问相关的用途。  

 
 
 
 

 

 

 



在 Trinity 网站上使用的第三方 Cookie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_ga 
Google 

Analytics 
用于区分用户。 

_gid 
Google 

Analytics 
用于区分用户。 

_gat 
Google 

Analytics 
用于控制请求速率。 

AMP_TOKEN 
Google 

Analytics 

包含一个可用于从 AMP 客户端 ID 服务检索客户端 ID 

的令牌。其他可能的值表示选择退出、飞行请求或从 

AMP 客户端 ID 服务检索客户端 ID 的错误。 

_gac_<property-id> 
Google 

Analytics 

包含用户的运动相关信息。如果您链接了 Google 

Analytics 和 AdWords 账户，AdWords 网站转化标签将

读取此 Cookie，除非您选择退出。了解更多信息。 

__utma 
Google 

Analytics 

用于区分用户和会话。当 javascript 库执行且现有的 

__utma Cookie 不存在时，该 Cookie 会被创建。每次数

据被发送到 Google Analytics 时，该 Cookie 都会被更

新。 

__utmt 
Google 

Analytics 
用于控制请求速率。 

__utmb 
Google 

Analytics 

用于确定新的会话/访问。当 javascript 库执行且现有的 

__utmb Cookie 不存在时，该 Cookie 会被创建。每次数

据被发送到 Google Analytics 时，该 Cookie 都会被更

新。 

__utmc 
Google 

Analytics 

不用于 ga.js 中。设置与 urchin.js 的互操作性。过去，

此 Cookie 与 __utmb Cookie 结合操作，以确定用户是否

处于新的会话/访问中。 

__utmz 
Google 

Analytics 

存储解释用户如何到达您的站点的流量来源或活动。

此 Cookie 在 javascript 库执行时创建，并在每次数据被

发送到 Google Analytics 时更新。 

__utmv 
Google 

Analytics 

用于存储访问级自定义变量数据。当开发人员使用带

有访问者级别自定义变量的 _setCustomVar 方法时，将

会创建此 Cookie。此 Cookie 也用于已弃用的 _setVar 

方法。每次数据被发送到 Google Analytics 时，该 

Cookie 都会被更新。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hjClosedSurveyInvites 
Hotjar 

一旦访问者与调查邀请模式弹出窗口交互，此 Cookie 

就会被设置。它用于确保已显示的邀请不会再次出

现。 

_hjDonePolls 
Hotjar 

一旦访问者使用 Feedback Poll 小部件完成轮询，此 

Cookie 就会被设置。它用于确保已填写的轮询不会再

次出现。 

_hjMinimizedPolls 
Hotjar 

一旦访问者最小化 Feedback Poll 小部件，此 Cookie 就

会被设置。它用于确保当访问者浏览您的站点时，小

部件保持最小化。 

https://support.google.com/adwords/answer/7521212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ollection/gajs/methods/gaJSApiBasicConfiguration#_gat.GA_Tracker_._setCustomVar


_hjDoneTestersWidgets 
Hotjar 

一旦访问者在 Recruit User Testers 小部件中提交了他们

的信息，此 Cookie 就会被设置。它用于确保已填写的

表格不会再次出现。 

_hjMinimizedTestersWidgets 
Hotjar 

一旦访问者最小化 Recruit User Testers 小部件，此 

Cookie 就会被设置。它用于确保当访问者浏览您的站

点时，小部件保持最小化。 

_hjDoneSurveys 
Hotjar 一旦访问者完成了调查，此 Cookie 就会被设置。如果

访问者尚未完成调查，则它只用于加载调查内容。 

_hjIncludedInSample 
Hotjar 设置此会话 Cookie 是为了让 Hotjar 知道这位访问者是

否包含在用于生成热图、漏斗、录音等的示例中。 

_hjShownFeedbackMessage 
Hotjar 

此 Cookie 在访问者最小化或完成传入反馈时设置。此

操作的目的是，如果传入反馈导航到另一个其被设置

为显示的页面，那么它们将以最小值的方式立即加

载。 

 

 

Cookie 名称 类型 所有权 用途 

__hstc 
同意 

横幅 
Hubspot 

跟踪访问者的主 Cookie。它包含域、utk（见下文）、初始

时间戳（第一次访问）、最后时间戳（最后一次访问）、

当前时间戳（此次访问）和会话编号（每一次后续会话的

增量）。 

hubspotutk 
同意 

横幅 
Hubspot 

此 Cookie 用于跟踪访问者的身份。此 Cookie 在表单提交时

传递给 HubSpot，并在删除重复联系人时使用。 

__hssc 
同意 

横幅 
Hubspot 

此 Cookie 用于跟踪会话。此 Cookie 用于确定是否应在 

__hstc Cookie 中增加会话编号和时间戳。它包含域、

viewCount（在会话中增加每个页面视图）和会话开始时间

戳。  

__hssrc 

 

