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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信息安全，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定义为：为数据处理系统建立和采用的技术、管理上的

安全保护，为的是保护计算机硬件、软件、数据不因偶然和恶意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更改和

泄露。

它主要是指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受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

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共十章。

首先介绍了信息安全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信息安全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信息安全行

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信息安全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信息安全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信息安全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信息安全产业有

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信息安全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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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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2）金融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3）能源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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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信息安全行业发展阶段

（1）萌芽阶段

（2）爆发阶段

（3）普及阶段

2.1.2信息安全行业发展特点

2.1.3信息安全行业影响因素

（1）有利因素

（2）不利因素

2.1.4信息安全行业市场规模

2.1.5信息安全行业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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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信息化领域信息安全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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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中国信息安全行业市场环境分析

3.1信息安全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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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密码技术的基本原理

（3）密码技术的应用

4.1.3身份鉴别技术的定位及基本内容

（1）身份认证的定位

（2）身份认证的实现

4.1.4访问控制技术的定位及基本内容

（1）访问控制技术的定位

（2）访问控制技术的基本内容



（3）访问控制的模型

（4）访问控制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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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恶意代码防范技术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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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风险分析技术的定位及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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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信息安全技术体系

4.2.1信息安全的分层技术保护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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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撑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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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划分

（2）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技术体系

4.2.4信息安全的国产技术保护框架

（1）信息系统的安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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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发展



（2）安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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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键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

（2）安全技术迅速融入服务的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

（3）安全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

（4）应用环境的明显差距造就巨大市场潜力

4.4.3信息安全行业新技术发展动向

（1）国际新技术发展动向

（2）国内新技术发展动向

 

第5章：中国信息安全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5.1国际信息安全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5.1.1国际信息安全行业发展概况

（1）发展历程

（2）市场规模

（3）市场结构

5.1.2国际信息安全行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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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中国信息安全行业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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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信息安全行业产品需求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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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防火墙/VPN市场分析

（1）防火墙/VPN市场现状

（2）防火墙/VPN市场格局



（3）防火墙/VPN市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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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WEB业务安全产品市场分析

（1）WEB业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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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终端安全管理市场营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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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企业现状

6.4.3安全服务市场发展趋势

（1）用户对安全服务的重视度不断提高

（2）从严的信息安全政策将推动安全服务普及

6.4.4安全服务市场容量预测

 

第7章：信息安全行业主要企业生产经营分析

7.1信息安全企业发展总体状况分析

7.2信息安全行业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7.2.1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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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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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2.4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2.5网御神州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8章：中国信息安全行业风险评估分析

8.1信息安全行业风险评估

8.1.1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基本概念

8.1.2典型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标准

（1）TCSEC标准

（2）ITSEC标准

（3）CC标准

8.1.3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方法与工具

8.2信息安全行业风险评估发展分析

8.2.1全球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发展现状

8.2.2国内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发展现状

（1）已颁发首批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资质认证证书

（2）国内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产品市场空间

（3）国内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产品市场格局

8.2.3国内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产品市场特点

（1）国外主要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厂商特点分析

（2）国内主要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厂商特点分析

8.3不同领域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案例分析

8.3.1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1）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2）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要素模型的改进

（3）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4）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趋势

8.3.2金融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1）金融信息安全现状

（2）金融信息系统风险分析流程

（3）金融信息系统的经济学方法

8.3.3电力系统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1）电力系统信息安全现状

（2）电力系统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划与设计

8.3.4钢铁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1）钢铁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需求

（2）武钢信息安全系统建设

（3）宝钢信息安全系统建设

 

第9章：中国信息安全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预测

9.1信息安全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9.1.1信息安全行业政策风险

9.1.2信息安全行业技术风险

9.1.3信息安全行业供求风险

9.1.4信息安全行业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9.1.5信息安全行业关联产业风险

9.1.6信息安全行业其他风险

9.2信息安全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9.2.1信息安全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技术壁垒

（2）人才壁垒

（3）品牌壁垒

（4）资质壁垒

9.2.2信息安全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9.2.3信息安全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9.3信息安全市场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9.3.1信息化战略发展分析

（1）信息化战略发展阶段

（2）信息化投入中信息安全占比

9.3.2信息安全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技术发展趋势

（2）产品发展趋势

（3）企业发展趋势

9.3.3信息安全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1）信息安全行业发展机遇

1）全球企业对于信息安全投入意愿加强

2）国内信息安全投入占比低

3）国内计算机网络商业化进展

4）国内网络用户信息安全意识提高

5）用户主动升级信息安全系统的机会

（2）信息安全行业前景预测

 

第10章：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状况调查分析

10.1调查活动介绍（）

10.1.1调查活动背景

10.1.2调查方法说明

10.2网络和安全防护软件使用情况

10.2.1上网终端及网络使用情况

（1）网民常用的计算机数量

（2）网民常用的操作系统

（3）网民常用的网络应用

10.2.2安全防护软件使用情况

（1）网民对安全软件的认知

（2）网民个人计算机安全软件使用情况

（3）网民个人手机安全软件使用状况

10.3网络信息安全事件发生情况

10.3.1遭遇的网络安全事件及损失情况



（1）安全事件发生率

（2）网络安全事件发生诱因

（3）网络安全事件带来的危害

（4）网络安全事件带来的损失

10.3.2遭遇的网络钓鱼事件及损失情况

（1）网络钓鱼事件发生率

（2）危害及损失

10.3.3网络安全事件关注度调查

10.4网络信息安全防范意识情况

10.4.1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10.4.2个人计算机安全防范意识

10.5网络信息安全应用认知情况

10.5.1安全责任认知

10.5.2虚拟财产认知

10.5.3电子签名认知

10.5.4网站安全认知

10.5.5安全公告认知

10.6网络信息安全产品认知情况

10.6.1安全产品获取与评价

（1）网民心目中理想的安全软件

（2）网民获取安全软件的途径

10.6.2&ldquo;云安全&rdquo;认知与应用

（1）网民对&ldquo;云安全&rdquo;概念的认知

（2）网民对&ldquo;云安全&rdquo;产品的使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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