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 

CA 证书常见问题库 

一、更换设备或操作人员相关问题 

（一）更换新计算机或更换操作员后，是否需要申请新的

CA 证书？ 

一张 CA 证书对应一个中债 KEY，但不针对计算机和操作账

号。更换计算机或更换操作人员账号(管理员和操作员)均可使用

同一个中债 KEY 登陆。只要中债 KEY 正常，CA 证书没有损坏，

则无需申请新的 CA 证书。 

（二）若重装或更换计算机，CA 证书使用不了如何解决？ 

1.检查网络（专线环境）是否连接正常。如果网络连接不正

常，请与当地通信运营商联系，如与省联社联网的请与省联社沟

通，或致电我公司专线联网部门：010-88170330。 

2.检查系统安装是否正常，包括是否运行了 Hosts 文件。

Hosts 文 件 下 载 及 运 行 方 式 ： 登 陆 中 国 理 财 网

（www.chinawealth.com.cn），点击公告通知栏目中的业务公告，

打开‘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客户端安装与驱动程序下

载’，下载并运行附件 4：set hosts-bank.rar，运行完成重启

计算机。 

3.检查中债 KEY管理工具是否正常运行。请在开始菜单列表

中运行中债 KEY管理工具，点击左侧一栏证书，查看右侧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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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状态。中债 KEY 管理工具也可通过上一步的网址依据计算机

操作系统配置（32 位、64位）进行下载安装。 

 

4.若中债 KEY管理工具显示证书正常，如上图所示。请在安

装盘（默认 D 盘）找到 D:\FPRUC-net\RegCFCA.bat 程序，右键

单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之后重启计算机，再查看 CA 证书是否

正常。如下图所示。 

若中债 KEY 管理工具左侧一栏显示为空，请重新安装程序

（包括重新安装系统程序、Hosts 文件以及中债 KEY 管理工具，

并运行 RegCFCA.bat 程序）。若上述操作后证书仍然为空，请与

我公司柜台市场部联系：010-88170567。 



 

二、CA 证书下载的相关问题 

（一）下载时提示 CA 证书失效 

CA 证书有效期为 14 个自然日。当距离发放时候超过 14 个

自然日或者证书经历跨月（例如 5月 31日发放，6月下载）时，

证书会自动失效。希望您在申请证书的时候注意这一点，尽快下



载并避免跨月申请证书。如遇 CA 证书失效情况，请再次向中央

结算公司柜台市场部提交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 CA 证书

申请表，在办理事项中勾选’两码重发’选项。 

（二）下载时提示参考号和授权码有误 

由于 CA 证书的参考号和授权码数字“0”与字母“O”较难

区分，在手工录入的时候可能存在错误，建议您将参考号和授权

码以复制粘贴的形式直接录入对话框，以保证正确性。 

（三）下载时参考号和授权码变为红色 

可能由于参考号和授权码有误或者 CA 证书失效导致，处理

办法详见上述（一）、（二）。 

（四）下载证书后登录时报 802 错误 

客户端安装有误（可能是安全软件禁止证书控件的安装），

运行 D:\FPRUC-net\RegCFCA.bat后重启计算机再试。 

（五）下载证书后登录时报 9991 错误 

用户计算机为英文操作系统，不支持中文。在控制面板中区

域和语言选项中选择“为东亚语言安装文件”并选择“中文（中

国）”, 并检查机器的系统时间是否是当前日期。重启计算机后

再试。 

三、正常使用后出现 CA 证书为空或其他异常情况 

CA 证书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显示证书库中没有

可用证书或者其他异常的 CA 证书报错，导致无法正常登陆系统

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在保证网络正常连接，全部程序都安装成功没有卸载的情况

下（包括系统程序、Hosts 文件以及中债 KEY 管理工具），确认

中债 KEY管理工具中左侧一栏证书的状态。 

若中债 KEY管理工具显示证书正常。请在安装盘（默认 D盘）

找到 D:\FPRUC-net\RegCFCA.bat 程序，右键单击以管理员身份

运行，之后重启计算机，再查看 CA证书是否正常。若 CA证书仍

为空，试重新运行 Hosts文件后再试。 

若中债 KEY 管理工具左侧一栏显示为空，请重新安装程序

（包括重新安装系统程序、Hosts 文件以及中债 KEY 管理工具，

并运行 RegCFCA.bat 程序）。若上述操作后证书仍然为空，请与

我公司柜台市场部联系：010-88170567。安装程序均可在中国理

财网（www.chinawealth.com.cn）公告通知栏目中的业务公告中

下载。 

四、CA 证书更新问题 

（一）CA 证书有效期为多久？ 

按照中国金融认证中心规定，CA 证书有效期为一年（自申

请时点计算），证书到期前 30个自然日，应对 CA证书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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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后的有效期顺延，即自更新时点延长。例如，2010年 9月 8

