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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而时代的发展,让人们对于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技术的要求不断升高,我国电气自动化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要使其得到更好的
发展,还需要企业不断注重提升自身的自动化水平,并加强对于电气工程的集中管理,对电气设备的数量
进行控制,使得系统能够得到更加灵活的使用。本文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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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ha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ntinue to rise, and the level of electrical automation in China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In order to make it get better develop, enterprises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own
automation level, and strengthen the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ntrol the number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so that the system can be more flexible used. In this pape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are analy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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