同意 

横幅 
Hubspot 

每当 HubSpot 更改会话 Cookie 时，此 Cookie 也被设置为确

定访问者是否重启了浏览器。如果 HubSpot 在管理 Cookie 

时该 Cookie 不存在，则认为它是一个新会话。 

messagesUtk 
同意 

横幅 
Hubspot 

此 Cookie 用于识别通过通讯工具与您聊天的访问者。如果

访问者在他们被添加为联系人之前离开了您的站点，则此 

Cookie 将与他们的浏览器相关联。如果您有与访问者的聊

天历史，并且他们稍后在同一浏览器中返回您的站点，则

通讯工具将加载您与该访问者的对话历史。在此处了解更

多信息。 

__hs_opt_out 

 

基本/ 

必要 
Hubspot 

此 Cookie 由“选择加入”隐私政策使用，以记住不要再次

要求访问者接受 Cookie。此 Cookie 在您让访问者选择退出 

Cookie 时设置。 

__hs_do_not_track 
基本/ 

必要 
Hubspot 

此 Cookie 可以设置为防止跟踪代码向 HubSpot 发送任何信

息。设置此 Cookie 与选择退出 Cookie 不同，因为它仍然允

许匿名信息被发送到 HubSpot。 

__hs_testcookie 
基本/ 

必要 
Hubspot 此 Cookie 用于测试访问者是否支持启用 Cookie。  

hs_ab_test 
基本/ 

必要 
Hubspot 

此 Cookie 用于始终如一地为访问者提供他们以前见过的相

同版本的 A/B 测试页面。 

<id>_key 
基本/ 

必要 
Hubspot 

当访问一个有密码保护的页面时，设置此 Cookie，以便将

来从同一浏览器访问该页面时不需要再次登录。每个受密

码保护的页面的 Cookie 名称都是唯一的。    

hs-messages-is-open 
基本/ 

必要 
Hubspot 

此 Cookie 用于确定和保存聊天小部件是否打开以供以后访

问。它被重新设置为 30 分钟不活动后重新关闭小部件。 



hs-messages-hide-welcome-message 
基本/ 

必要 
Hubspot 

此 Cookie 用于防止欢迎信息在被撤除后的一天内再次出

现。 

__hsmem 
基本/ 

必要 
Hubspot 此 Cookie 在访问者登录到 HubSpot 托管的站点时设置。 

 

 

 

Cookie 名称 所有权 用途 

Flurry 

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Analytics，崩溃报告，收集用户会话时间、设备详细信

息、用户详细信息、记录自定义事件 

Fabric 
Analytics，崩溃报告，收集用户会话时间、设备详细信

息、用户详细信息、记录自定义事件、部署 beta 

AWS 
推送通知，跟踪单个设备的安装和登录，可以扩展分

析，崩溃报告 

GCM/Firebase 
实施推送通知，跟踪单个设备的安装和登录，可以扩

展分析，崩溃报告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 

推送通知，跟踪单个设备的安装和登录，可以扩展分

析，崩溃报告 

 

 

 

 

 

 

 

 

 

 

 

 

 

 

 

 

 

 

文件负责人和批准 



商业、营销和传播部门的在线内容经理是本文件的负责人，负责确保本政策文件的审核符合审核要求。 

本政策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由 Trinity 的执行部门批准，并在版本受控的基础上发布。 

 

文件历史  

版本 修改详情 日期 负责人 已批准 

0.1 更新政策以纳入 GDPR 要求 
2018 年 5 月 10 

日 

商业、营销和传播部门的

在线内容经理 

2018 年 5 月 11 

日 

0.2 
添加了有关 Hubspot Cookie 的信息 

添加了 Trinity 意大利网站 Cookie 详细信息 

2018 年 5 月 21 

日 

商业、营销和传播部门的

在线内容经理 

更新了 Cookie 详

细信息 

0.3 
添加了 Apple 应用商店和 Google Play Cookie 详细

信息 

2018 年 5 月 24 

日 

商业、营销和传播部门的

在线内容经理 

更新了 Cookie 详

细信息 

0.4 
更新了 Hubspot Cookie 信息，删除了 Trinity

“weCookie”详细信息。 

2018 年 12 月 3 

日 

商业、营销和传播部门的

在线内容经理 

更新了 Cookie 详

细信息 

0.5 为 TCLP 电子商务平台更新了 Cookie 信息 
2020 年 7 月 30 

日 

商业、营销和传播部门的

在线内容经理 

更新了 Cookie 详

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