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更多信息或购买

获得全世界专家的帮助，他们可以为您提供产品专业知识，帮助您深入了解您的行业，以
及超出软件的价值。要获得 Autodesk AutoCAD 软件的许可，请联系欧特克授权经销商。

请访问 www.autodesk.com.cn/reseller，查找您附近的经销商。

A360
Autodesk A360 基于云的框架可提供各种工具和服务，使设计超出桌面范围。为您简化
工作流程，从而可以高效地协作以及随时随地快速访问和共享工作。有关详细信息，请访
问 www.autodesk.com/a360。

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客户权益

尽管使用 AutoCAD 已有 25 年之久， 但我对它仍充满热情。

- Shaun Bryant
 CADFMconsultants
 所有者

借助 AutoCAD 引领设计前沿
选择 AutoCAD 帮助实现预期精度和品质

*并非所有计划权益都适用于所有语言和/或地区的所有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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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获得免费的 Autodesk 软件和/或基于云的服务，必须接受并遵守此类软件或基于云的服务随附的适用许可协议条款和条
件或服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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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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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集成设计

协调模型：

• 借助标准二维端点和中心对象捕捉功能，

捕捉到附着协调模型上的精确位置
• 直接在  A u t o C A D  软件内附加和查 看 

Autodesk® Navisworks® 和 Autodesk® 
BIM 360™ Glue® 模型

• 在设计中引用 Navisworks 模型，避免潜在
冲突

• 利用 Navisworks 文件格式支持，将其他应
用程序中的模型集成到 AutoCAD 中

导入 PDF：

• 将 TrueType 文字、几何图形和光栅图像作
为 AutoCAD 对象从 PDF 文件或参考底图
导入当前工程图

• 指定导入几何图形的缩放、旋转和插入点
• 控制如何将图层指定给导入的对象

中心线和中心标记：

• 创建与选定直线和多段线关联的指定线型
的中心线几何图形

• 在选定圆、圆弧或多边形圆弧的圆心创建
一个关联的中心标记

• 移动关联对象；中心线和中心标记将相应
更新

借助 AutoCAD 2017 让创新和设计更上一层楼

在更短的时间内创建更精确、更详细的工程图

创建令人惊叹的设计

使用三维工具设计和可视化所有概念：

• 通过可供演示的图形和 3D 打印功能实现您的设
计理念

• 通过协调模型和实景计算将设计置于实际环境中

准确地记录

自动执行常规任务并简化工作流程，以加快文档 
编制速度：

• 通过  AutoC AD ® 三维模型自动进行施工文档 
编制

• 使用更加智能的工具（包括智能标注和增强的 
PDF）提高工作效率

打造个性化软件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配置 AutoCAD 软件：

• 通过 Autodesk Exchange Apps 自定义 AutoCAD 
软件以满足各种独特的需求

• 通过系统变量监视器监控系统变量，在出现不必
要的更改时收到通知

更快速地沟通和协作

使用互联式设计技术与同事协作：

• 使用 TrustedDWG 技术帮助确保文件格式兼容性
和可靠性

• 通过增强的 PDF 向 PDF 查看器分享 AutoCAD 中
的超链接

• 跨集成桌面、云和移动解决方案连接工作流

借助 AutoCAD 简化软件管理

通过 AutoCAD 计划，可以在特定期限内获得最新的
更新和版本，帮助您减少前期投资并满足项目要求： 
• 使用最新版本并自动获得更新，使您始终保持 

最新状态
• 获得欧特克安装支持，快速安装并运行软件
• 使用  Autodesk® A 360 项目协作软件并获得  

25 GB 的云存储空间
• 享受灵活的许可权利并根据工作量增减许可 

数量*

借助 AutoCAD 360 Pro 随时随地充分利用 
AutoCAD 的强大功能

AutoCAD 360 Pro 是什么？

AutoCAD 360 Pro 是官方版的 AutoCAD 移动应用
程序。现在，订购固定期限的 AutoCAD 软件使用许
可会随附提供 AutoCAD 360 Pro。

AutoCAD 360 Pro 附带提供了一系列高级功能， 
可以帮助您：

• 标记图形、向图形添加文本并实时更改图形
• 连接到 Google Dr ive 和 Dropbox 等外部云 

存储
• 访问高级图层管理、测量和注释工具
• 脱机工作并在恢复联机状态后同步所做的更改

访问 www.autocad360.com 了解更多信息，并下
载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系统的移动应用程序。

新特性

• 将几何图形作为 AutoCAD 对象
从 PDF 文件导入工程图

• 将工程视图发布到云中，轻松与
同事分享

• 轻松简单地创建和编辑中心线和
中心标记

• 借助 Autodesk® 桌面应用程序
管理所有软件更新

优势

• 借助广泛的 PDF 兼容性和集成功
能改善工作流

• 使用 Autodesk® Exchange Apps 
自定义软件

• 使用 TrustedDWG™ 技术保留设
计信息

• 借助 AutoCAD® 360 Pro 几乎可
以从任何位置访问、查看和编辑
文件

创新功能和增强功能

导入 PDF

将 TrueType 文字、几何图形和光栅图像作为 AutoCAD 
对象从 PDF 文件或参考底图导入当前工程图。

共享设计视图

将工程视图发布到云中，从而改善协作流程。查看
者无需登录或基于 AutoCAD 的产品即可进行查看，

但无法更改您的 DWG™ 源文件。

欧特克桌面应用程序

接收更新通知而不中断工作流。教程可帮助您充分
利用新功能，而产品特定的内容则提供了技能培训
提示、内容库等更多内容。

智能中心线和中心标记

轻松创建和编辑中心线和中心标记。移动关联对象
时，中心线和中心标记也会相应更新。

增强的迁移工具

通过迁移先前版本中的自定义设置和文件即可实现
个性化的工作方式，一切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软
件将检测到您的自定义设置，允许您选择要迁移的
内容。

立即试用 AutoCAD：

www.autodesk.com/tryautocad

使用 TrustedDWG 技术保护设计

在研发设计领域，您的投资就算没有数万美元，也
有数千美元。使用 TrustedDWG 技术可以在整个审
查流程中保证设计数据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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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stedDWG 文件是用成套技术创建而成，该技术
可确保图形中的每个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不会
损失数据保真度。

30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采用 TrustedDWG 技术打包
每个文件，帮助您保存和保护宝贵设计。

自定义 AutoCAD 的五大方法

1. Exchange Apps：借助经欧特克认可的扩展
程序 Exchange Apps 自定义软件。

2. 脚本：创建脚本 (SCR) 文件，自动执行一组
常用的特定命令。

3. 动作录制器：使用动作录制器录制命令并输
入值。您可将这些命令和值作为动作宏回
放，从而自动执行重复性任务。

4. 命令别名：创建命令别名，以便在命令行中
快速输入常用命令。

5. 动态块：动态块允许您创建一个可实时修改
的块，以便使用新属性创建块配置。

我们对移植界面进行了重新设计，使您能够
快速全面地查看所有自定义内容和可移植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