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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计算机互联网技术进入了腾飞状态，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计算机软件编程过程中，C语言是最重要的一种语言，这一特点让 C语

言对计算机编程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需程序人员充分明确 C语言技术的优势，合理应用 C语言，加快计算机

软件编程的速度，提升计算机软件编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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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语言技术是基于计算互联网技术完成编程设计

的新型技术，属于高级编程语言，可在多种跨平台编

辑编译运行中应用 [1]。与其他类型编程语言比较，C语

言应用中具备操作速度快、操作难度低以及兼容性强

等多种优势。在计算机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C语言技术伴随着时代、市场发展而变化，主要体现在

C语言内容优化这一方面。但这一变化无疑能够更好地

满足计算机软件编程需求与设计需求，可减少漏洞问

题导致的负面影响。所以，在进行计算机软件编程操

作期间，必须积极使用 C语言技术，充分发挥 C语言

的优势，及时优化计算机软件编程操作环节，缩短编

程操作时间，提升编程内容逻辑性，发现编程操作问题，

继而保证计算机软件编程工作有序、高效开展，最大

程度上提升计算机编程的实用性及有效性。

1 在计算机软件编程中应用 C语言技术的优势

C语言是一种基于 B语言研发出来的语言技术，

诞生后便受到顶级计算机学者的关注及重视，并在这

一过程中持续优化 C语言，最终在 1989年形成完备 C

标准 [2]。C语言属于面向过程的新型编程语言，和后续

强大的面向对象编程存在一定差异，C语言设计的根本

目的是提供简单、好编写、运行效率高、便捷性强的

语言编写技术，同时兼顾高级语言、低级语言及汇编

语言等优点，无需设置相应运行环境便可顺利运行。

与其他语言比较，C语言具有较大应用优势，优势分析

内容如下：

1.1 语言简洁

从 C语言的语言特点可发现，一共有 32个关键字、

9个控制语句，编程操作期间不会被字母大小写限制，

自身不提供相应的硬件操作以及文件操作，但可通过调

动计算机相关库满足 C语言实际操作目的 [3]。

1.2 结构化控制语句

C语言提供多种条件语句，包括While循环以及 for

循环等条件语句；还提供多种结构化语句，包括 switch

选择语句等；这些条件语句可满足复杂函数的相应逻

辑控制需求。

1.3 数据类型丰富

C语言具有十分丰富的数据类型，提供整型数据

类型、字符型数据类型、浮点型数据类型以及数组型

数据类型等，C语言还具有洽谈语言不存在的指针型数

据类型，这些数据类型能够形成灵活多变的计算机编

程模式，可满足编程人员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编程需求，

还可帮助编程人员进行各种各样的数据类型计算，辅

助编程人员高效完成数据计算、数据汇总分析等要求。

1.4 运算符丰富

C语言可提供基本运算符号、逻辑运算符号、多种

括号以及赋值符号等 34个运算符号，这些符号能够组

成十分丰富的表达式，满足计算机编程人员的各种计

算机软件编程需求，最大程度上提升计算机软件编程

的效率及质量。

1.5 物理地址直接操作

C语言能够利用某些库函数，直接对硬件内存地址

实施读写操作，所以在系统软件编程操作中具有十分广

泛的应用，能够辅助编程人员顺利完成各种程序编程。

1.6 可移植性

C语言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帮助用户解决其关注的问

题，属于面向过程编程语言，所以在应用该语言过程

中无需关注所处运行环境，只需要思考计算机软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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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实际需求，思考如何结合相关需求编写相应代码。

