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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6_E7_94_B5_E5_c40_645684.htm 1、 常见的网上单证

有以下几种类型：身份注册类；（ ）；信息发布类；专业商

务操作类等。 (1分) A. 普通信息交流类 B. 网上结算类 C. 网络

服务类 D. 网上定单类2、 （ ）用于站点访问者从加入菜单中

的选项清单中进行选择，可选一个或多个选项。 (1分) A. 滚

动文本框 B. 下拉菜单 C. 复选框 D. 表单框3、 使用Win98拨号

上网，下列哪一项是不需要安装的？ (1分) A. 拨号网络适配

器 B. Microsoft TCP/IP协议 C. 拨号网络 D. Netware网络用户4

、 以下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1分) A. Cable Modem上网方式

不需要安装网卡 B. 其他三种都不需要安装网卡C. ISDN上网方

式不需要安装网卡 C. ADSL上网方式不需要安装网卡5、 对镜

象站点的描述，下述哪个是正确的？ (1分) A. 在不同服务器

上，具有相同内容，互相同步的站点B. 在相同服务器上，具

有不同内容，互相不同步的站点C. 在不同服务器上，具有相

同内容，互相不同步的站点D. 在相同服务器上，具有相同内

容，互相同步的站点6、 HTML文档结构由（ ）组成。 (1分)

A.〈html〉...〈/html〉、〈head〉...〈/head〉、〈body〉...

〈/body〉B.〈body〉、〈/body〉 C.〈html〉、〈/html〉 D.

〈html〉...〈/html〉、〈body〉...〈/body〉7、 下面说法正确

的是 (1分) A. HTML文档包含可执行文件的二进制信息 B.

HTML语言有条件判断语句 C. HTML语言的标签都是成对的

D. HTML文档由ASCII字符组成8、 HTML不包括下述哪类标

签？ (1分) A. 图形标签 B. 框架标签 C. 文档标签 D. Java标签9



、 电子商务中信息交流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必须设法防止交

易中任何一方抵赖、否认交易情况的发生。 (1分) A. 对 B. 

错10、 对称加密方式主要存在（ ）问题。 (1分) A. 加密方法

很复杂 B. 无法鉴别贸易双方的身份C. 加密技术不成熟 D.密钥

安全交换和管理11、 非对称加密方法的优点是（ ），而且能

方便地鉴别贸易双方的身份。 (1分) A. 加密技术很成熟 B. 加

密方法很复杂导致加密速度很慢C. 解决了对称加密技术中密

钥的安全交换和管理问题 D. 可以用于加密各种文件和数据12

、 对CIH病毒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1分) A. CIH是一种文件型

病毒 B. CIH是一种宏病毒 C. CIH是一种网页型病毒 D. CIH是

一种邮件型病毒13、 网页病毒多是利用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

漏洞，使用_____技术来实现的。 (1分) A. Java 和 HTML B.

Javascritp 和 HTML C. ActiveX 和 JavaScript D. Activex 和 Java14

、 计算机病毒能通过下述哪个传播媒介进行传播？ (1分) A. 

电波 B. 空气 C.纸张文件 D. 互联网15、 下列属于电子商务物

流配送的特点的是 (1分) A. 社会化 B. 智能化 C. 集成化 D. 数

字化16、 关于配送中心的功能的论述，下列不正确的是 (1分)

A. 配送中心商品有效分类的功能是指在客户允许的时间范围

内，在客户配送要求的指导下，将货物按照一定的模式分装

并配搭起来B. 配送中心商品周转的功能是指配送中心需要足

够的资金周转C. 商品存储的功能是指配送中心必须配有现代

化的仓储来储存大量的货物以达到多个客户的要求D.商品信

息功能是指配送中心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如计算机网络系

统，车载通信系统，通信联络系统，可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

信息流的管理系统17、 物流配送对电子商务可起到的作用，

下列错误的是 (1分) A. 提高产品的质量 B. 提高电子商务的效



率和效益C. 集成电子商务中的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D. 扩大

电子商务的市场范围18、 计算机系统包括（ ）。 (1分) A. 主

机和外设 B. 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C. 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

D. 主机和各种应用程序19、 显示器是目前使用最多的( )。 (1

分) A. 控制设备 B. 输出设备 C. 运算设备 D. 输入设备20、 存

储容量的基本单位是( )。 (1分) A. 位 B. 兆 C. 字节 D. 字21、

SDRAM是指( )。 (1分) A. 同步式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 B. 同步

式动态随机访问存储器C. 异步式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 D. 异步

式动态随机访问存储器22、 下列哪种因素对计算机影响最小

（ ）。 (1分) A. 温度 B. 湿度 C. 灰尘 D. 噪声23、 建立信息管

理系统是网络商务信息整理过程的哪一个步骤使用的方法？

(1分) A. 加工 B. 分析 C. 筛选 D. 分类24、 关于搜索引擎的概念

，下列哪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1分) A. 搜索引擎是一种在互

联网中搜集、发现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理解、提取、组织和

处理的计算机网络设备。B. 在互联网中用来进行搜索信息的

程序叫做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C. 搜索引擎能为用户提

供检索服务，从而起到信息导航的目的。D. 搜索引擎是一类

运行特殊程序的、专用于帮助用户查询互联网上的WWW服

务信息的Web站点。25、 如果要查询美国或加拿大的红外测

温仪，应使用以下哪个表达式？ (1分) A.（美国 AND 加拿大

） AND 红外测温仪B.（美国 OR 加拿大） AND 红外测温

仪C. 美国 OR 加拿大 AND 红外测温仪D.（美国 OR 加拿大）

OR 红外测温仪26、 公共政策、法律法规是属于电子商务系

统框架结构中的 (1分) A. 信息发布平台 B. 电子商务平台 C. 网

络平台 D. 社会环境27、 不属于电子商务发展的基本条件的是

(1分) A. 权威的身份认证体系和信用体系 B. 发展电子商务的



单位和个人必须拥有自己的Web服务器C. 安全的网上支付和

结算体系 D. 协同的现代物流配送体系28、 关于信息的说法最

完整准确的是 (1分) A. 信息就是新闻消息 B. 信息是指一般的

行情消息C. 广义地讲，信息是信号的模型或其符号的集合D. 

信息的概念非常广泛，从不同的角度对信息可下不同的定

义29、 网络商务信息的主要特点有（ ）。 (1分) A. 时效性强

B. 检索难度小 C. 不便于存储 D. 准确性低30、 从网络商务信

息本身所具有的总体价格水平来看，可以将它粗略地分为四

个等级，不属于这四级的信息是 (1分) A. 免费信息 B. 低收费

信息 C. 无价商务信息 D. 优质优价信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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