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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计算机通信及网络远程控制技术的应用与可靠性提升
张智勇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
摘

北京市

100000

要：计算机通信及网络远程控制技术在当前应用越来越广泛，确实在较多的领域体现出了理想的应用价值，为

了更好提升计算机通信及网络远程控制技术的应用价值，注重不断提升其可靠性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应该引起高
度关注。鉴于此，本文结合笔者多年工作经验，对计算机通信及网络远程控制技术的应用与可靠性提出了一些建议，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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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remote control technology of networks are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at present,
and indeed reflect the ideal application value in many fields. To better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remote control technology, it is the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constantly improving its
reliability. Given this,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s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and reliability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remote control technology for reference only.
Keywords: computer communication; remote control technology of Network; application research
引言：1

各个行业及生活中常用的方法与技巧。计算机通信主要

信息技术应用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常态，其中计算

的含义，就是通过网络计算机来传递一定的信息。而网

机通信和控制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技术被所有领域所依

络远程控制技术，则是通过网络远程控制来达到一定的

赖。该技术的重要性日益月滋，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

效果。在生活中有很多远距离不能解决的事情，有了网

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各机构关注的问题中，计算机通

络远程控制，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让网络在各

信技术和控制技术的安全可靠性是第一位的。为提高其

行业的发展中有更多的创新。

安全可靠性，技术人员要做到能避免网络用户随意访问

1.2 原理

各种网络节点，杜绝网络开放性所带来的弊端。

在计算机行业的发展上，计算机通信和网络远程控

1.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远程控制技术概述

制技术，就是依靠广域网和局域网，通过操作一台计算

1.1 内涵

机来控制另一台或多台计算机。这种模式对软硬件资源

在当前的情况下，计算机通信要运用网络才能更好

的整体利用率有显著提高，避免重复购置等方面的问题，

的实现效果，计算机所运用的通信正是通过计算机广域

同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利用网络技术，

网和局域网获取各个地区的信息资源，通过对信息的集

将传统的通信技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样可以实现

中分析、整理，增进计算机通信的传播途径，这也是在

计算机的协同工作，每台计算机都有特定的工作任务，
利用不同的计算机完成同一个工作内容。利用完善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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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系统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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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某个节点的计算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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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的计算机能够迅速补位，以此来实现工作效率的全

部之间的高效沟通交流。这也就需要在企业内部能够准

面提高。

确搭建适宜合理的局域网，以便更好地实现对于多方力

2.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远程控制技术的应用场景分析

量的协调沟通，甚至在跨国经营中也能够发挥出理想辅

2.1 应用在生活中

[1]
助作用 。

2.4 人工智能领域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远程控制技术的应用首先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实现人们生活的不断丰富，同时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通过对人类思维和行

让全世界的人联系更加紧密，不同地区的人可以借助该

为的数据转换，将其录入计算机中，即可对人类生活进

技术实现远程信息交流和沟通，便捷性往往更突出。例

行模拟化操作。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的应用，

如，人们在生活中往往每天都需要浏览教育、财经、体

为网络管理工作赋予了先进性、综合性的特征，也能够

育、健康、医疗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借助计算机通信以

构建出完善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系统，这样，计算机

及网络远程控制技术，就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一需求，促

网络技术的评估、管理就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限制。另

使其信息获取更为便捷高效。另外，人们还可以充分借

外，进入大数据时代后，社会对于网络信息技术安全问

助 QQ、微信、钉钉等社交软件便捷沟通，缩短了人与人

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上，必

之间的距离，提高了人们之间信息传递的速度，缩短了

须要高度关注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在人们需求的提升下，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现了资源共享、信息交流。随着

单一借助计算机来处理数据，很难达到要求，而借助人

微信、支付宝及央行数字货币的试点推出，移动支付将

工智能，能够对数据进行翔实、有效的分析和精密处理，

互联网、终端设备、金融机构安全合法有效地联合起来， 数据处理准确率和处理效率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将人工
形成了一个新型的货币支付体系。

智能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3. 计算机通信及网络远程控制应用的可靠性因素

2.2 应用在工业中
在工业发展方面，计算机通信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分析
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进入多媒体、大网络的时代，使得

