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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ot only to provide more spac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pansion, but also
for software development methods, technology, especially in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architecture design, softwar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arket user demand consideration, there are also many deficiencies,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under the Internet also brings great impact. It is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problems,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pace of the Times, adop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asures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under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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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的财务软件开发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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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信息技术应用扩展提供更大空间，还为软件开发方法、技术等提出巨大挑战，特别是在软件开
发架构设计、软件开发技术运用、市场用户需求考虑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对互联网背景下的软件工程创新性发展也
带来极大影响。迫切需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采用科学合理措施进行优化改进，在提高软件
开发水平的基础上，推动互联网背景下软件开发事业获得更好发展。鉴于此，论文对互联网背景下的软件开发优化进行分
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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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步入互联网时代以后，社会许多领域都开发了应用
软件，如工业控制、在线学习、金融证券等，在为人们生
活提供更大便利的同时，实际工作效率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然而，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日渐成熟和数据信息量急剧增
加，当前软件开发与应用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并暴露
出许多问题，需要从市场用户实际使用需求入手，对互联
网下的软件技术进行优化整合，在提高软件开发质量的基
础上，也能满足用户使用需求 [1]。
论文联系互联网背景下软件开发现状，从充分考虑市
场用户需求、加强软件开发架构设计、软件开发技术优化
升级、提高软件开发人员专业水平等方面入手，提出几点
【作者简介】高毓（1998-），男，中国云南昆明人，在读
硕士，从事互联网产品与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研究。

有效软件开发优化策略，以供参考。

2 互联网背景下软件开发现状分析
互联网背景下，软件开发还显露出以下不足。

2.1 软件开发不满足市场用户需求
对软件进行开发主要是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更大便利，
然而在目前计算机软件市场上面，还出现了一些应用软件
对用户计算机系统版本提出一定要求情况，不仅导致各种
软件无法进行有效兼容，还对用户方便操作使用带来极大
影响。而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软件开发与市
场用户需求不相符合，使得软件开发缺乏科学合理性，对
其推广应用也带来极大影响，还要在软件开发时充分考虑
市场用户实际需求 [2]。

2.2 软件开发架构设计不足
互联网软件开发架构是分布式管理系统应用的前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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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尽管采用 C/S 架构、B/S 架构和云端架构可以实现软

定良好基础。

件远程通信、数据共享等功能，但是随着移动设备、PC 设

3.2 加强软件开发架构设计

备等不断发展，对未来互联网软件功能也会提出更高要求。

在软件开发架构上，较常使用的有 C/S 体系架构、B/S

除了要保证功能齐全丰富以外，还可以安装部署多种终端设

体系架构、云端架构等，不仅可以为应用软件开发提供强大

备，使系统运行效率和软件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然而

支撑，还能提高互联网软件数据共享、服务处理等效率。其

联系实际，互联网软件开发架构应用设计还存在一些不足，

中，C/S 体系架构是互联网软件开发最早使用的架构，客户

特别是引入微服务架构、提高软件扩展性等方面，还有待进

机和服务器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通过客户机可以完成数

一步加强。

据录入和输出服务，而服务器主要完成业务解析和数据加工

2.3 软件开发技术有待创新

功能，实际运用由于需要安装一个客户端，也为软件使用带

进行软件开发需要众多技术从旁提供支持，并且采用

来一定障碍；B/S 体系架构的有效运用，可以提高互联网软

技术的先进性水平，也会对软件开发应用带来极大影响，特

件操作的友好性，尤其是在浏览器时代，这一体系架构的运

别是在大数据、虚拟化、云储存等核心技术方面，一旦出现

用，可以将服务器划分为 Web 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这

技术采用不当、科研力度不够等情况，就会降低软件开发质

时候客户端只需要在浏览器输入服务器地址就可以进行登

量，尤其是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各项信息技术也得到

录操作，进一步提高了软件信息化水平 [5]。

优化创新，实际软件开发过程中，若没有对这些信息技术进

随着移动设备、PC 设备不断发展和应用，对软件开发

行及时升级，不仅会对各项软件技术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还

系统架构也提出更高要求，除了要适用于多异构系统以外，

会阻碍软件开发智能化、多功能方向发展进程 [3]。

还要具备较强的服务扩展性，这时候将微服务架构运用到软

2.4 开发人员专业水平较低

件开发当中，就可以降低配置操作、数据监控等工作复杂性，

互联网背景下开展软件开发工作，还需要众多专业人

并为分布式管理系统开发提供强有力支持，应用软件统一性

员参与其中，并且人员素质水平高低也会对软件开发质量带

和可拓展性也会得到极大提高。

来直接影响，需要对开发人员专业水平提升引起高度重视。

3.3 软件开发技术优化升级

然而，结合实际，可以发现软件开发与维护人员结构还存在

互联网背景下，软件开发智能化、多功能等趋势也越

比例不平衡、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问题，对软件开发水平不

来越明显，并且对软件开发技术提出崭新要求，尤其是在核

断提升带来极大影响，再加上高端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影响，

心技术有效把握和优化创新方面，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也对中国软件开发事业蓬勃发展造成极大制约。

对软件开发过程所采用的先进科学技术进行优化升级，在使

3 互联网背景下软件开发优化策略探讨
3.1 充分考虑市场用户需求

开发软件功能更加丰富和运行更加可靠的基础上，中国软件
开发技术水平也能得到明显提高，并带动软件开发事业朝着
更好方向发展。

现阶段开展软件开发工作，需要在接受业主委托以后，

在具体实践中，需要对软件开发所运用的互联网、大

对业主提出的软件要求进行自主分析，并根据所得需求信

数据、虚拟化、云储存等关键技术进行细致分析，并根据信

息，有序科学完成后续软件开发任务。其中，在业主说明信

息技术不断发展，对这些技术进行优化完善，使软件开发技

息当中，除了要明确软件类型以外，如信息储存软件、业务

术存在的不足得到有效弥补，开发软件功能也会更加完善，

开展软件等，还要对业主提出要求进行细化探索，在明确软

并切实满足市场用户实际使用需要，在软件开发技术不断成

件开发需要经历步骤以后，就可以根据现有技术、人员、资

熟和创新发展过程中，软件开发也能取得长足进步 [6]。

源等储备情况，对初始软件开发方案进行制定，并在基础上

3.4 提高开发人员专业水平

对软件逻辑进行构造，实践中主要包含了大框架和子系统逻

新时期开展软件开发工作，还需要更多软件开发专业

辑，最后在确定软件所有运算逻辑合理无误以后，就可以进

人员从旁提供支持，并且开发人员专业技术水平高低，也会

[4]

行具体开发和后续跟踪工作 。

对软件开发效率与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要对提高软件开

整个过程中，只有充分考虑市场用户实际应用软件需

发人员专业水平加强关注。在实践中，除了要加大软件开发

求以后，再开展软件开发工作，才能够确保软件开发方向

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以外，还要立足软件开发发展实际，对人

与用户需求高度契合，并为后期软件开发、推广和应用奠

才培养模式进行优化创新，将重点放在职业复合型、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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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型等人才培养上面，以切实改变当前软件开发与维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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