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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信息通讯网络的内涵及发展趋势
孙晓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平度分公司，山东 青岛 266700
[摘要]近年来，通信技术不断创新，促进了各领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
步。特别是信息通讯网络为人们创造了一个万物互联互通的环境，为社会全面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文章以信息通信
网络为研究对象，对其内涵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探索，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信息通信网络实现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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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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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ields,
greatly changed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particular,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has created an interconnected environment for people and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overall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ak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hoping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erf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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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的社会各行业和领域都离不开网络信息通信技术，我国的社会发展正在逐渐步入信息通信时代。作为提高信
息资源共享效率、创造高速及安全的通讯环境的重要技术——网络信息通信技术，对相关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需要明确信息通讯网络内涵的基础上，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强化信息通讯网络的运行能力，从而促进信
息通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 信息通讯网络的内涵
自古以来，人们的生活就无法缺少通信，古代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例如命令、战报等，通过烽火、击鼓、旗
语等方式来实现，后来逐渐演变为利用飞鸽传书，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借助这样的媒介来进行。然后，科学技术的
发展使电报、电话、计算机等方式出现在人们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光信号、声信号的信息传输媒介被转变，改为电信
号、数字信号，这也标志着网络概念在世界的诞生。网络是将物理链路与独立的工作站或主机连接在一起，所建立的
输送数据的数据链路。网络和通信采用相应的软、硬件设备，可以进行人、计算机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交互、资源
共享。
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信息通讯中网络通讯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关键，特别是信号发送技术、数据传输技术更是为
通讯图像传输、通讯声音传递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提高了信息通讯的便捷性和直观性，并提升
了信号传送质量和效率。网络给信息通讯创造更多的可能，因此，信息传输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并使得网络通
讯技术受到广泛应用，无论是为企业发展，还是为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都带了巨大变革。基于通讯技术的高效、快
捷的特性，利用网络传输技术，能够实现传播内容丰富化、通讯质量优质化。
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过程中，采用并优化移动通信网络有着极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伴随着通信网络服
务的对象越来越多，对信息传递技术也提出了精进的要求。推广与优化通信网络有助于为用户信息传输营造高效、可
靠的环境，减少通话中产生的故障或杂音问题，提高通话稳定性和便捷性，提升用户的体验感。其次，随着近些年来
的不断发展，通信网络已成规模，有着较为完善的建设企业和消费群体，为解决社会人群就业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并且，强化通信网络的发展，能够在提高通信网络服务质量的同时，提高运营商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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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G 移动通信技术及其在信息服务中的应用
5G 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其与 4G 网络相比，具有许多技术优势。具体有：
①信息传递速率高，5G 网络的架构是全新的针对移动通信系统而建立的，因此 5G 的峰值传递速率要更高，约为
4G 网络的 10 倍，因此其通信流畅性更强，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好的网络体验；
②信息传输延迟小，5G 具有毫秒级传输时延的特点，能够实现即时通信，为提高通信效率提供更强的技术支持；
让时延体验无限接近于“零”，是 5G 网络技术为用户提供沉浸式体验的关键；
③网络连接能力强，5G 技术有着千亿级别连接的承载力，可以容纳更多终端设备，保存更多的数据信息，全面提
高网络性能。
当前，5G 在各领域的数字化、信息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关键的技术基础。随着各行业经营模式的变革与创
新，5G 的应用还将继续深入，5G 将进一步拓展数字化经济发展的空间，并成为移动通信的主导，为社会、公众提供全
方位服务。
2.1 在物联网方面的实际应用
举个例子，无人驾驶对信号接收具有一定的要求，4G 网络相比 5G 通信技术而言，实现有效接收需要几秒钟，而
