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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各领域内均开始广泛使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大多数行业已
经结合了新技术实现了产品升级、结构升级。结合计算机技术在信息时代大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在公
路机电工程行业中,也应用了计算机技术,并且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综合网管系统,实现了自动化、智
能化的管理,有效的推进了公路机电行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公路机电工程综合网管系统方案设计进行
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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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China, modern advanced technology
began in various fields, and most industries have realized product upgrading and structure upgrading， combined
with new technologies.Combined with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omputer technology has also been applied in the highway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and a
relatively perfect comprehensive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is built, to realize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ghway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dustr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sign of comprehensive network pipe system for highway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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