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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它的广泛使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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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管理的发展现状，从促进信息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帮助信息管理系统
的功能的完善、提高信息收集与管理的有效性三个方面探讨了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技术整合的优势，通过对计算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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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和信息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进而提出了一些改善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技术整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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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hen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advantages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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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from three aspects: promo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fficiency,
improving function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rai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Keyword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meaning; methods

1 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使用越来越
广泛，它的广泛使用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发展的
明智选择[1]。而且在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引入计算机技术，
也是当前经济市场发展的必然之路。信息作为企业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依据，信息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地支撑。
但是传统的信息管理工作内容繁多、工作量大，工作人员的
信息分析、采集、整理等效率较低，无法满足企业的快节奏
发展需求，所以引入计算机技术，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信息
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信息管理中的有效融
入，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信息管理工作服务，进一步
提高企业发展水平，帮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的
发展。

2 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管理的发展现状(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在社会、经济、科技的共同发展下，计算机应用技术
在企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以及工作效率，帮助企业提升管理质量，例如应用计算机技
术进行各种文件的管理，建立自己的内部计算机网站等。但
是目前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专业的计算机技术人
员，所以在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上存在着一定的不
足，这些不足所产生的相关问题，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
发展，同时也限制了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使用和发挥[2]。
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计算机应用技术
正朝着巨大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在当前信息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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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在信息管理中的使用，可以更好的对信息进
行分析、采集、整理等，促进了信息收集和管理有效性的提
升。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爆炸的社会，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
加，信息管理人员每天需要面临大量繁杂的信息，这些信息
的类型和存储方式等也越来越科学规范，计算机应用技术的
融入，可以极大提高信息收集的速度，同时保证信息收集的
时效性、有效性、完整性、可靠性，减少了信息繁冗，大大
的避免了信息管理中一些失误的产生。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
息管理的整合，对信息管理而言优势更大，它可以提升信息
管理的有效性，是其他信息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一个保障。

4 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技术整合的策略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4.1 强化信息管理意识

一项技术或者产品在生活和工作中投入使用前，对这个
技术或者产品进行必要的调研，充分了解它在工作和生活中
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再将其投入使用是十分必要的，这个
了解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也是意识培养的过程 [5] 。
实现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管理的整合，首先要求企业和员
工，对两者整合的作用和意义有一定的认识，并肯定两者结
合的优势，从思想上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信息管理的快
速发展，所以对企业员工进行信息管理意识的强化，是两者
结合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创新企业信息管理理念、优化信息
管理环境，更新信息管理方法等，提升员工对信息管理的认
识，强化信息管理意识之后，将计算机应用技术融合进去，
员工的接受程度会提高，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管理的整合
效率也会大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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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科技就是实力，速度就是效
率。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在工作中投入，尤其是应用
在信息管理工作中，可以提高信息的利用率，从而提高信息
管理效率。但是随着信息资源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信息
的传播速度与信息的处理速度不匹配，影响着信息资源的使
用。为了更好的提高信息管理水平，计算机应用技术的融入
是必然的，将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技术进行有效地结合，
计算机应用技术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为信息管理工作
服务。

3.3 提高信息收集与管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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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技术整合的优势
(Integration advantage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较为先进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在信息管理中的应用，不仅可以
提高信息管理工作质量和效率，还可以帮助信息管理系统完善
自身的性能等，提高信息管理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z.

等背景下，信息管理工作也需要紧随时代，融入信息技术、
计算机技术等，帮助信息管理向着现代化、技术化方向发
展。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计算
机应用技术在生活和工作中得以使用，它的广泛使用可以帮
助人们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企业发展水平。计算机应用技术
的发展，以及在工作中的应用，提高了工作水平，也推动了
中国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应用技术可以对海量的信息数据进
行高效的存储、加工和处理，各个行业发展的现代化，都和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各个行业中信息管理的发展也
需要不断的更新，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实
现信息管理的优化发展。
从信息资源中获取有效地信息为工作服务，才可以实现
对信息的管理。传统的信息管理方式，信息管理水平较低，
信息采集效率也不高，无法满足信息管理需求，每天面对繁
杂的信息管理工作，无法提高工作效率，不能满足人们对信
息管理的发展需求，所以在信息管理中引入计算机技术，可
以实现对信息资源的优化管理。在企业信息管理发展的过程
中，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充分利用，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
劲的推动力和坚实的保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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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促进信息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

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方法越
来越多，加之信息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需要人们对
信息资源进行有效地整合，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信息管理
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脚步，当前市场的
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要求对信息加强管理，保证自身信息
安全的同时，可以获取更多其他有效地信息，帮助企业更好
作出发展决策，减少信息管理失误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4] 。计
算机技术当前在企业发展中已经得到普遍应用，为了更好的
进行信息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的融入已经成了发展所需。
两者的整合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信息管理水
平，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高质量、高速度的完成信息管理
工作。利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快速、准确的找出所需的信息
资源，并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为企业各项工作服务，提高工
作效率，帮助企业实现与时俱进，又快又好发展。

3.2 帮助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的完善
信息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企业的发展水平，
信息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涉及的工序和内容较多，工作
人员每天面对的信息内容较为庞大，为了帮助企业完善信息
管理系统功能，实现信息管理功能的科学有效，提高信息管
理系统性能，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服务。计算机应用技术是当前

