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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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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几年来，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创新软件算法，优

化信息处理流程，提升数据处理安全性，促进了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升级换代。为提升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质量，促进
后续优化技术不断升级，本文重点探讨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应用范围，通过明晰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及升级路径，
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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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Software Technolog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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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nnovation of
computer software technology.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software algorithm, optimize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rocess,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data processing,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omputer software technology.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computer software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subsequent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computer software technology,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ractitioners by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pgrading path for computer software technology.
Keywords: big data; computer; software technology
引言：1

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并分辨及具体的形式，

在大数据技术横行的年代，计算机产业的更新换代

提升数据挖掘速度，增强软件数据的处理功能。通过优

速度不断加快。软件技术不断升级，数据处理速度进一

化计算机软件技术，来提升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应用范围，

步加快。随着人们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加强数据管

如，金融、零售、政务、旅游、智慧城市的建设、交通、

理、升级计算机软件，确保数据安全性。所以利用大数

体育、游戏等。并拓宽其应用场景，如潜在离网用户维挽

据技术，提升计算机软件的的市场竞争力，让计算机软

场景、基站关联分析场景、户外数字媒体或者非数字媒体

件技术真正为人民群众带来优质及高效的数据服务，切

价值评估场景。与此同时，计算机软件技术能够优化业务

[1]

实地维护用户数据及个人信息安全 。

流程，通过优化数据资源及缩短挖掘有效数据的时间，能

一、大数据时代下计算机软件技术发展概述

满足当前条件下，供应链及物流配送路线的优化、人才选

为提升自身竞争力，增强发展优势，目前国内较多

聘及招聘等流程的优化、满足客户的服务及购物需求、防

企业争相进行信息贮存数据库的开发及数据库的优化工

御网络攻击及欺诈性交易等行为、优化机械设备及性能等

作。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以适应数

各个生活领域中，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及生活水

据量大、类型繁多、价值密度低、速度时时效高的数据特

平。目前，我国计算机软件技术水平不断上升，不少企业

点。根据数据其数据种类及其来源，对数据信息划分结构

通过应用计算机技术开发建立企业数据库及云计算系统，
以提升企业盈利效益，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

作者简介：吴全娥，1986 年 12 月，女，汉族，江西，硕
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软件技术。

二、大数据时代下的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应用探讨
（一）软件服务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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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应用服务开发是目前我国企业研发的计算机软
件技术主要实现的功能之一，通过软件工程开发，利用

通过利用这一算法，能够使得计算机软件朝着智能化的
方向发展，提升计算机软件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水平，

计算机系统编程语言、结合数据系统及数据分析技术， 增强计算机软件的智能化水平。
来实现软件的开发及应用功能。通过创设具有服务应用
性的软件系统，以虚拟测试的方式，模拟测试使用情境，

三、大数据时代计算机软件技术优化措施
（一）完善数据安全体制

提升计算机软件的服务型，保障软件应用过程的科学稳

为了促使计算机软件技术优化的工作能够顺利有序

定及安全性，与此同时，通过增强计算机软件的服务性

地开展，首先，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做好网络信息安全体

来提高数据的整合性，增强软件的可操作性及稳定性。 制的系统规划工作，科学地整合信息安全体制的需求，
基于大数据时代下，计算机服务软件开发工作更加侧重

从而增强计算机软件数据处理工作的协调性、预见性以

于局域网内部应用，使得局域网内部用户免受病毒干扰

及科学性。其次，要做好并完善数据整合的工作，切实

及袭击，提升软件及用户数据的安全性。目前，有较多

地维护数据信息的安全，将安全责任理念落实到具体软

企业应用数据技术及计算机技术，开发内联网办公系统， 件开发工作中去。与此同时，严厉追责利用软件技术盗
提升企业整体办公效率，增强公司网络办公端的稳定性

窃数据进行信息犯罪等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

及安全性，使得企业的办公成本降低，提升整体经济运

设立数据等级保护、研发数据风险识别技术、应急处理、

营效益。但是由于此项开发技术在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

数据监控体系以及应用推广计算机软件安全标准等各个

金，在中小型企业较难运行及普及。

方面的工作。除此以外，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计算机软
件技术，解决数据管理与数据安全之间存在的问题，通

