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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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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尤其是将人工智能视为核心课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出现使得多个行业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趋势，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计算机技术的支持，
也值得科研人员进行深入分析。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既有助于人们生
活质量的改善，也有助于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基于此，文章对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的应用进行探讨，以
推动计算机技术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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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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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pecial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core topic for research, and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The emergence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makes many industries show a trend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lso needs
the suppor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which is also worthy of in-depth analysis by researchers. At present, the combination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which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fe quality but also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work efficiency.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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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机网络技术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的国情，将人工智能和计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常态下，网络

算机网络技术结合起来之后，这项技术给我们国家带来

技术对计算机的应用日益广泛，新的劳动技术占据了越

了很多便利。

来越多的产业基础，在本地企业中，技术和工作方式方

1

人工智能概述

法得以创新。但是因为技术还不成熟，我国的计算机发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成果，与计算机有

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个人隐私没有得到适当的保

着紧密联系，它可以仿照人们的一些行为或思维，使用

护，科技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需要。为了使我国的计算

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一些工作。从本质上来讲，人工智
能应用通过操作人员对人工智能设备发出操作指令，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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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繁琐的数据处理工作。同时计算机能够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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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模拟人的各种感官和思考方式，即机器“像人一样思

的生产效率。具有可扩展性，通常从一个试点项目开始，

考”“像人一样行动”“理性地思考”。如今面对计算机网

快速将该试点项目转化为全面生产，并随着需求的增长

络的不断发展，将人工智能有效地融入到计算机网络技

而扩大规模 [2]。

术中，相互作用影响，使网络中的数据得到现代化、机

3

器化的操作，并从中得到有价值的数据，传递回用户，

3.1 加强网络安全

[1]

切实有效地帮助用户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
2

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的应用优势

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的具体应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
是经济层面的提升，还带来了生活层面的便捷，但其造

2.1 完善分级管理

成的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为了防止计算机网络技术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科技水平的提

出现安全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就必须融入其中，确保网

升为各个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

络安全。首先，人工智能技术针对性强。传统的计算机

的研究成为全世界的热点话题。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技术重视的是信息处理，忽视了安全问题，也就无

应用显著，尤其是人工智能成为行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法实现网络的实时监控。人工智能技术弥补了这一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技术属于一项复杂的技术，为计算

对网络信息实施了 24 小时监控，一旦发生问题，其能迅

机的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持。传统的分级管理模式仅停留

速明确问题原因，并在第一时间给予处理。其次，人工

在初级阶段，无法将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价值发挥出来， 智能技术成为抵御病毒的屏障。人工智能技术的存在，
对应的管理效率较差。人工智能技术重视的是交互作用， 使得携带病毒的软件无法靠近计算机，塑造了一个安全
将复杂的计算机网络技术简单化，提高了管理效率和质

的计算机运行环境，为用户信息的安全性提供了保障。

量。可见，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打破了传统计算机网

邮箱软件是计算机的必备软件之一，但也成为黑客入侵

络技术分级管理的交流约束，实现了不同部门间的信息

的一个途径。接收和发送邮件的过程就是病毒入侵的过

交互，部分资源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共享，解决了

程，此时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对邮件信息一一核实，对垃

分级管理中交流不足的问题，确保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

圾邮件进行拦截，对病毒邮件直接删除，确保计算机内

一步完善。

部的安全。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增设防火墙功能。其主

2.2 处理网络信息能力

要目的是对电脑内部软件进行查杀，不仅可以阻止病毒

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信息的处理方式，具有非常大的

入侵，还可以形成安全报告，用户可以以此掌握计算机

优势。首先计算机网络在运行当中要接受大量的信息资

网络的运行状态。

源，其中许多信息并不是非常准确清晰的，如何处理这些

3.2 在计算机网络系统管理与评议中的运用

信息以将资源合理优化是一个难题。人工智能本身具备信

为了更好地发展计算机，现实中，人工智能技术要

息自动化分析的特点，将这个优势运用到对信息的分析处

与之有效结合，电脑网络系统和管控并运用人工智能技

理上来，能够把这种模糊不够准确的信息进行推理整合， 术进行评估，对计算机网络进行全面管理。因为计算机
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提高网络信息的运用能力。
2.3 促进生产力的提升

网络系统的管理和评估，常常被多种网络变化干扰，特
别是网络智能化的进展，评议计算机网络系统管控的难

人工智能无需投入大量的能源，这一特征表现于， 度不断提升。通过引入 AI 专家决策，可以汇集专门的知
不论网络数据计算处理过程有多复杂，人工智能均可凭

识和经验，所以，用户不仅需要解决基本的问题，并可

借其极快的速度找出最理想的处理手段，一方面避免了

帮助计算机系统做好相应的系统评价，这样，就能及时

庞大的计算量；另一方面减少了运算期间的能源消耗， 掌握实际的计算机动态。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当前的计
促进运算速度的切实提升。人工智能的应用会进一步促

算机网络管理和系统评估，能够进一步提高计算机网络

进创新，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资源的有效管理。 的质量和管理能力，与此同时，也能保证计算机能得到
未来更多的智能体系将走进产业领域，人工智能也是产

充分的使用 [3]。

业领域发展的新动能。这个过程相对很复杂，需要搭建

3.3 网络教育教学

相应的应用场景，会自动执行数据收集和报告任务，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互联网信息

织中的人员将花费更多时间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这意

技术在教育方面的应用，使教育教学已经不再局限于课

味着每个人的经济生产力将会提高，从而提高整个团队

堂中教师与学生面对面授课的形式。互联网信息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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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丰富了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增加了

数家庭的出行工具。而人工智能技术中的导航技术可以

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使教学不再

帮助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选择最佳出行路线，在不熟

枯燥，提升了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但是在教学中如何

悉的地方也能根据导航路线进行行驶。在人工智能技术

兼顾到班级每个学生依然是教育教学难题。人工智能应

的运用下，汽车也能够实现自动驾驶。通过对汽车进行

用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大大提升了教学效率。近年来， 自动驾驶的程序编程，在人工智能、雷达监控、全球定
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网络教育教学软件，通过对学

位等多方面的系统配合下，让汽车实现在没有人主动操

生上课中答题、互动以及课下作业完成情况进行智能化

作的情况下，也能够按照正常路线安全行驶。

分析，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方便教师对学生

4

开展针对性指导，极大地提升了教学效率，帮助学生提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促使人工智能得到持续

升了学习成绩。
3.4 智能手机和智能家电

结束语

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开始不断增强，同时将人工智能
科学地加入到计算机网络技术中，实际应用到每一个细

计算机网络在现代生活的多个方面发挥了它的作用， 微的计算机网络技术环节，促使计算机高速发展。但是，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中的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会遇到困难，要想更多地发挥出人工

又一大改革就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发展迅速，在几

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的价值，还需要对人工智能技

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实现了一代又一代的更替，并且功能

术的运用作出更多的探索和努力。

从摄像视频也逐渐发展到指纹解锁、人脸识别等更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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