4.2 优化完善信息管理系统
在信息管理中，对信息进行的管理其实是一个过程，这
个过程就是对信息进行整理、分析、筛选等，传统的信息管
理方法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更无法适应信息管理
的要求，所以信息管理的更新优化就迫在眉睫了。为了更好
的帮助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信息管理中投入使用，企业将原有
的管理系统进行优化，为计算机应用技术的融入提供一个良
好的平台，促进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管理的深度融合。企
业的信息管理系统如何优化，可以从信息库、网络技术、终
端等地方入手，为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管理的融合，提供
一个保障和运行环境，减少信息管理和计算机应用管理整合
中出现不必要的问题。

4.3 提高数据信息的质量
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企业的信息管理中的融合，是为
了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实现信息管理的现代化发展，要将信
息管理中现有的数据信息的质量提高，进一步整合优化烦琐
的信息分析，为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应用打下一个基础。将数
据信息的质量提高，避免一些重复、无用的信息多次存储和
使用，浪费时间，降低了信息的价值，所以提高信息管理中
的数据信息的质量，对企业的数据信息进行初步的筛选、分
析，为整合打下基础，然后在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使用下，进
一步的进行信息分析、征集、归纳等，提高数据信息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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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便于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服务。

保障，所以企业的信息管理工作也需要有完整的制度为其工

4.4 提高员工信息管理素质

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保障，在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管理整合

当前企业发展中，信息管理专业人员较少，而且现有的
员工的素质和技术也相对较低，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也
无法满足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管理整合的人才需求。将计
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整合，需要进行该方面专业人才
的培养，更好的为两者的整合及企业的发展服务。加强企业
人才的培养，将员工的素质提高，满足企业信息管理的人才
需求，可以对企业内部人员进行综合素质培训，定期设置外
出学习、内部培训等，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员工进行培训，将
其综合素质提高，满足当前环境下，企业信息管理的人才需
求。转变人才培养观念，创新培训方式和方法，结合企业自
身特点以及发展需求，为企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帮助企业建
立一个良好的人才资源[6]。为了提高员工参与的积极性，可以
设置一些奖励，对培训的结果进行考核，表现好的给与一定
的薪酬奖励等，提高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除了企业需要
作出努力之外，企业的员工也需要提高认识，认识到当前环
境下信息管理的重要性，认识到培养自己的信息筛选能力和
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进而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后，也需要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为两者的整合提供制度保

作效率，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提供保障，很多工作是无
法顺利进行的，所以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是计算机应用技
术与信息管理整合有效进行的一道保护屏障。完善相关的管
理制度，明确信息管理各个环节计算机应用技术使用产生的
职责，并让信息管理人员严格的按照制度规定的职责、要求
进行各项信息管理工作，为信息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
供制度保障。对信息资源进行准确的分析，是信息管理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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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是发展的需要。所以完善（相关的）信息管理制度，
明确信息管理职责，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减少资源浪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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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信息管理发展[8]。

5 结论(Conclusion)

计算机技术是当前使用较为广泛的现代化信息技术，
而信息管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发展中引入
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企业的各项工作中，为企业带了较大的
便利。信息管理作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工作，信息管理质量
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企业信息管理中引入计算机技
术，实现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管理的整合发展，不仅可
以提高企业的信息管理水平，还可以完善企业的信息管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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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信息，从众多信息中筛选有效地
信息加以利用，是一件非常巨大的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的
融入，为信息管理带来了福音，为了更好的实现两者的融
合，需要不断的更新信息库，保证信息资源的时效性和完整
性，定期进行信息管理中信息库的更新，将最新的信息更新
在信息库中，满足员工的工作需求。定期对信息管理的信息
库进行更新，也是对信息库中的信息资源进行一次整合分
析，对有用的信息进行处理，将重要的、有用的信息进行提
取并保留，而没用的信息进行删减，进而扩大信息库的存储
量，更新信息库还可以将其中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信息，进
行替换，更新，保证信息库中的信息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7]。
及时的更新信息库，可以帮助计算机应用技术为信息管理提
供更全面、更前沿的信息，在企业发展中，发挥这些信息的
作用，为企业服务。

加上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应用，虽然增加了技术性，提高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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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及时更新信息库

障。信息管理工作本身涉及的环节、信息、工序比较繁多，

量，提高企业发展实力。当前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管理的
整合，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中的必经之路，信息管理质量直接
影响着企业的生死存亡，提高信息管理质量，为企业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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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本文论述，我们已经认识到计

4.6 拓宽信息收集渠道

当前社会发展和信息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不能及时
掌握这些信息及信息的变化，则会影响一个企业的发展。在
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等的影响下，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信息
的获取方式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何在诸多的信息中获取有效
地信息，成为当前企业信息管理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受网
络监管力度的影响，这些信息也存在着虚假成分，企业信息
管理者如果无法去伪存真，会造成整理的信息出现错误、重
复等，在企业进行发展决策的制定上会出现错误，所以计算
机应用技术在信息管理中的融合，需要将信息的收集渠道拓
宽，比如可以从各种网站上获取信息；利用人工智能、数据
挖掘等，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筛选，确保信息的准确性、有
效性和可行性，避免虚假信息给企业发展带来损失。通过不
同渠道获取的有价值的信息，保留在信息库中，为企业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

4.7 完善管理制度
任何一项工作的正常开展都需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来

算机应用技术在企业信息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
出实现计算机应用技术与信息管理整合的策略，希望对企业
的发展，以及信息管理质量的提升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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