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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郑晓青

（浙江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06）

摘　要　随着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和优化升级，“互联网 +”已经融入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并为

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本文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当前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的相关情况，首先探讨计算

机软件开发技术的意义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其次在这个基础上详细分析软件开发的方式和具体应用，最后提出

下一阶段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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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演进的浪潮中，计算

机技术也在不断创新迭代。进入到21世纪之后，信息化、

计算机化发展的速度更是与日俱增，给各行各业的传

统生产模式、经营模式都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极大地

促进了社会效率的提升。在计算机技术中起到关键核

心作用的是软件开发技术，借助软件开发技术多项运

营操作都实现了计算机网络化平台的操作，甚至是智

能化操作。

本文将以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

详细分析目前的发展问题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旨在

促进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能够实现新的优化升级，为

社会效率提升贡献更多的力量。

1 新时期计算机软件开发的意义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主要是指在计算机内部运转

过程中保证文件有效、快速、合理运转的支撑软件和

命令程序。通过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从而实现了多

种办公软件、系统软件的实时运转，从而为正常的工作、

经营提供辅助作用。新时期软件开发技术随着时代的

发展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功能也变得日益多样

化，具体来说，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的意义主要表现

为两点：

第一，为生产生活提供重要的计算机辅助作用，

在操作计算机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命令或按键就可以

完成系列操作。在这背后，其实是计算机软件技术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代码编写、软件开发等多种

方式实现了快捷化操作，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免去了很

多不必要的程序，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升了整

体工作运转效率。同时也借助计算机程序化的特点，

极大地避免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多种低级错

误，保证了整体工作运转的准确性。

第二，为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和目前的“互联网 +”时代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在“互联网 +”广泛普及并发挥重要功

能的过程中，后台是由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事实上，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主要可以分

为两大部分，分别是互联网平台的平台网页设计以及

互联网平台的后台服务器软件，而以上两大部分都需

要依靠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来完成整体设计、开发、

试行和运营的全部流程和过程。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

在新时期的快速发展，为互联网时代的运营工作奠定

了充足的软件准备和基础准备，是当前时代“互联网 +”

能够迅速发展、融入各行各业的关键支撑 [1]。

2 新时期计算机软件开发的问题

目前来说，我国在计算机软件开发方面仍然处于

初步发展阶段，较世界领先国家的软件开发水平来说

存在一定差距，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我国计算机软件开

发方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具体来说，

这些问题表现为以下几点。

2.1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

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技术不仅仅是计

算机技术，而且还包括创新研发技术。计算机软件开

发和其他的创新研发技术一样，都应该受到知识产权

的保护，防止盗版侵犯。但是实际上在市场运转的过

程中，对计算机软件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缺乏系统性、

规范性和运转性，使用效果良好的计算机软件在市场

上都存在着盗版复刻技术。这直接影响了正版化软件

的运转和操作，使目前计算机内的软件实际运转效果

良莠不齐，这也是制约着我国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能

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下一步工作

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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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盗版软件，维护软件开发市场的有序运转。

2.2 软件开发方面缺乏智能性技术的支撑

目前来说，计算机互联网领域主要的发展趋势仍

然是以智能化为主，在下一阶段发展的过程中，旨在

借助智能化技术和理念，使更多的技术操作步骤实现

自动化处理和智能化运营，从而在这个过程中节省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就当前时代计算机软件

