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工作效率的合适工具

获取行业专业化功能，有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
效率开展工作。最近的研究表明，对于借助专业化
工具组合完成的 AutoCAD 任务，工作效率平均提
高了 63%。***

• 访问包含 750,000 个以上符号、零件和详图构件
的库。

• 自动创建注释、图层和特性。
• 利用三维模型轻松创建详图和视图并快速生成明

细表、列表和表。

Architecture 工具组合

利用 8,000 多个智能建筑对象，更快地进行建筑绘
图和文档编制。自动完成楼层平面图、截面图、立
面图等。

Mechanical 工具组合

利用机械设计功能以及超过 700,000 个智能制造零
件和符号，加速产品设计。体验简化的图层管理、明
细表生成和 BOM 表创建。

Electrical 工具组合

在为电气控制系统编制文档时，使用 65,000 多
个智能电气符号助力提高工作效率。设计面板
布局和原理图。支持 AS、GB、IEC、IEC-60617
、JIC、JIS、NFPA 和 IEEE 标准。

MEP 工具组合

利用 10,500 多个智能机电对象，高效绘制和设计建
筑系统并编制文档。轻松设计建筑系统的管道系统、
电气导管以及回路。

Plant 3D 工具组合

利用专业化流程工厂设计和工程设计功能，高效生
成 P&ID 并将其集成到三维流程工厂设计模型中。
快速创建流程工厂布局、原理图等。

Map 3D 工具组合

通过整合 GIS 和 CAD 数据改进规划和设计。利用
标准数据模式、自动化业务工作流和报告模板，管
理空间数据。

Raster Design 工具组合

利用光栅到矢量转换工具，将光栅图像转换为 
DWG™ 对象。在熟悉的 AutoCAD 环境中将光栅图
像转换为矢量图形时，轻松编辑和清理这些图像。

AutoCAD including specialized toolsets（专业
化工具组合）
借助自动化的互联工作流，推动设计进展，包括行业专业化工具组合以及 
AutoCAD 网页和移动应用

灵活便捷地使用 AutoCAD
利用 AutoCAD 固定期限使用许可中包含的 
AutoCAD 网页和移动应用，您可以灵活便捷地在工
作现场、家里和客户办公室实时访问 CAD 图形。

AutoCAD 网页应用

灵活便捷地访问最新图形，而无需在计算机上安
装 AutoCAD。通过网页浏览器中的简化界面，可以
查看、编辑、创建和共享 CAD 图形。还可以连接到
远程存储服务。使用您的 Autodesk ID 登录 web.
autocad.com。
 
AutoCAD 移动应用

灵活便捷地使用 AutoCAD 的强大功能。借助智能
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易于使用的工具，可以在客户会
议期间甚至离线进行现场测量并编辑 CAD 图形。
从 App Store 下载 AutoCAD 移动应用。

轻松开展协作

借助 AutoCAD 网页和移动应用，更快沟通，实时
更改。与团队成员共享图形的受控副本，并直接在 
AutoCAD 中审阅和标记同事的 CAD 图形。

持续连接

在软件授权许可条件下，您可以灵活便捷地访问您
的图形。在多种设备上，直接使用 AutoCAD 查看、
编辑和保存存储在远程服务中的 DWG 文件。访问
存储在 Microsoft Onedrive 等某些远程存储服务
提供商处的文件。

