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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在通信技术网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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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持续更新与进步的背景下，当前世界已经逐步地进入到了

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为有力的工作之一，人工智能对大数据的信息采集有着极为重要的贡
献，同时在信息挖掘的过程中也能够展现出一些重要价值。将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网络进行充分融合才能够发挥
出网络技术的优势，从而促进各行各业的网络信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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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信息时代的数据大爆炸现象，人工智能已经
成为了具备全面效能的一种使用工具，并且人工智能
也是一种颇具潜力的技术手段。当前大数据背景下的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中，同时也
在企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成功经验的累积，为网络发展的下一个
目标提供了动力。

1 人工智能相关的概念和特点
人工智能是通过模拟人脑的活动来进行人脑性质
的延伸和拓展，主要通过研究人脑的状态来开发智能
系统，并将新型的理论方法和新型的数据应用到科学
技术中。
传统意义的人工智能属于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
分支，人工智能的实质就是将机器拟人化，使得机器
具有人的智能，并通过自我学习，实现语言识别、图
像处理、自我决策等人类才能够完成的行为活动。但
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就是大数据，建立人工智能需要大
量的数据进行支撑，因此只有对大数据进行深入研究
才能够使得人工智能的智慧程度提升。
人工智能的全面普及是当代科技发展的一种必然
趋势，同时将人工智能和数据、网络信息等进行结合
能够实现人工智能超越人力的智能化蓝图。网络中的
数据变幻莫测，并且数据的高速传输和庞大的体量也
需要当前的网络技术进行革新，人工智能的出现可以
弥补当前网络发展中的不足，并且当前的人工智能在
网络中的应用具有一些时代性的特点。
对于网络中的一些模糊数据、隐藏数据以及缺失
数据等等不确定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的过程中，人工智
能能够自动地识别有效数据，这就能够极大地提升网
络效率，同时对模糊的数据进行计算分类，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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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量数据的精准管理。
人工智能的出现同时也使得网络的推理水平得到
了质的飞越，人工智能网络能够根据每一名客户的数
据需求来进行个性化的定制，从而达到按需分配数据
信息的能力。在网络中使用人工智能能够实现对海量
数据的精确提取，并对数据进行排查纠错，当出现数
据问题时，系统会进行自动的数据修复，这种精准搜
索的功能能够更好地保证网络管理的有效性。
同时在大数据的支撑下，人工智能网络能够实现
安全和高效的运行，由于大数据覆盖的范围较广，涉
及数据种类和体量也较多，因此数据传输的速率需要
人工智能进行支撑，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全面的数据分
析和实时的数据传输解除当下网络中存在的危机，从
而提升网络的科学运行能力。

2 人工智能的应用优势
2.1 提升网络稳定性
在通信技术中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满足大数据的
需求，实现了信息数据的动态传输，另外，人工智能
优化了通信系统，提升了网络的稳定性，使通信系统在
运行过程中更加灵活，能够帮助人们处理更多的数据。

2.2 人工智能在大数据时代应用更加高效
大数据具备类型多、规模大、速度快的特点，需
要处理大量的数据信息，同时还需要快速、高效，人
工智能的应用确保了通信系统运行时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增长，以往的信息处理方式
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需求，因此，将通信技术和人工
智能有效地结合，既提升了信息和数据的处理速度，
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通信行业的
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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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时代下的通信技术
通信技术的核心意义是指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在目前通信技术虽然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发
展，在一些地方和城市并没有得到普及。这种技术的
普及化和标准化工作将于近几年内完成。
新时期的通信技术相较于传统的 4G 网络，其变化
主要体现在能力指标上，通过这一技术能够在 28GHZ 的
超高频段进行数据传输，传输的速率将达到每秒 1GBP
以上，这种速度的概念是以往的 4G 所无法比拟的，就
好像自行车的骑行速度和高铁的运行速度做比较一样。
另外，在传输的距离上通信网络较 4G 也有着极大
的改进，其能够在 2KM 的范围内进行数据传输，使得
数据传输的空间限制被打破。以往的 4G 传输只能在几
米的有效范围内进行数据传输，这种空间传输的范围
已经达到了目前科技可以达到的最大极限。
目前大数据通信技术作为全球最为先进的通信技
术之一，全球范围内的各行各业都对这项技术翘首以
盼。以通信技术作为基础，数据的传输速度将大幅提升，
并将传统的空间传输限制彻底打破。