开发来说，智能化技术的支撑和引入仍然处于初步发

展阶段，并没有完全关注落实智能化的发展理念，这

也是导致计算机软件技术优化升级过程中面临阻碍的

主要问题来源之一 [2]。在这方面，目前来说已经初现成

效的主要还是几大互联网龙头企业，如阿里设置了自

主研发的数据库，可以容纳数以亿计的数量的数据进

行自动化处理。百度也进一步开发了人工智能技术，

从而渗透到了各类基础性应用软件中去，借助这些智

能化数据和软件来支撑目前互联网软件技术实现了功

能更加多样化，效率更加快速化的运营状态。在下一

步发展的过程中，软件开发技术亟需进一步优化核心

技术，引入智能化理念和技术支撑，以此来对其进行

优化升级和不断完善，促进关键技术的功能逐渐多样

化，应用更加广泛化，给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

变化和影响。

2.3 计算机软件开发缺乏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

开放性和计算机软件专利技术的保护并不是完全

相反的两个概念，而是共存的两个概念。开放性是指

在社会上广泛普及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计算机软件开

发技术。借助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我们可以实现日

常生活中很多工作的便捷性开展，尤其是借助目前较

为主流的 python技术，可以实现数据的自动提取，极

大地减少了数据搜集过程中所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

但是目前来说，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工作仍然处于初级

阶段，很多的学生和工作者只是初步开展学习相关方

面的软件开发技术，并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利用技术开

展工作的熟练阶段，这也是下一步发展过程中需要达

到的目标。开展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应用的普及是重

要的工作内容，有助于推动社会各界工作效率的提升

和优化，充分发挥计算机软件技术的重要作用。

3 计算机软件开发的方式

当前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渠

道，分别是原型化和自动化两种。首先，原型化是目

前计算机软件开发中较为普遍的方式之一。原型化主

要是利用开发人员的前期设计，使他们对将要开发的

软件有清晰的了解和认知，从而以此为标准展开实际

开发设计工作。这样做可以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大量

节省开发时间，使开发出来的软件使用功能与客户的

需求更加吻合。但是这一开发方式同时也面临着难度

较大的问题，倘若在大规模软件开发中应用，那么难

度系数也将会进一步提升。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演进，软件开发方式又进一步衍

生出了自动化开发方式。自动化开发方式与原型化最

大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在前期设计阶段就进行详细的

规划和清晰的认知，自动化开发方式相比而言，难度

系数更低，只需要在前期进行简单的设计和方向的指

引，而在实际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再根据客户的需求，

有针对性地编写相关的代码，进行自由设计，因此在

大规模软件开发过程中，软件开发师更倾向于选择自

动化开发方式 [3]。

4 新时期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的应用

4.1 常见软件开发技术

在上文详细分析了软件开发方式的不同，根据不

同的软件开发方式，从而衍生出来的软件开发技术也

各有不同，种类多样性。首先，目前常用的软件开发

技术主要是表现为 Java、PHP等。Java是当下软件开

发技术中最普遍的一种，主要适用于较大规模的软件

开发和一些创新性开发。在使用 Java进行软件开发的

过程中可以保证开发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与客户

的需求更加吻合。Java主要是通过编写程序代码的方

式完成整体软件开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程序员对

于开发的方向代码编写方法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性和自我操作性，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进行及时的调

整。其次，目前常用的软件开发技术还有 PHP。PHP

与 Java相比，其技术难度程度更低，容易上手。但是

在一些大规模开发项目上，却有可能并不胜任，因此

普遍适用一些中小型开发项目中。PHP软件最显著的

特点不仅表现为难度系数，更多的是表现为其速度快、

成本低，针对一些小项目的开发可以快速完成，立杆

见效。多样化的软件开发技术就决定了其使用的场景

的多样性，因此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应该首先详细地

分析使用场景和开发背景，从而有针对性地选择最合

适的软件开发技术。

4.2 面向对象的软件技术

另外一种软件开发技术应用表现为面向对象的软

件开发技术，这一软件开发技术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其

开放性和透明性较高。由于目前计算机技术水平的不

断发展和提升，无论是使用端的客户需求，还是开发

端的程序多样性，都面临着日益丰富的发展态势，在

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给后期的计算机系统维修维护工

作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困难和挑战性。因为前期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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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多样性程度较高。因此在后期进行进一步延

续维修的时候，就会面临不知道选择什么方法或方法

使用不吻合等问题，而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技术可以

极大地缓解这一问题现状，通过其较好的开放性、透

明性的典型特点，使后期维护工作也能够轻松上手。

除此之外，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技术，另外一个显著

的特点表现为可拓展性强，可以极大地缓解软件在后

期维护更新过程中速度缓慢问题，保证后期维护更新

工作能够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成本保质保量完成。

5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5.1 智能化

如果说 21世纪是计算机网络化的时代，那么 21

世纪 20年代便是智能化发展的时代，我国提出了 2025

智能制造口号，目前各行各业都在借助“互联网 +”平

台和计算机技术大力开发智能化软件应用，向着智能

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来说也

不例外。在下一阶段发展过程中，计算机软件开发技

术所表现出来的最显著的趋势莫过于智能化趋势。具

体来说，智能化是指利用“互联网 +”平台、云计算、

计算机技术等从而实现电脑软件的人工智能化，使得

电脑软件能够在程序的操控下获得更大范围内的自主

运行，从而来完成实际生活工作中的一些应用。对于

软件开发技术来说，随着其智能化的程度不断提高，

在前期开发过程中，开发时间和难度系数都会相应地

减少，同时也会与客户的需求更加吻合，可调整性、

可操控性也会更高 [4]。

5.2 服务化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还表现为服务更强的发展趋

势，这主要是根据现在客户需求多样性提高而产生的，

目前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生产的方向也与日俱增，从

而客户对于计算机软件所能达到的功能的需求也会变

得更加多样。为了能够最大程度上地吻合客户需求，

使计算机软件开发功能表现得更为多样性，在下一步

开发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于服务性这一发展趋势。

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更多地去考虑客户端的用户服

务，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目前在互联网

公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服务化功能，

各互联网公司普遍设置了产品经理这一岗位，旨在以

客户的视角去审查软件开发的全过程，从而为其提出

及时的指导和方向。在客户经理这一岗位的指导之下，

计算机软件开发才能够更快地适应市场发展，更好地

吻合客户需求，更大程度上地满足服务化的特性。

5.3 开放性

具体来说，开放性是指两个维度。首先在计算机

软件开发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软件开发方式和开发程

序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这样做是为了给后期

软件的维修更新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其能够快速

上手开展相关工作，不至于因为前期软件开发方式的

多样化而面临难以对接无法开展工作的困境。因此，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应该着重强调开放性、透明性、

公开性等关键要素，使软件开发、软件维修、软件更

新的全过程都能够以较高的速率、较好的质量完成相

关工作。另一方面，开放性是指计算机软件开发这一

工作在社会中的普及性，相对而言，计算机仍然属于

难度系数较高，普及程度较低的高水平知识。这就导

致了目前能够使用计算机软件开发完成相关工作实现

相关需求的人仍然处于少数。但是，计算机软件开发

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却与日俱增。

通过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工作

程序的自动化、智能化，极大地减少了这个过程中所

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目前社会表现出

全民学习计算机软件开发知识的趋势，尤其是对于一

些入门级计算机软件开发工具，如 python等更是实现

了学龄前儿童的普遍学习。未来这一趋势还将进一步

发展和衍生，计算机软件开发有可能也将作为一门主

要的必修课程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从教育方面、从源

头上来实现其计算机软件开发知识的开放化、普及性。

6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 +”已经融入各行各业

的发展中，支撑“互联网 +”的关键技术就是计算机软

件开发技术。目前来说，我国在计算机软件开发方面

仍然是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发展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下一阶段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核心

竞争力，开发更多的核心关键技术。在这个基础上加

强对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开放性、智能性发展工作的

准备，推动计算机开发技术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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