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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中的应用 

张子川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武汉 

【摘要】计算机网络技术是一种以电脑和因特网为基础的新兴技术，它已被广泛地运用在生产和生活

中。而信息技术是基于计算机、软件系统、自动化技术和因特网技术相结合的系统项目。将计算机技术运

用到电子信息工程中，可以使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其更好地利用计算机技术的优点，从而促进电子信

息技术的发展和发展。本文简单介绍了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并对两者的特点进行了比较，论

述了将其用于电子信息的重要作用，并对其在实际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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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is a new technology based on computer and Internet,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production and lif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 system project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computer, software system, auto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Applying computer technology to elec- 
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an make the two better combine and make better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r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m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makes a deep research on their application. 

【Keywords】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pplication 
 

1 计算机网络技术与电子信息工程概述 
1.1 计算机网络技术 
（1）概述 
计算机网络指电脑网络，就是将分散在各个地

区的多台电脑和相应的外设，用一条线和一台通讯

装置相连，由一套完整的网络操作系统和通讯协议

和网络管理软件，共同管理和分享。 
（2）特征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特征主要有两个特点：①能

进行即时资讯交流，使用者可以在电脑终端机上随

时随地上网，并能进行电子邮件、电子购物、资讯

发布、电子贸易、远距离教学等。②提供资源共享，

包括硬件资源、软件资源和资料共享，硬件资源共

享是指用户在任何一台电脑上都能控制硬件装置的

硬件资源共享；所谓的“软件资源分享”，就是用

户能够利用远程主机所提供的软件，其中包含了使

用者的软体和系统软体，能够将对应的软体转到当

地电脑上进行操作，或将资料传送给其它的电脑，

让电脑进行软体处理，然后再传回程序。资料分享

是一种可以在电脑网路上利用其它的电脑和使用者

的资料。 
1.2 电子信息工程 
（1）概述 
电子信息工程是指将信息技术用于规划、设计、

施工和管理的整个系统，它是基于信息处理、计算

机和软件技术，它的工作重点是对各类信息进行分

析，并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2）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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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①高精度；它采用了大量的现代化技术，大大

提高了信息的准确率，可以有效地防止信息的畸变

和差错。 
②广泛的辐射。将电子资讯工程学与电脑网路

相融合，将会更加突出它的优越性，从而使得它能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更多的运用。 
③使用方便。电子信息技术能够准确、高效地

收集、传输、处理和储存目标信息，具有较高的效

率和便捷性。 
2 电子信息工程中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意义 
2.1 有助于提高数据信息传输效率 
在计算机网络中，数据和信息的传输是最基本

