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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现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在各行各业当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对人们
的生活、工作、学习等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能够进一步满足新时代的发展需求,相关工作人员则需
要不断研究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工作,为进一步促进其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由此,本文主
要通过以“计算机软件开发中对分层技术的运用”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将分层技术融入到计算机的软
件开发当中,为优化其运用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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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uter technology has also been
widely used in all walks of life, which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people's life, work, study and so on, in order to
further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relevant staff need to continue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software,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to lay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application of layering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software"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integrates layering technolog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software, so as t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optimizing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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