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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中的信息安全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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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信息时代飞速发展，网络信息资源日趋丰富多彩。人们可以

在线查看所需的所有信息，并且可以在线购买所需的一切，足不出户即可赚钱、学习和交流。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然而，在线操作系统包含的信息量巨大，复杂性强，具有
一定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因此，在线信息也存在安全风险，作者对影响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因素进行了调查，并
提出了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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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improve,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age,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creasingly rich and colorful.People can see all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and buy everything online, earning,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out leaving their homes.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eople's life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has been improved.However,online operating system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strong complexity,has a certain degree of openness and innovation.Therefore,there are security
risks in online information.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curity of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preventive measures.
Keywords: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factors
虽然计算机网络的安全运行为社会公众带来了极大

功能，禁止用户访问权限。（2）下载合适的桌面杀毒软

便利，但隐藏的风险也带来了一些影响。鉴于现代网络

件到本地网络。（3）在企业内网与 Internet 的接口上安装

的常见安全问题，可以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解决。而

合适的防火墙。（4）在广域网中采用较少位数加密传输

且，在宏观角度方面，可以根据计算机的实际行为，综

关键业务信息。采用上述网络信息安全措施，可以暂时

合考虑各种安全风险，综合应对。控制计划可以做到这

保证计算机网络的运行安全，但保证计算机网络信息系

一点，从不同角度加强对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管控，灵活

统的安全对于海量数据的研究尤为重要。这远远不能满

运用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降低安全风险，为计算机网络

足要求和标准，我国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性还比较薄

安装安全可靠的操作系统。

弱，广大技术人员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继续加强网络

一、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覆盖范围
信息安全的范围主要包括信息的传输、信息的存储

计算机信息安全建设。
二、影响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主要因素分析

和信息的在线分析，而互联网上的信息安全还包括对用

1. 安全评估体系较为薄弱

户身份信息的识别和授权。目前，在网络信息系统安全

目前，我国主要将黑客防范系统视为分析计算机网

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以下步骤：（1）根据计算机操作

络信息安全的系统，评估计算机网络安全存在的问题，

系统、数据库、邮件电子和计算机系统应用程序的安全

从而确定安全因素的高低。但是，这类安全扫描系统相

50

计算机系统网络和电信 2022【2】4
ISSN: 2661-3719(Print); 2661-3727(Online)

对简单，可能无法满足计算机网络的基本信息安全要求。
另外，我国现有的芯片、数据库保护工具、网关软件保

近年来，黑客的攻击方式变化多端，成为对计算机
网络安全的最严重威胁。通常，黑客利用计算机病毒攻

护工具和操作系统保护技术，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击个人、公司甚至国家的私人网络空间，以窃取和了解
话说回来，这意味着我国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技术水

机密信息。随着计算机病毒的快速发展，黑客手段越来

平相对较低，无法真正满足广大计算机用户的网络信息

越隐蔽，影响用户计算机的正常使用，给国家和个人造

[1]

安全需求 。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2. 计算机病毒的攻击

5. 网络协议的威胁

换句话说，计算机病毒是计算机程序代码和一组指

TCP/IP 协议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协议。但是，该协

令，这些指令或代码被注入或编译成程序，可以干扰计

议有几个安全漏洞，为黑客提供了机会。黑客使用缓存

算机的运行和数据，影响计算机的正常使用。互联网黑

窃取用户的敏感信息或向系统资源发送恶意请求。过多

客通常寻求从特定计算机上破坏或窃取机密信息，并使

的服务器资源使用户难以访问计算机的网络资源，网络

用计算机病毒攻击目标计算机。病毒本身具有强大的检

变得不可用。攻击网络协议的方法比较隐蔽，不易于察

测、隐藏、发射、寄生等功能，对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安

觉，会给计算机用户带来很多麻烦。

全构成极大威胁。抵御计算机病毒，防止病毒对计算机

6. 用户安全意识有待提升

程序和数据的攻击，减少数据和软件的丢失和被盗问题，

用户安全措施不足是影响网络信息安全的最重要因

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和防止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行。

