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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气象信息网络的建立逐渐完善,但是信息数据的安全性和准确性还存在一定欠缺,气象
部门也需要提高重视,积极改进技术和策略十分重要。本文主要研究气象信息网络安全的必要性,对目前
气象信息网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本文的研究对气象信息网络安全
的进一步提高具有积极意义,可以为相关人员的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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