在程序设计顺利完成之后，在不同系统环境中顺利运

营，即便硬件环境不同，也不用进行代码改动，或只

需要进行少量代码改动，可有效减少程度移植的实际

工作强度。

1.7 应用效率更高

C语言实际应用中，整体结构更为简洁，内容清

晰度明显更高，可直接进行内存访问处理操作，所以

在计算机编程的整体操作过程中，具有极强的便捷性。

应用 C语言期间，还可直接调用系统功能，在接受硬

件系统下达的相关指令之后，还能第一时间做出有效

反馈，所以应用效率非常强，这也是其他类型语言不

存在的一种优势。

1.8 数据类型简单

C语言实际应用中还具有相应的数据类型简单这一

特点，从 C语言的既往应用经验可发现，C语言实际

应用中涉及多种数据类型，比如普通数据、构造数据、

指针数据以及队列数据等，这些数据均可在应用中归

纳至基础及简单的内容范围中，和计算机软件编程有

效融合之后，还可解决更多计算机编程的相关问题，

进一步优化数据信息实际价值。

1.9 灵活性更强

正常情况下，C语言应用中，若内存单元有不同之

处存在，但具有相互符合地址条件，则可在空间领域

中储存变量，利用指针实现赋值操作这一目的，准确

描述相应变量地址，动态准确地完成相关分配、存储

等任务。在函数指针定义期间，还需根据指针名称实

际情况以及数值情况，结合实际类型，科学地应用指

针，只要能在软件编程期间全面系统地掌握指针形式，

便可灵活便利地调用指针，落实相应编程工作。

2 基于 C语言下的计算机软件编程技术应用

策略

计算机软件编程中，积极应用 C语言技术，无疑

可有效简化操作体系及编译程序，还可减少错误现象

发生概率，增加计算机编程准确性。所以，进行计算

机软件编程期间，需重视C语言技术的科学、合理应用，

充分发挥 C语言技术的实际价值。

2.1 重点应用指针

指针是相关程序编写操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合理、科学地应用指针，能够高效、有序地完成大量

计算机软件编程操作，所以实际编程过程中必须积极

分析指针的作用，全面且重点地利用指针，进行有效

性操作处理，获取更好的计算机软件编程效果。但指

针是一种变量，存在特殊性特点，操作期间必须明确

指针定义，基于定义选取所需应用的指针类型，设定

相应的指针名称，做好相应的数值赋值，上述操作无

疑可辅助编程人员准确区分各种指针类型，还可指导

编程人员针对性的学习指针使用方法。再者，操作过

程中严格遵循 C语言规律及特点，严格应用算法完成

编程操作处理，全面表达算法具体内容，在程序编写

各个环节中均对函数名称实施科学化设定，结合实际

情况进行参数名称设定，无疑可辅助编程人员充分明

确该返回值类型以及特点，在控制方面和程序有效适

应，为后期检索处理、搜索查询相关信息数据提供便利。

2.2 位运算科学操作

位运算其实就是通过二进制形式实现整数操作处

理这一目的，该阶段若应用 C语言技术，无疑能够进

一步优化位运算效果，让位运算获得更多优势。原因

分析如下，结合计算机软件编程实际需求，创建相应

的二进制位运算方式，可增强编程自身的唯一性以及

特殊性，为计算机软件开发提供更有力的基础保障。

所以，实际进行计算机软件编程操作期间，必须提高

对位运算方法应用的重视，结合程序文件夹实际特点，

查询对应数据信息，准确储存文件中所有程序，程序

设计相关工作中必须充分掌握运算算法技巧及应用规

律，利用算法变现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流程图，可

帮助编程人员全面理解图中符号含义以及计算机编程

人员所需采用的综合措施，从根本层面上有效增强位

运算实际使用水平。在计算机软件编程操作期间，不

仅要重视位运算形式，还需重视多重运算算法，但该

类算法并未形成规范合理的应用规定，并未提出相应

的变量多重运算求值标准程序以及顺序要求。在编译

系统差异性十分微小的情况，更容易出现运算结果错

误等问题。所以，若在计算机软件编程过程中需应用

多重运算法，则需统一相关标准，要求编程人员始终

遵循从右朝左的顺序，按照顺序依次执行指令，自最

后面位置开始运算，基于依次性运算，可保证系统的

可读性、移植性。

2.3 合理应用特有函数

C语言在编程操作中应用时，需要使用多元化特

有函数，这也是 C语言的特点所在，更是和其他语言

的主要差异内容。积极应用特有函数，可有效强化计

算机程序的编程效果，操作期间可重新定义函数名称，

设置相应的函数阐述指标以及返回值指标，有效完善

相应程序系统功能。编程人员还可结合计算机程序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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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实际开发要求，应用 C语言形式有效完成各种函

