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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5G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深入发展和人类信息化意识的不断强化，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

深入，软件行业面临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数据体量激增、开发量级不断迭代增长的新局面。如何通过创新大数据系统中

m

软件工程管理模式及方法，提升软件工程的管理水平，有针对性的优化短板问题，提升行业竞争力，成为软件开发企业
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文在分析大数据系统中软件工程技术的现状及相关应用后，针对大数据系统中软

co

件工程朝着服务化、开源化和群体性的发展趋势，从大数据系统的项目规划、成本控制、过程管理以及工程集成等方面
对大数据系统中软件工程管理模式进行探究，并从工程管理和项目控制两个项目管理领域的主要方面提出分布式软件开
发、一体化过程管理的模式，以及人员培训、进度管理和成本控制等管理控制方法，以供参考。
中图分类号：T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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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ode and
Method based on Big Dat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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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5G era,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mobile Internet, and the ever-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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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awareness of informationization, the software industry is facing a surge of data volume and an iterative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brought by the big data era. Thus, it is a top priority for software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edge by innovating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ode and methods and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In such a context,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in a big data
system, and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ervice, open source and group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ode and method based on big data system, which includes project planning, cost control,
and process control, and engineering integration. Distribu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process management are
proposed for the two main aspects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ject control. Personnel training, schedule management and
cost control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big data system; softwar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ode

1 引言(Introduction)

程在各类大数据系统中的使用既遇到了一些难题也带来一定

数字化的广泛应用，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

的机遇。生产软件的传统模式从正向工程开始，随后维护软

基础，而今随着数字化设备的广泛应用、移动互联网的大力

件、开展逆向工程和再工程，而大数据系统的生产软件模式

发展和5G等通讯技术的普及，数据正在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

将从逆向工程开始。因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软件行业

核心资源，依此构建的各类大数据系统也应用而生。软件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源，加上不断开发和应用

基金项目：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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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软件的关键技术的突破，挖掘数据软件和集约化生产软

保障软件运转情况，使用软件程序周期也会降低[2]。在开发软

件将越来越重要。各大软件生产企业为了保证应用新型软件

件工程的过程中应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后，管理者更加重视使

的效果和安全性，应该加强对软件工程的管理，尤其应该将

用大数据处理技术产生的效果，目的是通过大数据系统中密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软件产生的管理环节，对行业之中具有价

集式数据和中流式数据，按照相关标准分类整理产生的海量

值的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判断行业中虚假，以及与时代发展不

行业数据，并将线上项目的服务效率和水平提高，从而来满

符的信息，企业应该对自身和其他公司存在的差异加以分析，

足用户使用要求和消费要求，其更重视用户应用体验，结合

尤其可以有针对性的优化短板问题，进而提升行业竞争力。

用户体验后的回馈信息具有针对性的优化和完善软件实用技

2 大数据时代软件技术发展概述(An overview of
softwa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能，调整用户运用难度和处理数据难度。目前软件工程行业

2.1 大数据时代

一个主要板块，另一个主要板块为实时的、真实的数据信息

性质较强的运营平台，数据服务平台中将有效分析数据作为

及价值，软件在开发后应该在短时间满足行业内有效储存、

m

目前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生产生活中出现

开展的重点工作是怎样打造大数据网络平台，使其变为服务

分析、管理和处理大量信息的服务功能要求。

便利。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的应用对人们生产生活

2.4 软件工程的应用

co

了大量数字化的信息，这给人们的生活及社会发展带来极大

(1)生活中的应用

目前广泛应用网络技术，通常会使很多学科间的界限逐渐相

软件工程这一学科兼具专业性及创新性，能够代表社

似。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大部分信息及类型不同的数据成为主

会发展中的某个领域，达到这样的高度主要是因为计算机技

要基础，推动各个行业的管理模式以及生产流程产生极大变

术有机结合了管理理论。软件工程在实际应用中不是非常难

化。但在使用信息技术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将带

以了解和掌握，所以在生活中也较为常见，尤其现阶段信息

给企业一定的挑战，同时带来一些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应用

技术和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人们通过手机就可以不受时间、

大数据的基础上，人们能够更加便捷的获取各类需要的信息

空间限制进行购物，在人们购物过程中使用手机扫描条形码

及资源。在企业发展、提升市场中企业的竞争力、推动企业

和二维码来付款和转账，这样的形式能够避免零钱丢失等问

实现信息化以及智能化等方面计算机系统也发挥的作用非常

题，并减少旅游中需要携带的物品数量。

[1]