电脑用户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采用不合法律的手段

计算机应用系统逐步向网络化、集成化、综合化和智能

进入计算机系统并且实施破坏，随意访问并且更改计算

化方向发展。这些技术手段的出现与发展，对工业产生

机系统内的文件，这种破坏性的行为被称为黑客入侵。

极大的影响力。不论是在工业系统内部的数据采集和处

计算机系统在遭到黑客入侵之后会收到十分严重和恶劣

理，还是监测与描述领域，均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极

的影响，造成很大程度的损失。黑客入侵时经常使用病

大的提高了工业生产和管理体系的整体水平。提高计算

毒植入的方式，在病毒被激活之前会有一段时间的平静

机信息处理技术对工作计划和记录的集中整理功能，让

期，一旦被激活，就会给计算机系统带来巨大损失。而

工业发展变得更加程序化，也为减少劳动力，提高劳动

这些功能类似的病毒或者叫木马都会被设计者隐藏地很

效率带来促进作用。因此在工业发展中，我们一定要重

好，一般情况下，想要在其发挥作用之前就发现它或是

视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加以有效的利用。

找到它进行破坏的证据，皆有很大难度。不可避免的，

2.3 应用在企业中

计算机本身就具有很多漏洞，后门入侵就是抓住这些本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远程控制技术在企业中同样也发

来就存在的漏洞对计算机本身进行侵害，有些漏洞只有

挥着积极作用，有助于促使企业运行管理更加高效便捷， 在计算机被攻击以后才会显现出来。DoDD 的直接侵犯
同时也能够有效优化业务落实效果。比如，在一些工业

对象不是计算机系统本身，而是对计算机的服务器进行

企业运行管理中，就可以借助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远程控

不断的骚扰，提出巨量要求，导致服务器的系统、网络

制技术进行远程沟通交流，对于现场工作人员无法准确

资源发生崩溃，如此，用户无法对服务器进行正常访问，

解决的问题，更是可以依托该技术手段寻求远程支持， 在用户选择重启的时候，服务器的最高权限就会被攻破，
确保技术人员能够在多方协助的基础上，顺利解决相关

接着进行更深的侵害。网络欺诈的手段是提前伪造好具

问题。在当前工业领域发展中，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趋

有诱导性的网页或者是邮件，在用户将自己的信息暴露

势越来越突出，为了更好地实现对该模式运行效果的优

出去之后，再采用一般的黑客侵入手段对计算机采取措

化，同样也需要借助计算机通信及网络远程控制技术予

施。暴力破解的目标是计算机管理员的密码，采用的方

以优化支持，以便更好实现各个部门之间以及分部和总

法是运用大量的数据运算反复试探服务器中的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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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手后即可完成侵犯 [2]。

备更高的容量和稳定性，能够为信息传输提供安全条件。

4.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远程控制技术可靠性提升方案

4.4 优化网络管理

4.1 远程网络通信技术维护与系统升级

优化网络管理即减少通信设备发生差错的频率以及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远程控制技术应用可靠性的提升

丢失信息的几率等，这些对于拥有多种通信设备的大型

需要首先关注相应系统的维护和系统升级，对于物理层

计算机网络来说，可以降低由于其自身设计的复杂所带

进行必要维护管理，例如，在 TCP/IP 网络协议应用于多

来的麻烦，为实现这一目的在设备选择上需要化复杂为

层系统结构搭建时，就需要重点围绕整个网络系统以及

单一，从而确保网络结构的可靠性。使用先进而优秀的

物理终端层进行全面维护管理，促使其具备较为理想的

网络架构和设备是优化管理的前提，而优秀的网络管理

实时防护效果。

技术就是锦上添花，网络参数可以得到及时的调整，网

4.2 采用多级容错提高系统可靠性

络的运转情况也随时能够被管理人员获知，如果发生故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网络结构也越来越完善，一个

障，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原因并且实现问题的解决，由

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影响网络工作的正常运行，也就导

此也就确保了网络和控制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致数据通信和控制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不能能得到保证，

5. 结束语

然而，多级容错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多级容错技术

网络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不断促进科技

可以做到在设备出现故障时及时进行屏蔽，同时在确保

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未来是一个网络世界，计算机通信

网络整体设置不被影响的情况下安排其他可以正常工作

以及网络远程控制技术的应用必然会越来越普遍，如此

的设备进行代替，确保网络服务设备的正常运行。运用

也就必然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以便在明显提升系统稳定

合理科学的手段，将每一级别的服务都纳入管理，不让

性的基础上，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

[3]

服务终端受到局部的影响，从而提高其安全有效性 。

便于发挥出更高价值。

4.3 营造良好的传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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