日 10：00申请了一张 CA证书，则有效期为 2011年 9月 8日 10:00；

在到期前，于 2011 年 9月 5日 14：00通过客户端进行了自助更

新，则新证书有效期为 2011年 9月 5 日 14:00至 2012 年 9月 8

日 10:00。 

（二）如何查看 CA 证书有效期？ 

对于 KEY证书，可通过“中债 KEY管理工具”查看。具体操

作为：计算机开始程序中债综合业务平台证书工具软件天

地融中债 KEY管理工具。 

 

（三）什么时候可以进行证书自助更新？ 

从证书到期前 30 个自然日开始，登陆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

登记系统中心端会自动弹出自助更新提示。更新完成后将不再提

示。 

（四）如何进行证书自助更新？ 

1.使用原证书登陆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客户端； 



2.系统自动弹出对话框“CA证书自助更新”，点击“立即更

新”，即可进行更新，更新成功后可立即使用； 

3.如果急于进行业务操作，可点击“以后更新”进入客户端，

下次登录时仍可更新。但是证书自助更新必须在到期前进行。 

（五）系统提示“证书更新失败，请点击确定按钮”。 

使用 Vista 或 Win7 操作系统在证书更新时要求运行

RegCFCA.bat文件：这是注册证书更新控件操作，需要用操作系

统的管理员运行该文件。请按系统提示进行如下操作： 

点击“确定”按钮，系统弹出安装文件夹（若无弹出安装文

件夹可在安装盘中找到 FPRUC-net的文件夹，安装盘默认为 D盘）。

在文件夹内找到 RegCFCA.bat 文件，右键点击此文件，选择“以

管理员运行”，之后重新启动计算机或客户端。 

（六）长时间未登录，错过证书自助更新怎么办？ 

登录时系统会提示“证书验证失败”。此时结算成员无法通

过客户端自助更新，只能向我公司提交更新申请。 

申请步骤为： 

1.填写《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 CA证书申请表》，在

“办理事项”中选择 “更新”,并填写该张证书所对应的中债

key 序列号和旧证书有效期；《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 CA

证书申请表》可在理财登记系统“模板管理”栏目中下载。 

2.将《申请表》传真或扫描发送至中央结算公司柜台市场部，

传真：010-66063309，邮箱：wemax@chinabo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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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结算公司柜台市场部办理更新后，将下载凭证发到预

留邮箱中 

4.重新下载证书则可以正常使用。 

（七）证书更新成功后登录，显示“登录失败：证书验证失

败（C0010027)””。 

请打开中债 KEY管理工具，查看 CA证书状态。 

如果中债 KEY管理工具中存在两张 CA证书，请查看有效期，

删除一张旧的证书，保留一张新的证书。然后修改本地计算机的

时间，可以“将本机时间改为几个小时后，第二天之后再改回来”

（保证证书的有效期起始时间落在本地计算机时间之前）。重新

插拔中债 KEY后重新运行程序即可。 

如果中债 KEY管理工具中只存在一张的证书，核对有效期后

发现为新证书，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RegCFCA.bat 文件后重启计

算机再试。 

如果中债 KEY管理工具中只存在一张的证书，核对有效期后

发现仍为旧证书，表明新证书更新成功但下载失败。请向我公司

提出更换证书申请，填写《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 CA 证

书申请表》，在“办理事项”中选择 “更新”,并填写该张证书

所对应的中债 key序列号和旧证书有效期，传真或扫描发送至中

央结算公司柜台市场部，传真： 010-66063309，邮箱：

wemax@chinabond.com.cn。 

 

mailto:wemax@chinabond.com.cn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2014 年 7 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