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okie 的种类

谁提供这些 cookies

如何拒绝

因为向您提供网站时，这

些 cookies 是绝对必要

的，所以您不能拒绝。

但是您可以通过更改浏

览器的设置来阻止或删

除它们。

种类 名称 说明

基本的网站 cookies：

在为您提供我们网站的

服务并使用其中的一些

功能时，例如访问安全区

域。这些 cookies 是绝对

必要的。

lang

为了旅客使用便利，记录旅

客所选国家、语言、帐号、

设备型号、跳转页面等

3g.csair.com

IE：在 IE 浏览器的设置

的 Internet 选项上清除

历史记录或清除 cookies

google:点击竖三点图标

会出现历史记录选项，把

鼠标移动至上面，会出现

历史记录数据，打开历史

记录按钮里面有清除浏

览器数据选项，点击后会

出现要清除数据的弹框，

选择cookies及其他网站

数据选项，点击确定就可

以清除 cookies。

Firefox:点击横三杆图

标，会出现历史记录选

项，点击它会出现历史记

录数据，找到清除最近历

史记录选项，点击它就会

出现弹框，里面会有

cookies 选项，打勾该选

项，点击立即清除就可以

清除 cookies。

Safari:在顶端浏览器工

具栏点击 safari>偏好设

置，切换到隐私选项卡，

找到“cookie 和其它数据

这”一项，点击“详细信

息”可以删除某一项

cookie 或者一键删除所

有 cookie 行息。

LANGTYPE

token

secType

DEVICEID

lang

LANGTYPE

token

secType

userId m.csair.com

TOKEN

3g.csair.comcs1246643sso

sid

account m.csair.com

globalroute

南航官网

www.csair.com

idstoken

idsuser

jumpPage

language

account

tokenId

cs1246643sso 明珠网站

skypearl.csair.comJSESSIONID

性能和功能 cookies：

这些 cookies 用于增强

我们网站的性能和功能，

但对于网站的使用并不

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这

些cookies，某些功能（如

视频）可能无法使用。

FRIENDLY_URL_LANGUAGE

为了旅客使用便利，记录旅

客所选国家、语言、特殊服

务、登陆信息、卡券、乘机

人、联系方式、航班信息、

mac 地址、用户信息和通讯

地址等

www.amadeus.com

PREF_LOCALE

currentTextZoomIn

cookiePolicy

cookiePolicyExpiry

formOW1 , formRT1 etc

ADT(any passenger

code)

DEVICEID
3g.csair.com

IDFA



PUSHTOKEN

REGISTRATIONID

DEVICEALIAS

timeZone

gzip

timeZone

REGISTRATIONID

DEVICEALIAS

account

m.csair.com

accountArr

psgrsAddCache

psgrsAddInterCache

user

loginInfo

loginType

mobileNeedMemberLogin

userAccount

noVipAccount

noVipAccountArr

csair_booking_user

csair_booking_touch

upPsg_inputsHistory

mealsbook_userInfo

touchLoginType

firstLogin

successPage

showLoginModule

weixininfo

weixintoken

com.csair.mbp.login/n

ameVerify

com.csair.mbp.login/m

oreAccount

aid

memberId

isFromCoupon

EInvoice_userInfo

TextConnectMoblieNo

autoLogin



all_passenger_selecte

d

eCheckObject

extraLugagge_search_q

uery

mb_loginParam

meal_touch

csair_search

queryBabyParm

mealBooked.login.sear

chHistory

specialService.childS

ervice.application

specialService_disabi

lityCache

specialService_elderl

yHelpCache

extraLuggage_searchCa

che

hotel/passagerMessage

hotel/isMemberLogin

csair_checkMes

querysInfo

com.csair.mbp.booking

_new/ePsgrs.obj

com.csair.mbp.booking

_new/ePsgrsDetail.htm

l

com.csair.mbp.booking

_new.psgrsInterAddAnd

Detail.data

defaultMemberNo

language

allUserInfo

locale

lang

eBindMemberFlag

南航官网

www.csair.com

isAccountnewREG

isShowCZ

JSESSIONID



loginType

memberType

temp_au

temp_zh

ticketBoolingSearch

userCodeCookie

useridCookie

JSESSIONID

明珠网站

skypearl.csair.com

CS23234897tre

useridCookie

userCodeCookie

isTierSetCookie

tierCookie

language

_fmdata 同盾风险评估标识

SESSION-ID 用以标识图形验证码图片 明珠 H5

系统性分析和定制化

cookies：

这些 cookies 收集的信

息，以多种形式帮助我们

了解如何使用我们的网

站或者营销活动的效果

如何，或帮助我们为您定

制我们的网站。

_utma

为了市场数据分析而记录

旅客的设备类型、版本号、

操作系统等，进一步提升旅

客服务体验

www.amadeus.com

_utmb

_utmc

_utmt

_utmz

_utmt_track0

(_utmt_track(n) where

n is tracker number)

APPTYPE

3g.csair.com

type

appversion /

APPVERSION

DEVICETYPE

SYSTEMVERSION /

osversion

os

APPTYPE

type

timestamp

APPVERSION

DEVICETYPE

SYSTEMVERSION

MAC



IMEI

csmbplogintype

WT-FPC

JSESSIONID

ACOOKIE sdc.csair.com

showSHAPVG

南航官网

www.csair.com

sid

travelSession

userId4logCookie

userId

userType4logCookie

WT-FPC
Webtrends-记录用户登录

的信息

webtrends 日志

WT.al_ctact

Webtrends-记录旅客下单

的联系人（手机号码已脱

敏）

WT.al_flight
Webtrends-记录旅客选择

的航班信息

WT.al_puser
Webtrends-用户登录 id.和

用户等级

ACOOKIE Webtrends 用以标识用户 sdc.csair.com

WT-FPC Webtrends 用以标识用户
WebTrends

网站日志分析工具
WEBTRENDS_ID 加入 cookie,做 sdc 埋点

安全防护 _fmdata 同盾风险评估标识 同盾

数据分析

WT-FPC
Webtrends-记录用户登录

的信息
webtrends 日志

WT.al_ctact

Webtrends-记录旅客下单

的联系人（手机号码已脱

敏）

WT.al_flight
Webtrends-记录旅客选择的

航班信息

WT.al_puser
Webtrends-用户登录 id.和

用户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