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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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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 IT 的发展，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成为 IT 发展的基础。在信息通信的频繁发展中，移动互联网以其独特的操

作方式和便利的使用方式，成为通信技术发展的核心。本文对计算机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简单的介绍，分析了我国

计算机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情况，总结了未来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　计算机网络　移动互联网技术　行业化

中图分类号：TP3；TN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1）11-0005-03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计算机的要求也变得

越来越高，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现有的 PC 处理服

务正在向网络转移，对计算机技术的需求也在增加。但是，

作为计算机开发的新方向之一，“技术瓶颈”现象是目前

PC 厂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克服这些技术障碍，制

造商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开发先进的微处理器技术和先进的

计算机存储技术。因此，各国的计算机研发人员在不断研

究新技术，计算机结构开始从结构变革向设备与技术的过

渡，促进了计算机的发展。在未来，量子计算机、纳米复

合材料会一一登场，还将会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扩

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1 关于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分析

在新时代，通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计算机网

络提供了发展空间，通过网络可以将多台计算机连接起来，

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数据和资源的使用效率。计算机刚上

市的时候，成本非常高，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人们开始

研究其他技术，使得终端远程技术出现。计算机网络技术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在 80 年代后半

期迎来了顶峰，多媒体技术也随着本地通信技术等技术的

发展而出现。90 年代互联网出现，从那时起我国的互联网

技术逐渐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机会，移动互联网技术

表示着独自的运用方法和模式。为了企业的未来，推动企

业的发展，促进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加强企业应对机遇

和挑战的能力，具有非常积极和现实的意义，也是为事业

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移动连接是手机和互联网的结合，

不仅兼用两者，而且更加有效便利，保证了商务服务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网络的出现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

会，宽带 IP 业务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中的重点，用户可以更

好地识别丰富的语言、视频、文本和新媒体，这也是当前

信息处理的一个突出部分。短信服务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发

展的核心，短信服务的发展改变了人们日常交流的传统方

式，用户可以向不同的人发布同一条信息。近年来，随着

智能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也在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和

物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交流方式，人们越来越

依赖互联网获得更广泛的信息资源，这推动了移动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

互联网市场前景广阔 [1]。

2 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现有发展情况

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网络是 Internet，它也是世

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网络，特别是在当今计算机技术飞速发

展的时代，Internet 已经完全转移了远程访问、电子邮件等

许多重要功能。同时，互联网为用户提供了多种获取信息

的途径，用户可以更方便、更快地在互联网上开展各种信

息获取活动。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的有机联系造就了移动互

联网技术，大多数优点是两者的结合。移动终端、无线宽

带接入等技术的发展将加速世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另一方面，与移动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在应用、移动终端、

接入网络等诸多方面正逐步接近理想状态，基本满足了人

们的心理预期。

现在，我国计算机技术与移动互联网不断发展，但从

其发展现状来说并不理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缺陷阻碍了

两者的发展需要迅速修正。目前，移动互联网技术中的无

线局域网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移动互联网整体的传输效

率与应用水平不高，很难保证信息质量，无法提高资源效率，

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另外，网络内的很多资源没

有被有效利用，无法更准确地识别和连接移动设备，造成

资源浪费，这对移动设备的正确定位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大大降低计算机和网络之间的信息交换速

度。移动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非常重要，移动互联网技术

在自动化方面还有缺点，必须及时应对。

3 计算机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3.1 趋于行业化的发展

众所周知，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高性能的计算机

才能完成。有时候，用高性能的计算机解决简单的事情还

会引起问题，因此计算机的性能和形态会与将来的产品有

很大的不同。例如，大型超市里有贩卖 ATM、彩票售卖、

银行终端等等，通过分阶段开发多功能计算机，提高生产

率和降低成本，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倾向也会出现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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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生活中 [2]。例如，“家庭智能控制计算机”，它是

电器控制中心，主要控制电产品、照明器具、电视、冰箱、

空调、洗衣机等，使我们的家成为智能的家。近年来，我

国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速，许多企业之间的

通信和合作增加，移动虚拟开关也相继出现，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的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产业发展也将集中在移

动网站和办公室等方面。

3.2 不断提升移动互联网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中，尽管移动互联

网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安全风险也

在增加，为了提高今后移动互联网的安全性以及网络技术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了防止重大犯罪，采取必要的对策

