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整个设计



保持控制

借助 Autodesk Vault，可在几秒内找到设计数据，与世界各地
的团队成员安全地共享数字化样机信息，并知道设计的修订者
以及修订时间

Autodesk® Vault 系列数据管理软件是欧特克数
字化样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可帮助您跟踪所
有数字设计数据和文档。它在一个中央位置安
全地存储和管理数据，帮助团队更快地创建、

共享和重用数字化样机信息。凭借 Autodesk® 
Vault Workgroup、Autodesk® Vault Professional 和 
Autodesk® Vault Office 软件，寻找文件所需的时
间会大大减少，从而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创建创
新设计。

连接您的团队

借助对基于团队的设计的支持，提高团队工作效
率。针对项目与他人密切合作，而不会将设计数
据置于危险境地。通过多用户功能，您可以控制
对设计数据的访问，以便您的整个工作组（从经
理到工程师和设计师）可以参与到设计流程中。

在一个安全的中央位置跟踪和管理与每个数字
化样机相关的所有数据。由于 Vault 产品系列与 
Autodesk® 设计应用程序相集成，因此，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容易和更快地管理从概念到制造这一
过程中的准确数据。

提高工作效率

借助可帮助您重用数据和尽量减少返工的工具，

可以更快地开发产品。使用类似的数字化样机作
为新设计的起点，而不是从复杂模型开始或从头
开始设计工程图集。保存的搜索和快捷方式可加
快数据搜索，而生产效率工具则有助于在不破坏
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链接的情况下操纵设计文件。

借助数据组织工具，您可以跨文件类型控制索引
编制和访问，从而可以基于属性集改进数据共享
和搜索。

控制修订

进行更改不一定要中断工作流，您可以在设计应
用程序中控制设计迭代。捕获设计概念的完整历
史记录，从而可以拓展工作界限，或者恢复到早
期版本（如果需要）。发布和跟踪数据修订并
确保其安全，仅授予团队成员访问文件的正确
修订版本的权限。凭借 Vault Workgroup、Vault 
Professional 和 Vault O�ce，您可以在整个设计和
生产流程中保持对数字化样机的控制。

数据管理功能

利用一些有助于组织、管理和跟踪关键设计和发
布管理流程的功能，可以缩短开发周期，并优化
您的设计数据投资。增强的功能集有助于：

• 面向工作组的数据管理
• 数据搜索和重用
• 管理和配置
• 修订控制

您是否面临着这些问题？

• 查找过去的修订供打印或查看非常繁琐，

甚至是无法实现。

• 人员过早或意外地访问未发布的图纸，导
致在制造过程中产生成本高昂的错误。

• 采用和遵守公司和行业标准富有挑战性。

• 收集图纸的“正确”修订作为一组要进行
批量打印的作业非常繁琐、费时，而且容
易出错。

Vault 系列产品： 
减少管理。 
增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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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Vault 产品

Autodesk Vault Workgroup

通过 Autodesk Vault Workgroup 数据管理软件，

更容易跨工作组创建和共享数字化样机信息，可
帮助您提高工作效率、缩短设计周期。它包括数
据管理、数据搜索和重用、修订控制以及简单的
管理和配置等功能。 

Autodesk Vault Professional

Autodesk Vault Professional 是欧特克提供的最全
面的数据管理产品。它包括 Vault Workgroup 的全
部功能，外加跟踪工程变更单、管理 BOM 表和与
其他业务系统交换数据等功能。

Autodesk Vault O�ce

Autodesk Vault O�ce 简化了现有 Vault Workgroup 
或 Vault Professional 部署对需要管理其自己的项
目相关文档的非 CAD 用户的访问。借助 Web 和
桌面客户端访问选项，团队成员可以参与审查、

发布和变更单流程。 

Autodesk Vault 产品可帮助设计和工程工作组管理数字化样机
信息，以便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发布和修订设计



欧特克数字化样机是一种创新方式，可帮助您在产品实际构建之前探
索创新理念。团队成员可跨不同领域协同工作。个人以及不同规模的
公司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推出优质产品。从概念到设计、制造、
营销及其他阶段，欧特克数字化样机简化了整个产品开发流程。

 购买咨询：400-080-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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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产品遵循下载软件时随附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中的条款和使用条件。

**并非所有语言或地区的所有产品都可以享受到所有优势。灵活的许可条款（包括先前版本使用权限与家庭用许可权限）因特定情况不同而有所
差异。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Autodesk经销商或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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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中可能出现的印刷或图形错误保留最终解释权。© 2015 Autodesk, Inc. 保留所有权利。

Autodesk® Subscription
购买欧特克软件产品同时以年费形式附加Autodesk Subscription，您可以获得合约提供的各项专属增值
服务与支持。包括免费升级最新版本软件，产品版本降级使用，下载各种产品增强扩展包，欧特克技术专
家直接技术支持，各种专项免费技术培训等。通过使用Autodesk Subscription提供的系列服务与支持并不
断续约，您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设计工具的功能，充分利用您的技术投资。客户在Autodesk Subscription
期内，可以享受：

软件升级
Autodesk Subscription客户在合约期内可以将产品免费*升级到发布的最新版本，保护您的投资，通过
产品更新帮助您保持竞争力。同时，合约用户仍然能与升级版一起并行使用旧版软件，从而利用最新
版本中的新功能。这意味着您可以继续无缝处理所有的项目。

功能扩展包
Autodesk Subscription客户，可以获得多种功能丰富的软件扩展包，这些扩展包为您提供新的专业化功
能，令您从领先的功能和便利的实施中获益。

技术支持
获得欧特克技术支持团队的直接技术支持服务。您可以通过Autodesk Subscription Center网站，提交您
遇到的软件技术问题，来自欧特克的技术支持专家承诺在工作时间4小时内对您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

简化的软件资产管理
通过Autodesk Subscription Center网站中的合约管理功能，做到贵公司购买软件资产记录的统一管理。

Autodesk 360 云服务
Autodesk 最新的云端计算服务，使工作 (渲染/模拟) 更轻松，进而提升工作效率。**

了解更多Autodesk Subscription 优势，请访问：

http://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欧特克大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