4 人工智能在通信技术中的应用
4.1 个性化应用
人工智能不断朝着人性化、多元化趋势发展。随
着人们对于日常生活应用的需要，人工智能个性化也
深入地渗透进了通信技术网络中，使高标准的通信技
术网络目标更容易达到，同时提高了网络的使用频率。

4.2 智能化应用
在人工智能的通信技术中，为了满足自动化、智
能化的需求，通信技术的网络设计就需要符合现代网
络的特性，其中计算机技术使得一体化通信技术遵从
电子通信技术的构造，在其基础上加入了人工智能技
术，这样的通信技术在运行当中能够自行进行编程，
对于错误能够自行排查，并且通过人机交互的智能系
统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使得智能通信系统
可以完成很多复杂的类似人脑的操作。这种新型的智
能化通信技术与传统的通信技术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具
有更高的运行效率、更准确的计算结果，从而极大地
促进了信息交流的发展，方便了民众的日常需求。

4.3 微机化应用
由于当下的通信技术性能越来越完备，人工智能
通信技术正朝着微机化的方向发展。就像传统电子通
信技术随时代的应用从原来的笨重巨大改进为小巧耐
用，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的微机化也正在飞速发展，逐
渐地实现了保证高效率、高可靠性的同时减少通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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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所占用的整体资源。
比较尖端的技术如纳米技术、微米技术等正在逐
渐被应用于智能化通信技术中，使之成为科技含量非
常高的一项技术，这种高精度的通信技术在现代化的
生产和沟通中应用得越来越普遍，成为社会科技应用
的基石 [1]。

4.4 绿色化应用
当代社会追求绿色环保，新型的通信技术应在运
行的时候注重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传统的通信技术大
概率会存在污染环境的弊端，因此人工智能通信技术
的设计应该对应用场景中的噪声污染等进行控制，遵
循可持续应用的策略，构建网络化的绿色平台，提高
通信技术网络的智能化应用，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的整
体应用。

4.5 通信网络安全管理应用
针对通信网络来讲，其安全问题可以说是用户重
点关注的一个问题，追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一
旦用户个人信息被恶意盗取，就意味着用户信息被泄
漏。情况严重时，还会使用户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经济
损失情况。因此，有关工作人员应当在对通信网络进
行安全管理工作中，科学、合理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首先，应当创建出数据信息库，并对安全编码进行合
理优化，进而进一步提升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稳定性、
安全性。其次，技术工作人员还应当对人工智能识别
形式进行升级，比如声音或手势输入形式。如此一来，
人工智能就可以利用计算机系统快速提升工作质量与
效率，加快反应速度，使智能系统功能取得一定的优
化与完善，从而大幅度提高通信网络中的安全性，为
该领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4.6 通信系统的运用
现阶段，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
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从而使得私家车数
量持续增加。交通通信系统对人民群众的日常出行具
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而将人工智能运用到交通通信系
统之中，可以为受众提供道路的实时交通情况，而且
利用 5G 高传输速率，可以进一步提升信息传送的速度。
在此情况之下，人民群众在驾驶车辆时，就可以更及
时地了解与掌握驾驶路况、天气等一系列信息。通过
人工智能的运用，交通通信系统之中的监控设备、收
费站、电子公告栏等各个系统，都可以真正意义上实
现智能化运转，可以依据最新情况来对交通进行合理
管理，以此来最大程度地减少交通堵塞的情况。除了
对交通通信系统进行完善与优化以外，人工智能技术
还可以对车载系统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与完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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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在人工智能技术与 5G 技术快速发展与进步的背
景之下，车载系统的功能会更为全面，受众可以享受电
影、游戏、移动办公等诸多服务。除此之外，还会有更
加智能化的语音识别与语言播报，车载导航也会因此变
得更为精确。

