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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在局域网网络安全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企业局域网能

够提高员工工作的通畅性和高效性，但是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安全防范的质量对于企业的不同工作都
会产生影响，企业首先需要跟随行业发展的潮流及时更新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而后则需要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
安全意识，保证使用企业局域网网络时不存在会增加安全隐患的操作。基于此，本文深入研究了企业局域网网络
安全防范措施，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效的防范策略，希望对提高企业局域网的安全性提供帮助。
关键词 企业局域网

网络安全

中图分类号：TP393.1；TP393.08

互联网络攻击

防火墙

文献标识码：A

企业局域网网络能够为员工提供漫游、信息通信
等多种功能，借助无线信道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与其他网络相比具有明显的灵活性和便捷性。但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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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非法访问和恶意攻击等事件的概率显著提升。[1]

1.1 硬件方面
现如今，部分企业存在设备相对落后的问题，在

业局域网网络的安全性在近几年也受到了较大的威胁，

计算机服务器较为落后的情况下，软件安装和运行系

无线电波的使用导致入侵者可以在外部进行物理连接，
并 且对 其内 部的 网 络进 行恶 意攻 击， 因此 深入 研 究

统的使用都会遇到更大的阻碍。其中无线设备和防火
墙对于企业局域网网络的安全性影响都很大，落后的

和总结企业局域网网络安全防范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

防火墙很难起到防范内部网络遭受入侵的目的，企业

意义。

工作人员在使用无线网时也需要承担较大的安全隐患。

1 企业局域网网络所面临的安全威胁

1.2 软件方面

计算机网络技术影响着群众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软件和操作系统都需要工作人员对其进行调试和

中的方方面面，因为计算机可以为人们提供丰富的资

编写，其设计和结构主要受到使用者和制造者的影响，

料信息，所以工作中信息收集和整理环节的效率将可

因此无法避免的存在一定的漏洞和缺陷。而入侵者则
可以通过软件和操作系统的漏洞进行攻击，遭受恶意

以大幅度提升。但是网络的广泛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也
增加了其脆弱性，广泛的治疗共享和分布导致网络更

程序破坏的计算机一般也很难正常工作。网络系统同

容易受到外界的攻击。企业局域网不仅能够通过接入

样需要人为给予的程序支持，才能够顺利地完成提供

方式连接到网络，而且也可以成为独立的体系，借助

网络服务和实现网络协议的功能。人为因素也会导致
网络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很难预测的漏洞。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信息资料的接收和发布。作为独
立体系的企业局域网可以通过接口界面软件 CGI 与其

1.3 人为方面

他软件实现连接。

技术人员和使用者都会对企业局域网网络安全性

企业的局域网具有适应十分方便和便利的优点，

造成一定的影响。企业局域网可以让工作人员方便地

但是存在入侵者可以比较轻易地攻克的问题。无线信

进行信息共享，工作人员对于计算机的依赖程度呈现出

号对墙壁和门窗都具有覆盖能力，但是覆盖范围的精

了不断提高的趋势，所以网络的安全隐患也逐渐增大。

确度比较低，在接受信号的过程中接受范围和设备都

1.4 互联网络攻击类型

没有定向，因此很容易出现目标外泄和各种各样的安

互联网络攻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一种是包

全问题。使用企业局域网的最初目的是保证企业资料

括了口令攻击、协议攻击、溢出攻击、IP 地址攻击和
路由攻击五种的静态数据攻击，而另一种则是包括了

的机密性和真实性，但是随着网络开放性的不断扩大，
网络存在的安全隐患也在不断扩大。隐患产生的原因

主动攻击和被动攻击的动态数据攻击。口令攻击是指

可能是人为因素、意外失误或者软件漏洞，从而使发

通过穷举口令或者寻找相关文件的方式确定正确的口

22

智能科技

2022 年 3 期 ( 中 ) 总第 489 期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令，而后顺利进行非法的系统侵入。协议攻击的基础
是操作系统通信协议中存在的漏洞，入侵者借助漏洞
可以得到系统管理员的权限。IP 地址攻击则需要入侵
者伪装内部系统源 IP，达到冒充他人和窃取资料的目
的。动态数据攻击中的主动攻击是指攻击者通过监听
信息流，或者收集信息流长度等资料，进行科学的流
量分析。被动攻击则是指攻击者会对数据流进行删除、
修改或者复制等操作，达到破坏数据流的目的。[2]