是很重要的。为了进一步确保用户的安全，必须从移动互

联网的安全性着手，只有保证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发展，

才能提高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安全性和可靠性，创造坚固的

网络环境。通过使用一般互联网的信息保护系统，或者通

过引入智能移动互联网，可以提高适当的防御资源的可用

性，引入到移动互联网技术中可以确保信息保护系统的稳

定性和无序性。另外，通过使用二进制算法，能够提高移

动互联网信息的机密性、信息传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信

息的抗干扰能力。

3.3 朝着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高，民用化计算机可以保持一定

的智能水平，这对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非常有

帮助。另外，家庭机器人将出现在舞台上，解决生活中的

琐事，使人们在工作、学习、交流、娱乐等方面有更多时间。

现阶段，年轻一代的电子宠物越来越受欢迎，这主要是因

为电子宠物更加容易饲养，能不断地交换，与宠物交流起

来也比较顺利，能够模拟各种宠物，解决了宠物出现的各

种问题，由于这些优点，电子宠物将取代真正的宠物成为

人类未来的新伙伴。计算机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也实

现了计算机化，传统的信息服务逐渐从文字过渡到图像、

声音等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中合理融入新技术。比方说，

在网页中借助 Push 植入广告、信息等，提高了企业的社会

影响力，企业的产品变得更加广为人知了。现阶段我国的

移动互联网业务主要就是手机视频、手机咨询等。例如，

在汽车驾驶智能考试中，通过有效组合移动互联网和计算

机技术，可以有效监控道路信息的状态，提高驾驶的可靠

性和安全性，利用网络地图使车辆运行良好，提高运行效率，

避免绕道 [3]。因此，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有效发展，计算机技

术也必须更加智能化。

3.4 朝着商务化方向发展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可以轻松地发现移动互联网的身影。例如，电子

商务的普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网上购物和资金转账也

在增加。目前，我国手机通信运营商和金融公司的合作也

十分紧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金融行业的进步和发展。微

信的智能手机结算、支付宝的手机支付、网上银行等服务

也相继出现，人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未来，人类的

工作和生活以及住宅智能控制都将使用计算机，并且计算

机可以与用户持续联系，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

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流就像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样，用

户能够灵活运用计算机，计算机是一种感情的产物，可以

和用户交流喜怒哀乐。美国的微软副总裁 Hudeka 指出，未

来的计算机将变成与人们交流情感的产品，我觉得用这句

话来说明未来计算机的概念是正确的，可以想象将来交流

方式的多样化，人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对话。随着

计算机智能的提高，很多东西可以自动选择，再也不需要

手工程序，软件界面可以像现在的家电和移动操作一样简

单操作，老人、儿童包括没有接受训练的人都能够灵活运

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生活与工作越来越离

不开计算机，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频繁，人们更加自然

地运用计算机，这时计算机中的应用程序不再是冰冷的“人

工智能”程序，计算机用户界面会更加人性化 [4]。

3.5 高效化的发展趋势

1. 传输速度快。以前，移动互联网被限制在无线传输

速度上，为了促进移动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共同发展，

有必要解决信息传递的问题。例如，在现有的通信系统中，

同样手机的消息大小的数据传输速度是 100Mbps 以上，但

是通过使用计算机技术，可以提高传输速度，达到 1Gbps

左右的传输速度，还可以发送更多的数据和信息，更好地

满足最新的信息传输要求。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视频和 AR 的连接也成为可能，为了实现这个突破，需要迅

速建立高质量的信息通道。要想实现上述目标，计算技术

的发展在依靠硬件设备时，还要保证移动智能设备的更新，

保证硬件设备可靠。另外，要加快先进软件的开发，为移

动互联网技术提供软件设备支撑。从实际情况来说，移动

互联网社交大多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但是现阶段的硬

件设施还存在缺陷。

2. 研究和建立描述移动互联网结构的理论和方法，创造

动态网络环境，可以迅速回顾多种不同类型的分布和变化。

移动模式的移动主体的管理和地址分配策略以及系统结构是

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基础，网络拓扑体系至少需要满足以

下条件：第一，动态地反映网络拓扑的频繁变化，并支持移

动代理的复杂拓扑变化；第二，考虑到网络的动态特性，可

以支持动态拓扑的设置和路径协议的设置；第三，新理论与

传统的网络前缀描述系统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它在动态网络

区域之外相对稳定，不仅代表有效的拓扑结构，而且有助于

优化区域内的路由寻址；第四，研究 IPv6 地址资源和结构

化地址指南，关注新网络协议的地址指定和管理理论。

3. 移动互联网路由协议理论及算法的发展和改进，提高

了网络性能。对于基本网络支持环境、网络配置方案的复杂

（下转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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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数据处理过程等方面进行优化，从而提高数据分析