的一项，利用互联网可以有效地将各种终端设备之

间的数据进行有效的传输。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了

有效的数据传输，实现了海量的数据和信息的快速

传输，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大地提升了获取

的速度和速度。 
2.2 有助于提高数据信息处理效率 
它可以利用网络对其它电脑的硬件和软件进行

远程的远程监控，从而实现对其它的计算机进行数

据的管理。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到电子资讯系统中，

对改善资料资讯的处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电

子资讯工程学的主要目标是各类资讯，因而需要更

高的资料资讯处理效能，利用电脑网路技术可以极

大地改善电子资讯科技的不足，并有效地将资料资

讯进行有效而准确的加工。 
2.3 有助于提高数据信息利用率 
计算机联网包括各种软硬件设施，各有各的功

能，这些都是以各种软硬件为基础的，从而实现了

各种功能的计算机网络。 
3 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中的应用研

究 
3.1 电子信息系统开发 
通常情况下，电子资讯系统中的光纤电缆都具

备自检功能，其具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测试与监

测，一是对电气信息系统的线路进行检测，二是对

设备的失效部位进行定位；而监测功能，就是检测

出电路的潜在危险和问题。采用 OPM+光谱仪方案、

传输报警触发试验方案和光源+OPM 方案等多种方

案。不管是哪个方法，都要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

而每个方法都要经过在线测试、离线测试和备用纤

维测试三个阶段。其中，计算机技术在这一进程中

的运用有 3 个：①探测距离的测定。计算机具有很

高的运算速度，可以迅速地判断出一个系统连接的

长短，以决定要探测到的距离。②网络模式。采用

SOL Server数据库和Windows NT Server的计算机

联网技术，通过 E1，PSTN，DD 等不同的通讯方式，

可以实现对特定的线路通讯需求。并结合地理信息

系统和电子地图技术，对各种类型的设备进行故障

位置和标识。③对体系的探测。利用微机技术，通

过 MS 技术，在通讯机房光纤布线架上，完成自动

检测，光纤扫描，断纤报警。 
3.2 信息传递 
对于电子资讯技术来说，它自身不具备制造和

制造资讯的能力，它必须依靠外界的途径来获得资

讯，并在经过处理后迅速地传递，从而达到通讯的

作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可以作为电子信息技术的一

个中转站，它可以在各台计算机上进行数据和信息

的传输，使各台计算机可以共享整个计算机的工作

负载，并可以取代计算机的连接装置，提高了系统

的可靠性和信息传输的有效性。由于传统的 EIS 没

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体系结构和协议，使得传输的

费用很大，而采用了电脑网路技术，就可以有效地

克服这个问题，从而改善了传输的效率。 
3.3 信息共享 
在在电子资讯工程中，运用电脑技术可以实现

多部电脑之间的互联，使电脑能更充分、更有效地

使用电脑网路所存储的资料资讯，并能依实际需求

快速准确地取得资料资讯。在计算机网络中，各个

结点之间可以方便地进行通讯，各个参与方可以共

享硬件、软件和资料资源，可以减少工作的重复，

加速开发和使用。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了以 TCP/IP
协议为基础的信息资源的信息分享，保证了信息的

及时完整和及时，同时打破了公用网的限制，实现

了信息的同步和信息共享。此外，TCP/IP 具有良好

的兼容性能，在人工编码、压缩等操作下，可以实

现多台设备的同步传输，极大地提高了电力信息系

统对数据和信息的利用率。 
3.3 信息安全管理 
在传统的 EIS 系统中，由于采用局域网的方式

进行数据的传输和分享，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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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其存在的安全问题也不多，总体的安全性也更

高。但是，由于电子资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料资

讯的传输与分享规模日益扩大，且其传播与传播的

规模也日益扩大，因此资料资讯的传输与分享，必

然要以开放的网路为基础，相对于封闭式网路，网

路的开放虽然可以提升资料资讯的传送与分享，但

网路的开放也会让资讯资讯的传送与分享变得更为

困难。黑客攻击、病毒传播、链接层次攻击等，都

会对网络安全造成很大的影响。在电子资讯系统的

安全性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问题：①由于硬件故障

而导致的数据传送的干扰。②在虚拟网层次，因系

统的缺陷而造成的数据被窃取、篡改或遭到攻击。

与传统的防火墙、密码、数字签名、密码等技术相

比较，目前已经比较完善，并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

果。另外，区块链技术也是一种新型的技术，它可

以为电子资讯的安全保护带来新的技术，包括分布

式账本、非对称加密、智能合同等。 
3.5 设备研发 
当前，在电子资讯科技领域，资料资讯的传输

与分享，都离不开电脑网路与装置的建立与分享，

而在资讯科技研发的初期，网路技术的运用，有下

列各点：①关于通讯中继站的建造。按照不同的连

接方式，电脑网路可以划分成城域网、局域网和 W
AN，其中通讯干线是为使用者的访问服务，而早期

的通讯干线大多是 UNIX，其缺点是没有统一的通

讯协定。而通过使用统一的通讯协定，可以有效地

克服这一问题，对通信干线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②媒介的宣传。在这一时期，媒介呈现出“以

中心”的特点，传统媒介已经无法与当今的资讯社

会相匹配，以电脑网路技术为主的新型媒介正逐步

形成。将计算机技术运用于电子资讯工程，可以更

好地满足目前的资讯社会，使资讯传递更具优越性。

(3)网页的开发。在当前使用的 HTTP 技术中，可以

最大程度地提高数据的可视化率。 
4 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中的应用趋

势分析 
从目前的数字技术在电子资讯工程领域的发展

趋势看来，其发展趋势是：①数字化和智能化。随

着新型技术、材料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的发展，计算

机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中的运用将会迎来一个全新

的发展时期，两者的结合将进一步深化，使其向数

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②通讯与网路。目前，5G
技术已经接近尾声，虽然还没有实现大规模的普及

和推广，但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系统结构，它

的不断发展和升级必将推动整个系统的发展。在网

络化和通讯领域，将来的工业互联网、物联、海上

网等都要依靠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深度结合。 
5 结语 
总之，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信息传输、数据共享

和安全防护等领域起到了积极的意义。随着计算机

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必将更加深入和广泛地应用于

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两者的结合将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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