2 企业局域网网络应当具备的功能
为了能够十分有效地规避来自外界的安全威胁和

同时，网络防火墙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让
内部的资料对外界传输。
2. 在分类的时候，企业的隔离有很多种，使用这
些隔离，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识别危险信号，防止危
险信号的攻击，将有危险的信号隔离开来，从而让工
作人员能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进行操作。
3. 而对于以上两种方式都不能有效避免危险信号
的情况，企业就需要设置另外的防止系统，以随时监
测外界的动态，做好保护的工作，通过这些操作，可
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企业的局域网。

攻击，必须要有针对性地采取网络信息保护策略，确

3 企业局域网网络安全的防范策略

保企业局域网网络受到的外界威胁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3.1 落实备份工作

完善的网络安全系统应当具备身份识别、存取权限控
制和数字签名等功能。首先身份识别是网络安全系统
十分重要的功能之一，能够十分可靠地确定出通信双
方的真实身份。然后存取权限控制则可以十分有效地
防止非法用户进入系统以及进行非法操作。数字签名
功能的基础是公钥加密算法，信息接收方可以相信信
息来源的唯一性。数字签名可以起到判断信息完整性、
审计追踪和密钥管理的效果。
优秀的企业是非常注重网络安全管理的，网络安
全的管理可以涉及很多的方面，包括企业内部重要的
信息和企业私密的资料，这对于网络重要系统的部分
硬件保护是势在必行的，有了网络安全的保护，就可
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护企业的数据不会遭到破坏和泄
露。企业的很多安全都是需要在管理和技术这两个层
面上进行探究的。

2.1 安全管理层面
对于企业的安全管理，最重要的还是人本思想，
创建一个网络安全管理的系统，让每人的责任具体化，

在网络安全隐患种类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备份工
作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效落实
备份工作可以保证企业的数据不会因为外界攻击而丧
失。如果出现了企业局域网网络受到他人恶意入侵或
者数据资料被他人篡改的情况，工作人员可以借助之
前的备份对数据进行修正和完善，尽可能降低网络安
全隐患对企业项目的影响。完全备份、差异备份以及
文件备份都是比较常见的备份形式。如果工作人员采
取完全备份的方式，将会花费较多的时间成本，但是
完全备份在工作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企业在运
营过程中需要定期地进行全部备份工作，确保项目的
完整性和安全性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保障。差异备份的
含义是工作人员在完成了完全备份之后，需要对资料
中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及时的备份。最后，文件备份
在实际工作中的概率相对而言比较低，企业应当对数
据备份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确保重要的数据不会出
现被恶意篡改或删除等等。[3]

3.2 设置和安装防火墙

不仅如此，还需要做到的是增加对涉及的网络的使用
情况管控，同时加大对技术人员的培训学习时长，这

设置和安装防火墙十分有利于实现精细化的企业
网络管理工作，通过有效限制网络之间的访问可以大

样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安全意识，能在技术和意

幅度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性。防火墙可以为企业局域网
网络形成保护屏障，内网和外网之间形成的隔离可以
保证网络的安全性。除此以外，防火墙还可以保证信

识方面保障企业网络的安全性。

2.2 技术应用层面
涉及到有关企业的网络安全和其他的网络还是有
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最初的防火墙技术、网络分辨技
术和侵入保护技术都需要强化，这样可以使得企业的
数据安全得到保障。
1. 对于企业网络的防火墙设置，是能够和企业内
部的很多的系统相连接的，可以使用权限设置和密码

息数据传输过程的安全性，计算机之间传输的信息都
需要经过防火墙的检测。网络分割管理也是防火墙的
重要作用之一，使用者在访问过程中会受到来自防火
墙的全程检测，只有符合规则的数据才可以得到访问
的机会。