（二）众包软件服务工程
众包软件服务为软件服务工程中的一种技术服务手

过鼓励创新应用大数据技术，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等措施

段，此类服务主要侧重于客户需求。并且众包服务软件

来提升我国数据安全管理的技术指标，从而确保计算机软

运行下所产生的数据信息量较大，并且具有数据集中的

件保障数据安全的规范。加强对相关计算机软件开发工程

优势，数据的真实性较强，可被用于样本性分析及软件

的引导，推进我国的数据安全管理工作，让我国的计算机

可行性研究的有效数据较多。在进行数据信息处理及数

软件开发工作朝着有序、健康、安全的方向不断发展。

据研究分析时，就需要利用更加有效地数据分析工具，
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提升数据群处理的整体速度，
增强数据处理过程的科学性及交互性，提升计算机软件

（二）提升软件用户数据安全
做好用户数据存贮及数据保障工作，不断地提升用
户个人信息安全度，以此有效降低计算机软件的数据信

工程的数据处理及数据服务质量，拓宽数据存贮空间。 息安全风险。首先，建立数据信息控制及识别系统，针
通过提升计算机软件处理性能，确保有效数据的安全性， 对填写相关个人信息和隐私等网站登录要求，提示用户
通过调控修整各类数据的管控体系，来提升数据集群的

谨慎做出决定。如有保密文件或软件等应当加强防止信

稳定性，所以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众包服务工程

息泄漏程序。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及数据安全，提示用户

[3]

的质量 。

在公共电子设备中避免输入个人账号，如果输入了个人

（三）密集型数据研究

账号，应当要做好账号退出以及删除账号记录工作。在

“第四范式”属于密集数据研究一种，在 2007 年由

软件开发过程中，应用云端存储技术，帮助用户定期备

吉姆·格雷提出。此技术主要强调数据存储技术的应用

份重要数据，避免因电脑故障以及病毒入侵等造成的数

途径与价值。在该计算机技术开发与软件应用的过程中， 据、文件的丢失或损坏情况。设置信息安全过滤系统，
以统一的理论研究方法，对计算机软件工程的计算范式

避免传播个人隐私信息及图片。在开发计算机软件的过

进行研究，并开展数据分析工作，以提升软件的数据贮

程中，注意更新补丁程序，通过不断完善外部的访问验

存及处理能力，经过多次的仿真模拟试验及对比，得出

证机制，改善软件安全系统漏洞情况，以此提升计算机

“第四范式”数据结构，改革了软件服务价值，基于大

软件用户信息安全的保障力度，避免出现用户信息盗取，

数据信息下，以密集型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其数据服务、 账户篡改等问题，以此提升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5]。
信息服务等进行推演，逐渐构建出第四范式模型，使得
[4]

计算机软件技术适应了市场需求 。根据大数据潮流趋

（三）制定信息安全防范标准
在计算机软件开发阶段应该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工作，

势，计算机软件功能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模拟及仿真，还

营造数据安全软件运行环境，落实做好数据安全维护工

能够进行数据的分析及总结，这主要得益于第四范式智

作，以此实现数据价值与安全行为的统一，顺应大数据

能算法的出现。在大量数据的结果为已知的前提下，通

应用潮流。首先，软件开发及监管工作人员应当增强监

过计算，来得出未知理论的答案，即通过大量科学的信

管工作的力度，落实软件数据安全防火墙建设、保障数

息，海量的数据，验证预测，从中总结出正确的答案。 据安全、建立起个人隐私保障、数据传输等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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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确保在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软件产业能够实现稳