数的收集及定位工作，形成相应的文件形式，在调动

程序操作过程中直接应用这一类文件，简化计算机程

序软件的开发流程，保证计算机软件编程的效率。现

今多数编程人员均会在编程期间使用函数，并在函数

调用时，在键盘上打出相应字符或写出相应指令，对

特定性函数套用实施批处理，方便计算机软件编程便

利操作，节省相应的编程时间，预防人工输入期间存

在输入错误现象，减少编译运行错误现象的发生，最

大程度上保证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实际开发质量。

2.4 语言汇编及链接

C语言技术已经成为计算机编程操作领域中不可缺

少的一种技术，但要保证应用效果，则须保证所用语

言和编程语言符合，如此才能有效减少编程操作难度，

提升计算机编程效率，合理、科学地完成语言汇编分

析。通过汇总所有编程语言，并进行综合性处理，无

疑可将其转变为整体性语言，继而形成科学合理的汇

编模式。比如利用汇编语句高效完成 C语言源程序处

理工作，通过 {}形式操作达到程序扩充的目的，形成

对应的汇编语言。此次操作之后，通过有效整合编写

操作及汇编语言，还可进一步强化链接处理强度与力

度，还可独立完成编译目标代码设置工作，在保证语

言有效链接基础上，选取合适语言条件，自动化生成

独立性及特殊性功能模块。在这一过程中，编程人员

需进行全面分析，明确各模块的名称、特点、实际功能、

适宜应用范围，并在编程操作期间准确应用汇编语言，

将汇编语言和 C语言进行有效链接，继而实现最佳程

序开发及编程语言操作。若编程操作期间需进行嵌入

性处理，嵌入部位是汇编语言 -C语言中间，编程人员

可第一时间启动汇编语言子程序实现目的，或结合汇

编语言调用 C语言子程序继而实现目的。两种操作模

式应用期间，均无需改变原有格式，不会因为操作导

致程序异常变化。

2.5 变量存储器合理使用

在计算机软件编程中应用变量存储器，但要保证

应用合理性、科学性，才能最大程度上发挥变量存储

器的应用价值，进一步提升编程效率性、准确性，最

大程度上保证计算机编程工作高效率、高质量、稳定

有序地进行，保证计算机编程出的软件程序系统符合

客户要求。编程过程中，若采用 C语言技术，则会被

存储器定义造成一定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差异性方

面。C语言应用期间，会有大量执行代码出现，代码类

型不同、执行效率以及编程效果也不一样。所以编程

人员若需在计算机编程操作过程中应用 C语言，还需

谨慎选择变量存储器，及时进行准确定义，尽量结合

软件系统的相关开发要求、开发特点，精准赋予相应

定义，保证编程代码执行效果。但在计算机编程实际

操作过程中，需结合实际需求，科学选取控制指令，

保证其可靠性与准确性。正常情况下，控制指令需有

首要类型、一般类型两种，不同类型命令均有相互对

应要求，所适应编程环境也不一样，比如首要指令十

分重要，但应用次数很少，只能在计算机编程中应用

一次。一般类型指令则可以反复、多次应用。所以应

用首要指令期间，必须明确该指令仅能应用一次这一

特点，尽量在关键环节中应用，预防操作效果受到影响。

2.6 基本算法技巧

C语言在计算机软件编程操作中应用时，涉及相应

的 C语言算法，实际应用倾向操作流程合理性及规范

性整体。C语言算法具体应用中，必须深入分析每一个

算法的流程，结合分析结果有序整理操作方式，继而

形成更为统一的认知、算法流程、操作流程，增强相

应算法获取结果的精确性。比如在计算机软件编程某

一个环节中，其应用流程的第一步是开始，第二步是

系统初始化处理，第三步是输入数据，第四步是数据

对比，第五步是数据录入，第六步是制作表格，第七

部是结束操作。在这一操作流程中，程序人员可深入

了解计算机编程中的常用算法类型，充分熟悉相应算

法类型，继而提升程序应用工作效率。再者，结合实

际情况还可选择更可靠理想的算法模型，在不同算法

应用背景下合理筛选对应匹配流程图，有效缩短系统

实际运行时间，继而提升系统运行质量合规性。

3 结语

计算机软件编程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操作，工序复

杂性与繁琐性较大，需要更理想的语言技术辅助变成

操作。基于 C语言技术进行计算机软件编程，可优化

编程操作流程，提升编程质量水平，让计算机软件编

程操作高效率、精准性地完成，可见 C语言技术应用

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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