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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的优质有序开展，应用普及速度的持续加快，计算机软件程序设计开发工作已

经实现了在当代社会各个行业领域之中的广泛引入运用，同时在有效改善提升各项社会事业的运作效率过程中，也
接连暴露出了种类多样的问题，需要择取和运用适当策略展开解决处置。文章将围绕计算机软件开发与数据库管理
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及方法，展开简要的阐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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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igh-qualit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the speed of application popularization, computer software progra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have
been widely introduced into various field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various social undertakings, a variety of problems have been exposed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by choosing and applying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databa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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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C 语言技术具有基础性的特征，其是每个软件开发人员

当代社会计算机的应用，能够高效的协助人们完成

必须重点掌握的一种语言技术。步入新时期以来，C 语

工作，因此在人们生活中计算机不可或缺，有了计算机

言技术也获得了较快发展，其适用性加强，设计软件稳

人们平常的生活和工作效率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计算

定性突出。相比于其他语言技术，C 语言的指令相对较

机在人们平常工作和闲暇休息时都有非常重要的用途。 少，其仅有 32 个关键字，控制语句也仅有 9 种，然而 C
人们的生活因为计算机的加入变得更加多彩。同时也扩

语言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其能实现多种要求的有效编

展了人们的视野。计算机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译。需注意的是，C 语言在应用中还具有较强的移植性，
计算机软件是计算机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数据库管理

即其可以在不改动编译环境的基础上，在其他环境中继

作为计算机和软件应用程序的保证。所以在计算机技术

续使用。

发展中计算机软件开发和数据库管理的研究占有非常重

1.2 Java 技术

要的地位。

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创新的形势下，计算机软件的开

1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

发也在逐渐进步，通常应用较多的软件开发技术是 Java

1.1 C 语言技术

技术，这是一种新的技术。软件开发进行过程中，Java

计算机软件开发离不开编程与语言的协同处理。就

技术相较于 C 语言技术，前者更具优势，主要体现在安

C 语言而言，其在计算机软件早期开发中就已经得到了

全性和兼容性两个方面。Web 软件开发中主要使用的是

广泛应用。作为软件开发人员入门阶段必须掌握的技术， Java 技术。目前 Java 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计算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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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的软件开发，从操作页面和样式以及语言方面来

果。计算机软件开发编程过程中，各种主客观因素都有

看，Java 技术和 C 语言没有多大差别，可是 Java 技术在理

可能造成影响或制约，使软件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或隐

论和应用程序操作方面要比 C 语言技术完整。C 语言技术

患，并导致计算机软件在应用时爆发出不同类别的影响

[1]

中存在的漏洞 Java 技术对其进行了修复 。
2

软件开发步骤软件的开发步骤

计算机系统软件的开发，简而言之，就是针对软件

或大或小的技术故障，导致计算机软件应用的稳定性与
有效性，破坏数据库技术功能的实现，并造成技术问题、
安全问题。

更新以及功能的创新，用以解决实际应用过程存在的问

3.2 参与人员素质问题

题，提高数据库管理以及操作系统的管理以及维护水平。

在计算机软件程序开发工作与数据库管理工作的具

而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系统软件的开发存在一定的

体化组织推进过程中，实际参与人员所具备的专业素养

差别，相比较而言，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在技术应用

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水平，对其实际获取的综合性工作

方面更加高级，且其直观性、操作性以及使用价值更高

效果，具备着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作用。如果实际

一些。

参与计算机软件程序开发工作与数据库管理工作的人员，

2.1 软件设计

在自身基本的专业素养水平层面，以及职业道德素养水

设计人员应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软件设计，以用

平层面存在缺陷，或者是在具体工作参与过程中未能严

户需求作为设计方案的优化指向，通过过硬的编程技术， 格遵照执行相关技术操作要求，通常会引致数据库的运
按照规范的操作流程，在合理的编程时限内高效完成软

行过程安全性和稳定性遭受显著不良影响，甚至会引致

件设计、系统编写、系统完善、系统升级等工作，直到

数据库在具体运行过程中遭受较为严重的安全技术漏洞

设计方案彻底完成上市。

问题 [3]。

2.2 软件系统编程

3.3 操作中的问题

此阶段在软件设计的基础上，将其转化成计算机系

在计算机软件开发与数据库管理工作过程中，如果

统中能够运行的程序编码。程序编写过程耗费的时间较

软件用户操作时存在不规范或不正确的地方，则容易引

长，且需要按照相关的流程进行，并结合编写的要求， 发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当用户不遵守软件使用的基
才能完美的完成这一步骤。