过程中，加快大数据安全技术的研发工作，比如数据实

定、有序的发展。针对用户信息及用户合法权益问题， 时分享及追踪，用户隐私及安全技术等，以此来推动大
软件开发方要落实好合法管理软件数据信息的工作，并

数据安全技术的创新。在应用数据前，落实好大数据信

且通过明确工作职责，实行责任追查制，抵制违反数据

息安全的风险分析及评估工作，针对不同种类及环境下

安全的工作行为。与此同时，软件使用企业也要提高企

的数据安全风险问题采用不同的数据安全风险防御系统，

业用户的数据安全意识，针对企业内部终端软件服务器

以此有效降低网络攻击及病毒干扰等行为造成的计算机

应当做好安全管理及系统防御工作，通过监控邮件、过

软件数据信息风险。除此以外，还要重视数据存储和传

滤后台关键敏感词、封锁企业内部聊天网站及社区，以

输环节，通过数据加密技术来预防计算机软件数据信息

此做好企业数据管理工作，并且注意企业数据备份，最

泄露等问题出现。依据大数据背景下的海量数据安全传

大程度避免数据泄露问题，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最大

输要求，需要采用不同的计算机软件传输手段及加密算

程度提升企业运营过程中抵抗信息风险的能力、识别数

法，如线路加密或者终端加密等加密手段，线路加密技

据信息威胁的能力。

术适用于防范网络截取数据问题，终端加密适用于提升

（四）提升防火墙的数据安全检测性能

和确保数据有效性等环节。在这当中，还可以适当采用

开发网络数据传输及信息通讯的安全软件，提升防

计算机软件数字签名技术，数字签名技术属于物理签名

火墙的数据安全检测性能，从而防范网络黑客和病毒入

方法，通过依托加密技术来识别数字信息，其主要通过

侵软件，造成数据遗失。通过设计防火墙，增强计算机

签名和验证两种方式来保障信息安全。数字签名通过向

内网及终端程序与外部链接中的防御性能。与此同时， 用户发送的数字串，来开展身份验证工作，通过应用数
设计软件数据安全监测及监控系统，通过使用病毒及系

字签名技术，来有效保证信息安全性和传输完整性。

统检测技术，来评估计算机软件运行数据安全风险，通

四、结束语

过及时的系统漏洞修复以及病毒的查杀工作，提高软件

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已成为计算机软件技术升级

数据信息及数据贮存的安全性。除此以外，还要积极创

和开发工作中重点依托的战略资源。在日新月异的计算

新开发软件数据安全技术，针对数据安全的根源问题开

机软件技术升级的过程中，除了要注重软件开发过程中

展工作。通过设立系统用户访问权限，在用户登录界面

的软件适用性问题，还要注意到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信

设置验证权限，以此来管理系统用户，来预防非法用户

息风险问题，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保障数据安全，是目

盗取服务器数据问题。并且，为迎合大数据需求，建立

前我国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本

并简化认证授权用户系统管理方式，在确保用户身份及

文主要介绍了依托于大数据背景下软件技术的开发及升级

访问权限的同时，还要使访问系统能够承受海量访问认

方向，并针对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提出完善信息安全系

[6]

证信息及海量用户登录管理工作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 统、提升软件用户数据安全等级、制定数据信息安全防范
优化计算机软件防火墙性能，对于确保计算机软件运行

标准、增强数据防火墙等级、规范大数据技术使用等措

安全、用户数据安全等具有重大意义。在计算机软件开

施，有效的保障了计算机软件运行中，用户数据信息的安

发过程中，应用多个数据包，进行防火墙性能优化工作， 全。由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升级需要依托大量专业人才及专
在内核层链入多种识别判断方法，做好协议特征与数据

业技术，相关行业需要不断明确人才培育机制，完善人才

匹配的工作，使得软件防火墙能够识别应用的类别，并

发展策略，以加强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技术升级工作。

对 netfilter 连接跟踪的应用字段进行标记，未进行标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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