重要 。

2.2 我国软件技术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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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重影响，使社会更快速的向科学顶端发展。除此之外，

(2)课程设计中的应用
在课程设计方面，教师应基于软件工程角度，有效引导

学生，学生可更加系统、全面的掌握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

济发展迅速，实体企业经济受到一定冲击，发展变得缓慢，

教师在对题目进行选择时，应该遵循课程设计方面的原则，

传统行业应用信息技术能够进行深刻的变革。目前我国各个

并在这一过程中应该重视以下问题：应该站在专业角度，学

行业都认识到了计算机的优势和特点，从而推广应用计算机

习更加专业的内容，在这样的形式下能够使课程设计具备相

软件技术，并对其进行创新。企业有效应用软件技术，能够

应含金量，推动学生全方位发展.除此之外，应该保证选择课

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使人们生活更便捷。目前软件技术朝

题具备独立性和完整性，教师可在课余时间引导学生积极进

着大数据及物联网的方向发展。通常这些大数据来自人们日

行社会调查，使用所学知识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教师应该规

常生活，使用数据处理软件分析并优化用户产生的数据，以

范和指导整个设计过程，确保设计程序更加详细，在这样的

此来研究用户实际需求，并且可将企业的洞察力提高。

方式下确保软件工程达到预期效果。

2.3 软件中的大数据
行业都具备自己的数据资源信息库，使得互联网服务过程中

3 大数据系统中软件工程技术及应用(Softwar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in big
data system)

产生大量数据和信息。比如软件工程行业能够产生密集式数

3.1 大数据系统中软件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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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下，数字经

目前我国各个领域开始研究和应用互联网技术，不同

据和中流式数据，能够在挖掘特征、分析数据、监测状态等

(1)软件服务工程

服务项目得到良好应用。因为传统软件的设计师及用户对于

在研究软件工程范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软件服务工

使用功能方面有着共同的要求，因此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更关

程。软件工程朝着服务化方向发展，将其服务作用充分发挥

注编程准确率以及使用功能的效率性和便捷程度，没有考虑

出来，并作为开发软件的基本原则，根据服务项目内容向用

到用户规模以及需求量不断扩大时，访问数据也会变多的情

户提供服务[3]。因为软件工程有不同的主题，从而应该在不同

况，如果数据预估值超出测试最大值或最小值，那么就难以

程度上调整其服务内容，投入更多的技术来维护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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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服务工作时，开发软件人员应用分布式应用程序，使