5G 通信技术的大范围应用，可以有效提高信号发射与接收效率，5G 通信技术在无人驾驶方面的应用推动了无人汽车的
发展与创新。其他智能化设备也如此，利用 5G 通信技术，能够解决传统的低效率问题，从而高效、精准的实现智能化
控制。5G 通信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2.2 在数字化信息服务中的应用
在 5G 通信技术的支持下，人们可以享受到数字化的信息服务。例如，5G 时代下的网络下载、阅读额速度将得到提
升，人们能够快速的听到自己想要听的歌曲。并且，5G 网络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好的体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
进入 5G 时代，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方式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3 在云端计算中的应用
5G 移动通信技术作为一项新型技术，能够为云端计算提供更多的服务。在通信市场的发展中，云端计算占有一定
的地位，然而，云计算在应用过程中的垃圾数据量较大、传输效率低、损耗大等情况，不离开云计算的有效应用。在
网络要求方面，服务商具有高质量、高效率的要求，而采用 5G 技术能够节约应用资源，减少云计算的损耗。云服务与
5G 通信技术的结合，能够增强云服务用户的体验感。并且，5G 技术的全方位覆盖及快速的传输效率，能够很好的解决
服务器卡顿、宕机等问题，满足用户的网络质量及舒适度方面的要求。5G 通信技术还能够提高游戏应用服务的水平，
对游戏数据和用户数据进行优化，提高数据上传的便捷性和速度。

3 信息通讯网络的发展趋势
3.1 传输网、接入网、无线网的发展
纵观现阶段通信网络的发展情况，将来光纤信号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实现反复转换减少、利用全光纤网络
等，从而提高信号传输的整体水平。网络与通信有机结合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趋势，两者的深入融合将有利于资源最
大化利用与效益最大化提升。除此之外，移动网络智能化的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进而为公众提供高效、经济的网络
通信体验。
3.2 拓展信息通信网络资源维度
资源是信息通信网络中的基础物质，因此，强化信息通信网络资源的传输效率非常关键。尤其是先进网络传输环
境自身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基于此，不同网络环境及终端会给资源传输效率带来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应当深
入研究信息通信网络资源的维度，通过深度挖掘与拓展，有效促进信息通信网络实现进步。
信息通信经历了人与人发展、人与物发展，伴随着无线业务的开展，又出现物与物发展，从而使无线电频谱无限
接近其最大承载力，如此对新业务开拓创新形成了一定的阻碍，使得信息通信需要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无线电波承载性
能，从而达到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传输要求。
依据电磁传播理论，对相应的传播动能与载有能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涡旋电磁波相交光学涡旋波的发散性更强，
实际传播时，其发散特性还与传播距离呈正相关，比如，传播距离为 50m 时，相应的分布直径为 2m，如果传播距离加
大到 1000m，分布直径也增加，可以达到 1000m 以上，这增加了信息的有效捕捉难度。并随着拟态值持续加大，发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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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会变的更加明显、复杂，并会遭受外界信号的困扰，所以要实现涡旋电磁波开发成为未来无线通信，还有着严峻的
考验，无论是信息传递、接收等方面，都要进一步解决与优化。
3.3 提升信息通信网络资源利用率
就目前信息通信网络的发展而言，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人们对的日常生活与日常工作当中，因此这就要求信息通
信网络在资源利用方面不断增加新业务，以确保其满足大数据时代对信息通信网络的实际应用需求。例如城市化建设
中正在逐步推进的智慧城市建设、全国联网的健康医疗，以及我国一些重点工业制造领域的信息化发展等，使待处理
信息量越来越大，这就要求通信网络本身的存储量不断提升，并且不断进行信息处理技术革新，以确保信息通信网络
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伴随着网络信号的越发密集，还应针对无线网络干扰问题做出相应调整，根据环境需求与传播特性建模信号，对
网络容量与超密干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从而设计相应的干扰规避与消除手段，使网络容量得到有效提升。
3.4 改进区域网络的性能
各种设备想要便捷的进入或离开网络，需要网络具有低延时、大宽带、自组织网络方面的能力，以解决区块链网
络拥塞问题。采用 5G 通信技术，能够很好地提高区块链的工作能力和效率，利用本地业务数据分流，在制定区域内进
行数据分发控制，使区块链安全性得到提升。随着 5G 通信技术不断完善与成熟，对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
来说，区块链技术将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3.5 智能驱动信息通信网络发展
我国已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在未来社会发展中，人工智能是各领域的重要趋势。特别是智能城市建设、智能生活
的植入，人工智能理念的应用将更加深入。信息通信网络与人工智能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其一，经过大量数据的交
互计算与处理，才能实现人工智能，所以信息通信网络是人工智能的支撑；其二，信息通信网络来说，其发展过程中
要依靠智能化信息处理来增加自身的网络容量及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在数据智能处理过程中，需要分析与研究网络
节点设计问题，通过实现外部信息高效交互、自我准确识别和内部有效处理来达到智能化信息通信网络的需求。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网络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离不开信息通讯技术的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信息化发展的高速时期，
相应的工作人员必须能够对信息通讯网络的内涵有深入的理解，采用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体系对其进行有效的改进，
推动信息通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给人们提供更加高效和便捷的信息服务，提升人们的使用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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