素之一。大多数用户没有完全意识到信息安全问题，并

3. 计算机系统漏洞造成网络安全问题

且误解了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等保护措施的存在。这会

计算机网络系统由硬件和软件组成。虽然硬件是软

影响计算机的正常运行，因此不能忽视防火墙设置和防

件安装的职业，并且本身就是计算机的组成部分，但软

病毒软件的安装。同时，用户在公共场所使用电脑后，

件是使用硬件介质安装在计算机上的，并且可以根据需

经常会忘记清理密码，抹去个人数据，导致机密数据外

要进行修改和删除，该软件是压缩的计算机语言代码， 泄。一般来说，主要原因是用户对信息安全威胁缺乏应
通常只有在下载到您的计算机时才可用。然而，在网

有的认识，缺乏正确的计算机使用习惯，导致用户的安

络化系统中很容易出现逻辑性偏差。在这个阶段，一些

全意识低下。

恶意软件利用这种情况来攻击网络系统中的薄弱，并利

三、加强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护措施

用这些错误来攻击计算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

1. 加强网络立法，健全信息安全法规体系

子，例如下载的软件中绑定的恶意软件，就能通过计算

在运行计算机网络时，一个合适的信息安全系统是

机的漏洞入侵，一些人为设定的木马程序通过路由器等

最重要的条件，也是保证安全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设施入侵计算机等，这些都是计算机漏洞带来的网络安

有关部门要坚决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建立有效的信

全问题。

息安全体系。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保证在网络中有法

连接多台计算机会创建一个小型局域网。该局域网

可依、在网络使用中有法必依、在进行督查时执法必严、

对维护和管理几乎没有风险和不便。例如，一些公司的

发现不法分子能够违法必究。为网络安全的发展做出贡

内部局域网是通过与其他网络的连接和共享建立的，网

献。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各种法律法规来保护互

络的状态存在安全风险。特别是，广泛的资源共享和便

联网的实际使用。它根据互联网和网络安全的实际需要，

携式设备的频繁使用会威胁到其他计算机的网络安全。

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保障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计算

但是，与我国目前的情况相比，关于互联网信息安

机网络的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据 [3]。

全的相关有效法律法规并没有描述，没有特定的绑定到

2. 加强对不良病毒网站的控制力度

特定的用户或网络运营商等，因此他们可以在网络上为

计算机网络中应用程序的技术安全应主要防止恶意

所欲为，甚至一些黑客攻击计算机窃取机密信息。在没

网站的恶意入侵。网络攻击是造成计算机损坏和信息丢

有明确的法律和广泛的网络、复杂的环境和一定的结构

失的主要原因。解决恶意计算机站点的攻击问题是提高

的情况下，一些网络犯罪分子不会停止，网络信息安全

计算机网络应用安全的有效保障。除了改善计算机防火

[2]

受到严重威胁 。
4. 网络黑客的攻击

墙设置和系统维护，减少计算机网络用户浏览恶意网站
的数量，也是保障计算机用户信息安全的重要途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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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通过加强对恶意病毒网站的管控，可以有效防止恶