5G技术不断发展，人们需要重视和思考怎样使软件避免病毒

用虚拟操作开展管理工作，以此来服务于用户。应用软件工

的攻击。人们应用网络平台会面临信息安全问题，尽管目前

程技术时，根据大数据技术的使用，可编程网络数据，确保

各类防护软件能够缓解木马和病毒入侵的问题，但因为计算

软件的互操作性，根据动态场景变化情况主动协调数据，以

机具备的特征，其自身还有很多漏洞存在着，所以黑客很容

此提升软件系统集成度。

易入侵。针对这样的情况，软件技术向人们提供服务时，也

(2)软件开源

要重视信息的加密传输，确保黑客不能轻松获取信息。

软件开源对于用户对于软件技术的体验较为重视。研究

(3)应用虚拟化技术
虚拟化技术是指企业将真实资源虚拟化为数字资源服务

果，但不会有很高的应用价值。部分研究人员进行软件工程

于用户，使用虚拟技术进行生产经营时，将有效实现合理分

技术研究时，也会将软件开源作为工作重点，划分开发项目

配数据资源。虚拟化技术通过软件技术的支撑可更好的服务

为多个模块，并安排研究人员来研究每一模块。

与用户[6]。大范围应用虚拟化技术，能够将传输信息的速率提
高，更便于用户维护数据，因此虚拟技术得到了广泛而深入

这一软件工程是利用网络发布形式来开发软件，具体实

的应用。例如，VR技术，使用这一技术可以呈现物体的立体

际应用中使用工程“众包”模式，以充分发挥软件开发技术

图像，帮助人们还原丢失的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可以

的作用。群体软件工程属于分布式开发软件模型，运行这一

发现虚拟技术带来的优势，将虚拟技术深度融合到大数据环

工程项目时，通过网络能够实现，合理分配各项任务，开展

境中，加强企业发展推动力，使虚拟技术更具科学性。其中

创造性查询，利用“众包”应对开发区案件遇到的困难及问
[4]

题 。此外，开发软件过程中，任何阶段都可以通过“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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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体软件工程

z.

软件开源的过程中，使用基本方式方法，尽管会获得一定成

最为重要的是虚拟技术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可使软件自身具
备的功能更加丰富。

4 大数据时代软件工程的管理模式及方法
(Management mode and method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in the era of big data)

开发软件工程。

cz

3.2 软件工程技术的具体应用
(1)应用软件服务工程技术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计算机软件能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

4.1 大数据时代软件工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数据系统中，软件工程由原有C/S模式发展为B/S

数据系统等工具对软件项目进行开发，保证其具备维护性以

模式，目前软件工程发展更注重服务性质，即为软件服务工

及实用性，实际开发时，服务是软件核心，应用期间不断调

程。这一设计模式将服务作为基础，可以迅速建立使用及共

整使用软件时出现不稳定性及安全性问题，保证软件开发和

享服务，并且按照需求来分配，以符合分布式程序进行开

应用的效率及质量，在实际中应用虚拟化集成技术，实现软

发。这一模式的特征是使应用服务化和资源虚拟化，提供给

件功能和分布式使用程序，确保准确传输各类数据，在生产

外界统一的服务接口，以此来处理大数据条件下分布变化及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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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利用开发阶段、系统编程语言及

[5]

生活中实现软件的管理过程 。基于大部分企业的发展现状而

动态的情况，解决异构系统数据和整合系统存在的问题。在

言，为在管理方面实现整体业务的标准化，很多企业根据自

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领域，用于服务的软件设计模式得到了

身发展开发相应的软件应用程序，而且为有效处理堆积数据

较为广泛的应用[7]。

造成的集群现象，工程师在处理数据时需要优化处理数据的
整个体系，软件技术能够支持大数据的发展，并不断提升工
程师对整个数据处理体系的优化水平，同时，大数据也将促
使软件工程技术的和管理模式的不断迭代发展。
(2)应用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时代，本地网络是落实软件项目的一个重要条
件，一般情况下本地网络不会受到恶意病毒攻击，企业在应

图1 大数据软件工程管理控制要素

用时可防止受到网络影响出现计算机中毒情况。而且用户应

Fig.1 Control element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用软件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这些数据并不是独立存在

management of big data

的，数据单元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互联网平台的包容

项目管理受到费用、进度和质量的制约，为了满足客户

性和开放性较强，病毒和木马在开源时就可入侵计算机，这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要求与目标，需要规划、指导并监督很多

将威胁着数据信息的安全。大数据使人们生产生活更便捷，

活动。项目管理研究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系统工程，另

但在人们防御信息安全方面也带了一定挑战。随着物联网、

一个是项目控制，图1为大数据软件工程管理控制要素。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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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看出，这两方面存在重叠部分，系统工程能够向重叠部分

