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技术发展

Engineer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第 2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05(P) / 2737-4513(O)

大数据时代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及防护策略研究
刘良港
成都东软学院
DOI:10.12238/etd.v2i3.3867
[摘 要] 目前,我们已经身处在大数据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这样的形势下,各个领域的数据模式都呈现
出指数型的增长,并能够在网络数据平台当中做到集中,虽然为信息数据的统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便利,
但如何更好地保障计算机网络安全则是大众所关注的话题。所以,在现阶段,一定要加强防护策略的积极
运用,从而为企业的整体发展起到良好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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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e have bee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background. In this situation, the data model in all
fields is showing exponential growth, and can be centralized in the network data platform, although for the
statistical work of information data has brought a certain convenience, but how to better guarantee the
computer network security is the topic of public concern. Therefore, at this stage, we must strengthen the active
use of protection strategies,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play a good role in the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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