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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电子认证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采用电子技术检验用户合法性的操作。其主要内容有以

下3个方面：

        (1)保证自报姓名的个人和法人的合法性的本人确认。确认本人的简单方法一般有组合使

用用户ID和密码，磁卡或IC卡和密码。需要进行慎重的认证时，可利用指纹、虹膜类型等可

识别人体的生物统计学技术。

        (2)特别是通过电子商务进行贵重物品的交易时，保证个人或企业间收发信息在通信的途

中和到达后不被改变的信息认证。

        (3)数字签名。在数字信息内添加署名信息。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电子认证服务市场前景展望与市场年度调研

报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电子认证服务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电子认证服务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电子认证服务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电子认证服务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电子认证服务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电子认证服务行业发展

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子认证服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子认证服务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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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浙江省数字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4 华中地区电子认证服务企业经营分析

8.4.1 河南省数字证书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4.2 湖北省数字证书认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4.3 湖南省数字认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5 华南地区电子认证服务企业经营分析

8.5.1 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5.2 广东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5.3 深圳市电子商务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5.4 卓望数码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6 其他地区电子认证服务企业经营分析

8.6.1 国投安信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6.2 辽宁数字证书认证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6.3 东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6.4 西部安全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6.5 陕西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6.6 新疆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九章 电子认证服务业发展策略与前景展望

9.1 电子认证服务业发展策略分析

9.1.1 扩展电子认证服务应用市场策略

（1）应用市场方面的问题

（2）应对问题的措施

9.1.2 应对电子认证机构的互联、互通问题策略

（1）互联、互通问题

（2）应对问题的近期措施

（3）应对问题的长期发展策略

9.1.3 应对电子认证机构的市场分割策略

（1）市场分割问题

（2）应对问题的近期措施

（3）应对问题的长期发展策略

9.1.4 应对电子认证机构的产业链不完善策略

（1）产业链不完善问题

（2）应对问题的近期措施

（3）应对问题的长期发展策略

9.2 电子认证服务业发展风险分析

9.2.1 电子认证服务业技术风险分析

9.2.2 电子认证服务业法律风险分析

9.2.3 电子认证服务业管理风险分析

9.3 电子认证服务业壁垒与运营模式分析

9.3.1 电子认证服务业进入壁垒分析

（1）行业吸引力分析

（2）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9.3.2 电子认证服务业商业模式分析

9.3.3 电子认证服务业运营模式分析

9.3.4 电子认证服务业发展形势分析

（1）有利形势

（2）不利形势

9.3.5 电子认证服务业发展趋势分析

9.3.6 电子认证服务业发展前景展望



（1）&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前景

（2）行业的前景预测

9.3.7 电子认证服务业突破关键与方向

 

第十章 中国互联网发展与安全环境调查

10.1 调查方法

10.1.1 网民个人调查

（1）调查总体

1）样本规模

2）调查总体细分

（2）抽样方式

（3）调查内容

（4）调查方式

10.1.2 网上调查

10.1.3 网上自动搜索与统计数据上报

（1）IP地址总数

（2）中国域名总数和网站总数

（3）网络国际出口带宽数

10.2 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

10.2.1 总体情况

10.2.2 网民规模

10.3 互联网基础设施状况

10.3.1 基础资源总体情况

10.3.2 IP地址

10.3.3 域名

10.3.4 网站

10.3.5 网络国际出口带宽

10.4 互联网应用发展状况

10.4.1 信息获取

10.4.2 商务交易

10.4.3 交流沟通

10.4.4 网络娱乐



10.5 互联网安全情况

10.5.1 个人互联网使用安全状况

10.5.2 中小企业互联网安全防护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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