自动化和专业化工具组合

• 借助面向工程建设、机械设计、地图制作等
行业的专业化工具和元件库，有助于提升工
作效率。

• 增强的自动化工具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并
让您有更多时间进行设计。

AutoCAD 网页和移动应用†

• 在家里和办公室的计算机上使用网页浏览
器查看和编辑图形，无需安装软件。

• 在移动设备上灵活便捷地查看、编辑和创
建图形。

为何订购固定期限使用许可

• 使用仅面向订购客户*提供的更新中附带的
最新功能进行绘图和设计。

• 访问行业专业化工具组合。

• 利用先进的网页**和移动应用，轻松地在现
场开展工作。



浮动窗口

在并排的完全运行窗口中或在多台显示器上同时
查看和编辑两个图形。无需打开另一个 AutoCAD 
实例。

重新设计的“开始”选项卡

新的 AutoCAD“开始”选项卡让您能够在一个位置
轻松访问所有文件和其他有用内容。

可自定义的安装

通过速度更快的可自定义安装，减少设置软件所花
的时间。您甚至可以在安装 AutoCAD 时使用它。

性能增强

体验更快的性能，包括在打印时和处理三维图形时。

获取新增功能和增强功能

跟踪

增强协作并简化审阅流程。在 AutoCAD 中审阅图

形并提供反馈，而无需修改现有图形。跨设备灵活
便捷地开展工作。

共享

向团队和同事发送图形的受控副本，为仅需查看图
形的人员和需要编辑图形的人员设置访问权限。利
用 AutoCAD 共享图形，节省宝贵时间。

计数

自动执行计数任务并减少错误。可以按图层、镜像
状态或比例完成计数。计数可以轻松更新并导出到
动态表格中。

推送到 Autodesk Docs**†

通过将 CAD 图纸以 PDF 格式从 AutoCAD 发布到 
Autodesk Docs，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并减少步骤。
此外，借助 AutoCAD 网页应用，您可以灵活便捷地
访问 Autodesk Docs 中的 DWG 文件。

* 并非所有语言和/或地区的所有产品都可享受所有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权益。灵活的许可条款（包括先前版本使用权和居家使用权）受特定条件约束。

** 使用服务需要连接 Internet，并受服务条款中规定的任何地域限制的约束。

†要获取远程服务，必须接受并遵守远程服务随附的适用许可协议条款和条件或服务条款。某些产品的访问和使用应以接受相关软件使用许可条款和遵

守适用法律为前提。某些产品的功能和使用有可能受到网络环境和/或当地法律的限制。

Autodesk、Autodesk 标识、AutoCAD、DWG 和 TrustedDWG 是 Autodesk, Inc. 和/或其子公司和/或其关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

标或商标。所有其他品牌名称、产品名称或者商标均属于其各自的所有者。Autodesk 保留随时调整产品和服务、产品规格以及建议零售价的权利，恕不

另行通知，同时 Autodesk 对于此文档中可能出现的文字印刷或图形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2021 Autodesk, Inc. 保留所有权利 (All rights reserved)
。

*** 与普通 AutoCAD 相比。研究由 Autodesk 设计并委托给外部咨询机构。与其他所有性能测试类似，测试结果可能会因计算机、操作系统、过滤器、

测试地点的网络环境、测试样本的来源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次测试并非在中国大陆完成，因此最终结果可能与您所在其他地区进行的测试结果存在差

异。产品信息和规格可能随时变化，恕不另行通知。Autodesk“按现状”提供该信息，无意通过本次测试就相关产品及服务提供任何形式的明示或默示

质保。

“计数功能可以削减图形内的块计数工作，同时减少人工错误，从而节省大量时间。
这是多么大的胜利！”

- Chad，集团 CAD 协调员

使用 TrustedDWG 技术保护设计

TrustedDWG™ 技术有助于确保设计数据在整
个审阅流程中的完整性。TrustedDWG 已内置到 
AutoCAD 软件中，这项首创技术可以高效、精确地
存储和共享设计数据。

固定期限使用许可权益

订购 AutoCAD 固定期限使用许可后，可获取
灵活性和支持权益。通过固定期限使用许可，
您可获取：

• 技术支持：与支持专家探讨交流、预约通
话、获得远程协助和访问相关在线资源。

• 最新软件：即时获取最新功能和性能改进，
助力提高竞争力。

• 灵活的期限长度：根据需要使用所需软件，
可以按照自己的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期限
长度。 

• 管理工具：通过 Autodesk Account 轻松
管理软件许可、座席和使用情况。

立即试用 AutoCAD：
autodesk.com.cn/products/autocad/
free-trial

关注“欧特克大视界”，获得更多新知。

咨询热线：400-056-5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