4.7 通信视频业务中的运用
针对视频业务来讲，其属于通信服务之中的关键
内容，同时也是将来通信服务发展的主要趋向。通过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用户能够使用图片来在其中进行
自主搜索，利用中文视频搜索中的引擎功能，用户则
可以自主得出和图片相对应的影片与视频。除此之外，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对人类的行为举止进行一定模仿，
这让人工智能与视频服务之中，通过人们的操作，来
判断人们所需要的内容结果。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
术在此前提下，通过进一步的更新与升级，不但可以
进行智能化搜索，还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视频拆分的
功能，依照系统所设定的程序与用户个人搜索习惯来
对视频进行科学、合理的拆分。然后，在展开分类并
设计好标签之后，实现智能化的个性推荐。比如，当
用户在互联网中长时间观看某一个类型的视频，人工
智能系统则可以依据用户视频观看习惯与兴趣爱好，
向其推荐此类型视频，进而为用户的体验提供更好的
服务。由此可见，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通信视频业
务之中，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 [2]。

5 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间的关系
通信技术的发展能够极大地满足人们的日常通信
需求，在现实生活中，通信技术的真正发展价值体现
在人工智能中。通信的应用场景分别是增强型的移动
宽带、海量人工智能通信和人们日常的通信。针对于
人工智能通信而言，通信技术的应用能够得到人工智
能技术的支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将运
用到通信技术网络的大部分场景中，将通信技术网络
中的无人驾驶和 VR 科技等技术全面地进行提升。通信
技术网络在时代的要求下其需求量会不断地增长，将
通信技术网络的连接延迟降低到毫秒级别，能够使得
人工智能得到全面的应用，方便人们的生活。

线的人数大幅增加，就会导致频段资源的严重匮乏，
从而影响到用户的线上活动的体验感。
针对于此问题，需要高频段的技术来进行解决，
通信技术是运用于全频段的技术，这就使得这种技术
既能在高频段满足通信需求又能在低频段有所作为，
这样就能够很好地解决频段的资源匮乏现象，从而让
网络连接速度得到质的提升。目前的通信技术仍在不
断的研发中，要使得信号天线变得更小同时网络速率
更快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开发。

6.2 密集网络技术
通信技术相较于 4G 网络其传输速率是后者的千倍
以上。通信技术就是将众多的无线接入技术进行统筹
联合，但是其覆盖范围较小，要想在使用中进行更小
的分隔很难做到，这种问题的出现需要一种技术来尽
快地予以解决，因此密集网络技术应运而生。这种技
术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点是宏基站外部将
很多的天线进行密集设置从而使得室外空间得到极大
的延展，这种容量的延展能够使得系统容量随之增加，
同时这种技术可以使得系统的灵活性也得到提升。第
二点是在室外进行密集网络设置能够将不同的网络节
点进行协调设置，并且使得不同的网络节点间能够相
互合作并一同推进。这样就能够使得相邻节点的准确
性极大提升，使得信噪比收益得到极大的改进。
因此，在通信技术中使用密集网络技术能够极大
地增加网络空间，使得时间的动态变化得到实现，这
样就能够促使通信技术的网络覆盖面积不断增大，让
这种通信技术的网络优势充分得到体现。

7 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环境下的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网
络是目前来说最为前沿的通信技术，这种通信技术的
出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通信技术发展的讨论，这些
讨论的目的是使得通信技术网络能够更加成熟，更加
大众化。
目前来说，人工智能在通信技术网络中的应用尚
没有形成固定的系统理论，仍然需要相关技术研究人
员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当这项技术得到全球化普
及的那一天，全球的经济也会随着达到另一个高峰。

6 大数据时代下的通信技术应用
6.1 全频段技术
4G 通信技术的主要频段在 3GHZ 左右，因此在 4G
通信技术条件下人们的频段资源严重的匮乏，这也是
通信技术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正常情况下，这种频段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的基
本日常生活需求，但是如果网络的活动增多，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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