本技术规程时，很容易激发计算机软件程序与数据库程

2.3 软件系统运行测试系统

序的缺陷问题，并引发木马程序或病毒程序的入侵。在

测试是指设计人员以系统指令和设计内容的配合程

某些特殊情况下，用户不规范的软件使用行为，还会在

度为判断依据，以用户需求为基础导向对软件运行的程

计算机软件程序正常运行时爆发缺陷问题，使计算机整

度做出判断的操作。如果设计的内容在系统发出的指令

个系统的稳定运行受到冲击并造成不良影响。另外，由

下能够成功响应用户操作，则软件运行步骤相对完善； 于受到这样那样的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还有不少数
反之则需要设计者进行完善。在以步骤完善为前提的情

据库管理工作人员在实践工作中不严格遵循规范化技术

况下，设计者只需要在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检查有无

操作要求，或未能恰当地制定并实施计算机软件操作干

问题漏洞或问题隐患，并做出相应的防护、修复措施， 预方案，引发数据库系统在具体运行中引发安全漏洞或
以确保用户使用过程中遇到的突发情况能够得到及时处

隐患，在准确性、真实性及全面性等多个层面暴露出缺

理。在测试阶段，最佳方案是选真正的用户进行实际使

陷，并最终在数据信息服务过程中造成或大或小的不良

用体验，反馈是否满足了相应需求。设计人员从用户的

影响、引发或大或小的问题。

实际体验感想出发，判断项目完成程度是否达到了预期。

4

如果有，则项目进入收尾工作并总结感想和经验；如果

4.1 加强数据库维护管理

没有，要分析问题，结合用户感想针对问题进行软件更

在日常工作中加强数据库的管理和维护，能有效提

[2]

新升级，解决相关问题 。
3

计算机软件开发与数据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数据库管理的具体策略

升数据库的管理质量，为计算机高效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日常维护管理中，首先应强化数据库监控，确保其硬

3.1 计算机软件系统存在缺陷

件基础设备存储环境良好。同时为避免病毒对数据库的

有些计算机软件系统在开发时就存在技术上的缺陷

影响，日常管理中还应安排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定期升级，

与问题，这也会直接影响到计算机软件运行的质量与效

确保数据库系统运行的有效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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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强化针对数据库的安全管理力度
数据库系统的运行过程安全性，深刻影响计算机软

机时，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加强对数据库的保护。
4.5 数据库管理的界定

件程序的正常稳定运行使用过程，同时还关涉计算机设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为人们使用计算

备的运行过程安全性，因此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做好针对

机软件开展工作学习生活夯实了基础。因为数据库管理

数据库的安全管理工作。要切实做好针对数据库系统的

通过对海量数据的管理而成为计算机软件顺利有序运营

加密技术工作，针对具体涉及的关键性数据信息实施规

的支撑，为计算机软件发挥良好的作用夯实了基础。围

范严格的加密技术处理过程，避免其遭受到来源于外源

绕数据库进行的管理主要包括优化数据库结构、完善数

性因素的破坏问题或者是篡改问题，强化提升基本的数

据库内容，以及管理、控制、分析、研究数据 [5]。

据安全技术水平。
4.3 及时备份

5

结束语

软件开发和数据库管理对于计算机系统的应用具有

数据信息为了保证计算机软件系统的稳定运行、数

深刻影响。新时期，计算机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不断深

据库中的重要信息不被泄露，就要尽最大可能地保护数

入，在实际应用中，工作人员应不断地进行计算机软件

据的安全性与完善性。而这就需要及时备份重要数据与

系统的更新升级，同时加强数据库、数据本身的系统管

信息。即使遭遇数据库崩溃或数据篡改情况，仍能保证

理，这样才能确保计算机应用的高效性、灵活性，继而为

数据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实现数据库的稳定运行。

社会实践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现代化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4.4 重视数据库的信息的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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