活中广泛应用功能不同和类型不同的各种软件。基于这一条

输入技术，项目控制输入规划、进度和费用等内容。利用文

件，应该不断优化和升级各种软件系统，满足现阶段市场不

档来体现出工程管理工作，其中包括系统文档树和工程管理

断增长的要求。除此之外，因为应用软件引发的运行质量和

计划，“文档树”指的是用树形结构来描述项目需求，一系

系统安全等问题，是很多用户重点关注的问题。为保证应用

列面向系统工程的文档，系统工程文件在自定结构化形式中

软件的水平，防止损害系统，工作人员在设计软件最后环节

存在联系。系统工程师作出提案环节以工作说明书及合同数

加强对于质量的监管，并开展严格、仔细的软件测试工作。

据清单为基础准备文档树，有利于后期确定成本和进度需要

进行及时更新维护。工程管理计划指的是项目工程中的任务

5 大数据软件工程技术发展方向(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big data softwar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及进度要求，以及如何管理及实现工程任务的文档。系统工

5.1 开放式发展

的文本化任务。项目经理批准文档树后，应该在生命周期内

大量数据流是大数据技术发展前提，从而应不断创新

述工程过程和计划、集成、组织、控制、检测系统工程需求

升级技术，找到最佳的开发途径。网络技术的发展表明在开

为管理项目计划。项目经理在批准工程管理计划后应在项目

放的环境中计算机可以相互通信、实现数据资源共享、有效

生命周期内及时更新和维护。

应用软件功能等。网络运行能够提升利润，满足用户各类需

4.2 大数据系统软件工程管理方法

求，将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co

在大数据时代，服务软件工程主要基础是及时、高质

m

程师在提案过程中以工作说明书和合同数据清单为基础，描

5.2 在其他领域中融合

目前很多领域应用软件工程技术，因为这一技术会推动

z.

量、高效率的服务，以在较短时间内搭建共享网络数据信息

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进步，软件工程技术在生产生活中都能发挥

一体化的管理模式能够有机整合移动通信服务口和传感器服

巨大作用。运行应用程序，可通过数据平台收集并分析信息。

务接口，其中包括虚拟化资源，这样的管理模式在互联网行

6 结论(Conclusion)

cz

的途径，例如线上服务共享资源平台可以使用分布式软件。

大数据时代，我国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因此提升了研

结合用户具体要求指导、监督和控制软件体验活动，避免出

发和使用各类软件的速度及范围，在系统中应用软件的效果

现资源信息泄露情况。此外，管理人员也要将录入项目进

会对系统运行水平有直接影响，针对这样的情况应该保障软

度、成本及策划性能等管理控制内容作为工作重点，同时也

件质量，将测试软件工作做好，结合软件用户要求和软件实

要重视录入技术人员信息。

际情况合理选择管理方式，保证科学、准确管理软件工程，

(1)培养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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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个人生活，以及安全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管理人员需

技术创新与人才建设不可分割，利用电子及IT产业培

ww
w.

养人才的模式，对电子信息专业的人才进行培养，构建素质
高、能力强的技术团队，不断完善团队，促进企业创新，保
证人才竞争公平公正公开，此外，应该构建培养人才机制以
及考核评价机制，提升人才的竞争意识，更符合市场激烈竞
争的环境。除此之外，不断优化培训模式，提高电子信息技
术的条件及形态特征，使教学模式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促
进电子信息工程发展。

(2)优化市场竞争标准
根据目前规范使用有关法律法规来打击伪造以及盗窃等
问题，规范市场行为，共享信息技术以及通信技术，对知识
产权加以保护，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可以在技术方面支持企业
和个人发展，有利于提高现代化工程的凝聚力，优化市场竞
争标准，促进市场可持续发展。
(3)严控软件技术质量
近几年互联网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能够突出大数据时
代具备的特征，传统制造业使用新型技术手段进行升级和转
型，人们有着越来越多样和个性的需求，因此在人们生产生

发挥出软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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