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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机网络体系的研发,为数据信息的传递建立一个平台,以保证依托于信息技术发展的行业
可实现高效率运行。软件开发技术则是计算机体系运行的载体,在相关软件的支持下,才可令计算机网络
得以动态化彰显,以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软件开发技术过程中,应遵循有序性、开源性的原则,严格按
照基准参数进行核对,保证整体研发项目的规范性。从教育角度来分析,软件开发技术的应用,可有效拓
宽计算机网络教学路径,通过对计算机网络体系进行软件系统层面的解读,可增强学生自身的知识储备,
以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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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 system establishes a platform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data informa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industry rely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oper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is the carrier of computer system oper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related software, the computer network can be displayed dynamically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In the process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w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order and open
source, check strictly according to the benchmark parameters, and ensur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whole R &
D project. From the educational point of view, the application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broaden the teaching path of computer network, through the computer The network system carries
on the software system level interpretation, may enhance the student own knowledge reserve, enhances the
overall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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