3.3 重视内部监测工作

设置，作为一个保护的屏障，可以起到保护企业内部

内部检测工作主要包括了硬件设施检测以及网络

网络的作用，不让外界潜在威胁进入企业内部，与此

管理、网络控制两个方面，首先工作人员需要对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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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进行定期的严格检查，对路由器、交换机、主机

4 结语

和防火墙等一系列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监督，确保

总的来说，企业的局域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也

硬件设备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到及时地发现和处理。工

是非常复杂的，是一个有规则的大系统，会和很多的

作人员还需要对硬件设备出现的问题进行备案，以此

工作相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对安

不断提高监管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企业重要数据的

全引起足够重视，可以采用一些合理的方式方法，这

备份工作也可以在硬件设备的支持下第一时间完成，再

样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局域网的合理安全，可

者工作人员还需要积极落实网络管理和控制工作。[4]

以让局域网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

3.4 安装杀毒软件

的帮助，提高企业的效益。企业局域网网络的安全防

杀毒软件可以十分有效地保障软件安全，以及提

范措施还需严格落实备份工作、加强内部监管、防止

高操作系统对于网络病毒的防御能力。杀毒软件能够

交叉感染和及时修复漏洞等等，企业和工作人员在日

在第一时间发现病毒并进行清除，确保恶意软件和木

常工作过程中都需要严格实施有效的防范措施，尽可

马程序不会对设备造成严重影响。现如今，杀毒软件已

能降低企业局域网网络遭受恶意攻击的概率 [6]。

经成为了计算机安全防御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
起到主动防御、软件监控和病毒查杀等十分关键的功能。

局域网的使用需要将无线信号作为一种媒介，并
在此基础上支持漫游、移动通信和网络通信，其移动性、

3.5 及时修复系统漏洞，预防交叉感染

灵活性、可伸缩性和方便性更加明显。其在使用中的

系统漏洞和补丁都会严重降低企业局域网网络的

优势主要体现在对无线电波的使用上，但在使用中，

安全性，部分危险性较高的漏洞会导致计算机无法有

局域网也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问题，即入侵者不需要进

效防御病毒的侵害，所以系统补丁的更新和修补工作

入内部物理位置进行物理连接，只需要攻击内部网络。

必须要严格落实。工作人员需要对系统漏洞的修复工

为了加强网络设计功能的安全管理，改进网络安全防

作给予高度的重视，尽最大的努力减少系统漏洞，尽可

范措施，还必须大力加强网络安全管理规范的建立，

能减少企业局域网网络和计算机可以存在的安全隐患。

因为许多不安全因素都反映在组织管理和人员管理等

企业局域网网络具有相对封闭的特征，所以严格

方面，这是企业局域网安全管理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

管理外界设备的措施可以十分有效地保障局域网网络
的安全。U 盘是企业工作人员最常使用的信息储存载体
之一，U 盘方便快捷的使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企业整体的工作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病毒交叉
感染的概率。所以为了能够保护企业资料和企业局域
网网络的安全性，必须要重视和落实 U 盘的管理工作，
保证员工使用的 U 盘不携带可传染的病毒，员工也可
以在 U 盘使用前后进行病毒查杀操作。[5]

3.6 落实 IP 地址保护工作
IP 攻击是十分常见的网络恶意攻击方式之一，黑
客可以结合用户的上网痕迹进行 IP 跟踪，一旦黑客得
到了具体的 IP 地址，就会对选定的目标进行各种各样
的攻击。为了能够有效保护企业局域网网络的 IP 地址，
工作人员可以使用代理服务器隐藏真实的服务器地址。
黑客通过 IP 跟踪只能够掌握代理服务器的 IP，而无法
对企业的服务器进行恶意攻击。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
中也同样需要高度重视 IP 地址的保护工作，尽可能降
低信息泄露的可能性。IP 地址保护工作需要工作人员
足够耐心和细心，使用代理服务器对于保护企业局域
网网络是十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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