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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以来,我国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变革,机电工程也是如此。在长期
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机电工程出现了许多问题,这对于该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本
文便对我国机电工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作出了分析,希望能够促进我国机电工程的
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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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joined the world economic and trade organization,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are facing
great changes, so is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process, affect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as many problems, which is very unfavo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hoping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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