入侵检测技术是一种新型的信息安全防范技术。这

意网页浏览引起的强大病毒攻击感染您的计算机，能够

项技术涵盖了许多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统计技术和网

防止用户信息财产的损失，也有助于计算机网络数据的

络通信技术。该技术的使用可能取决于执行统计分析和

安全和有序传达，进一步高效的便利人们的生活与工作。

签名处理的分析方法，这些分析方法可以确定计算机的

3. 注重操作系统与软件的及时更新

运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计算机被黑客入侵，它

选择计算机操作系统和软件，用户需要选择真实的

会警告用户尽快断开网络连接或发出信号。从而保护网

操作系统和软件，及时更新系统漏洞和安全设置，开放

络信息安全，保证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入侵检测技

和保护网络信息安全。同时，企业需要将认证技术集成

术的应用简单、高科技、方便、不影响计算机网络的运

到自己的网络系统中，对用户进行一致的认证和管理。 行。
此外，要求运营商和管理员通过输入适当的密码并按照

7. 提升用户安全意识，做好安全性评估

其权限合法运行这些应用程序来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访

为了减少人为因素对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需要提

问在线资源和数据。

高计算机用户的安全意识，提高对各种网络保护方法的

4. 加强防火墙技术的应用

认识。同时，要加强信息安全用户教育，使他们能够从

防火墙保障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第一道障碍直接

概念层面了解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影响计算机网络的实际运行。在某种程度上，防火墙可

它还安装了强大的网络安全操作系统，实施了强大

以看作是计算机的保护壳。安装防火墙可以通过可以有

的监控系统，并定义了网络管理员的职责。同时，管理

效隔绝其他用户进入计算机网络系统，并对内部人员的

员应对系统进行定期、全面的安全检查。如有必要，可

网络访问权限进行约束，从而大大降低计算机网络被侵

以使用各种黑客工具来模拟攻击并找到容易被黑客利用

袭的概率。更重要的是，根据防火墙技术的监控能力， 的安全漏洞。修复处理，为网络系统的安全、可靠、稳
可以通过日志的形式跟踪和监控您的网络使用习惯。当

定提供重要保障 [5]。

检测到可疑用户行为时，及时发出相应的警告信号，进

8. 管理计算机内部资料

行有效监控。但是，我国现有的计算机防火墙的安全级

网络的开放性导致网络数据、信息、资料的流失。

别还比较低，还不能完全满足网络安全的要求。为此， 许多黑客攻击您的计算机以窃取敏感信息或从您的计算
我国计算机安全管理部门正在积极开发新型防火墙技术， 机中删除不正确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将被备份
有效提高计算机网络安全系统的安全性，确保计算机网

并存储在其他硬件中，有效防止数据丢失造成的重大损

络运行环境健康安全，真正为广大用户营造一个健康安

失。备份数据也可用于在丢失或更改时恢复计算机数据。

[4]

全的计算机网络运行环境 。

另外，还可以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一般来说加密的数

5. 运用杀毒软件保护用户的信息隐私

据就算流失也不会被盗用，不法分子盗取加密数据没有

计算机网络技术使用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护用

解密秘钥是根本无法解开的。

户信息的机密性。生活中最常见的认证方式是短信认证

9. 高效利用虚拟网络专用技术

和密码认证，这种认证方式是基于通信双方的相互识别，

目前，现有的特殊虚拟网络技术主要涉及核心技术、

通过密码和短信验证身份，身份验证是最有效的在线安

身份验证技术、隧道技术、加密技术等。这些技术在开

全形式之一。它可以让人们更安全地浏览网页，是对个

放的互联网平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效防止了网络资

人身份的一种象征。

源的涌入和信息，并且大多数用户可以充分利用专用的

网络用户应注意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应用。市场上有

虚拟网络技术来保护他们的隐私。例如，开放互联网平

许多类型的防病毒程序。安装防病毒软件是任何用户最

台的用户可以通过支持信息加密技术，充分再现数据加

重要的步骤之一。防病毒软件是保护用户和维护计算机

密的功能。这样可以有效保证互联网上内部数据、文件、

网络的一种手段，而这些防病毒程序主要是为了保护用

密码等动态信息的安全，以减少内部攻击导致的数据丢

户和重要文件的隐私。此外，通过安装防病毒软件，用

失。但是，用户在设计电脑密码时，应避免使用简单的

户可以监控其计算机的风险并密切监控其计算机网络的

姓名首字母、生日、电话号码等容易泄露的信息，而应

安全性。

使用符号和数字来增加密码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用户

6. 入侵检测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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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密码”功能。当用户单击保存密码时，很可能使

恶意攻击，确保计算机网络安全的措施。

计算机密码永久留存在网络中，甚至被不法分子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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