与业务处理的综合水平。

3.3 数据分析与数据整合

在创建 BI 层、数据管理以及源数据层的基础上，对不

同数据关系进行整合与处理，可实现数据仓库技术的实际

应用效果提升。在实际应用与处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在数

据分析与业务处理的基础上，对数据关系进行分析，在数

据建模与处理的前提下，利用数据仓库技术，对数据关系

以及数据整合等方面进行调整，从而满足数据仓库建设与

应用的综合发展需求。在数据仓库的搭建与分析中，可利

用数据传输机制，对数据关系、信息处理过程等方式，落

实数据访问服务。结构化、半结构以及非结构化数据的处

理分析，则可以在 ETL 处理以及 Hadoop 平台，对不同数据

关系进行调整与处理，在 BI 层实现数据分析与数据优化。

在数据信息处理与分析的过程中，则需要利用数据挖掘的

方式，对数据关系进行处理，从而提高数据分析水平。

4 结语

数据仓库与大数据的融合，则是在数据信息处理的基

础上，对数据库技术的实际应用进行分析，在优化数据管

理机制的前提下，可实现业务数据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数据仓库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则是在数据挖掘与信息处

理的基础上，对数据管理过程、业务处理方式等方面进行

优化，从而实现数据管理与数据信息处理效果提升。在大

数据技术分析与业务处理的基础上，可通过技术融合的方

式，对技术方案以及数据仓库等方面进行优化，通过数据

分析处理与数据信息处理，建立数据架构，并建立数据仓

库与大数据技术融合方案，从而实现大数据业务数据处理

效果提升。

参考文献：
[1]　刘强 . 试论数据仓库与大数据融合 [J]. 电脑知识与技
术 ,2020,16(10):7-9.
[2]　杨磊 . 大数据的发展及数据仓库的融合应用 [J]. 数字技
术与应用 ,2019,37(06):62,64.
[3]　李岩岩 , 潘文彬 , 汪新 . 数据融合技术在仓库监测系统
中的应用 [J]. 蚌埠学院学报 ,2016,05(06):5-8.
[4]　于鹃 . 数据仓库与大数据融合的探讨 [J]. 电信科学 ,2015, 
31(03):166-170.
[5]　万抒 , 冯中华 , 余文杰 , 裴华 . 针对攻击链的安全大数
据多维融合分析架构和机制研究 [J]. 通信技术 ,2021,54(08): 
1975-1980.
[6]　周静 , 余浩然 , 米清奎 , 黄忠 , 龚伟 . 统计数据与大数
据源的融合应用[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38 
(02):77-83.

（上接第 6页）

性，移动互联网主题的移动模型和动态网络的高性能路由

协议包括主机和子网多管阵列，它位于相对稳定的位置，

被定义为特定前缀，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算法上都非常优

秀的移动对象，可以为移动互联网建立动态中介网络。拓

扑关系的频繁变化对分散网络以及路由实施有着非常大的影

响，消耗了大量的服务处理器与资源。除了保证动态网络

路由协议之外，还要解决动态拓扑管理存在的问题，需要

复杂的移动主机配置的示意图和移动操作的示意图，便于

找到子网内主机之间出现的子网传输与路由问题。为了保

证路由的有效性，需要设计路由协议，分析动态代理网络

所具有的新特征，便于人们发现问题并总结路由协议在新

环境下的理论以及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实时了解动态，便

于路由协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改协议设计和对象移动。

4. 研究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的组播原理、算法和协议。

组播理论、算法和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现有的 IP 网络，还

可以应用于未来动态变化的网络，为了积极应对网络发展

情况，需要研究动态路由协议理论。例如，对现阶段的固

定网络组播技术以及移动 IP 网络组播技术进行定义，可以

相应地管理和维护移动节点资源的网络变量。另外，根据

网络组播之间的相互协作，为系统提供可靠的连接。在分

析优化分层机制基础上，解决组播与组播树以及地址管理

等问题，特别是节点切换、高速传输机制和组播路径问题

的方法。组播路由协议是保证源组播子网到目标组播子网

的传送，组播路以树形为主，分为最短路径树和共享树两种。

本研究主要就是通过分层移动性管理来将节点与基本多播

传输树分离，避免移动节点对组播结构的影响，并在变化

网络中实现组播管理机制。

4 结语

当前，计算机与移动互联网成为时代发展重要内容，

分析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发展有着重要作

用。因此，企业必须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意义和构想出发，

有效地整合当前发展过程的现状，完善计算机和移动互联

网技术水平，满足时代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1]　李响 .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趋势探讨
[J].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18,14(35):39-40.
[2]　魏景林 . 计算机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J]. 电子技术
与软件工程 ,2017(12):14.
[3]　滑涛 . 浅论计算机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J]. 科技经
济导刊 ,2016(14):22.
[4]　吴功宜 , 吴英 .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发展
与网络课程改革——对计算机专业研究生系统能力培养的
思考与实践 [J]. 计算机教育 ,2015(21):107-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