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智、灵活、强大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为您提供了以最方便、现代、灵活的方式，购买和使用您所需的软件及服务，以帮助自身业务的成长。通过多种购买选项，您
可以选择最适合当前项目需求和预算的方案。借助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今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使用软件、服务和支持，从而加速整个工作流。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涵盖欧特克提供的所有 Subscription 合约产品，包括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和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

无论您选择哪款 Subscription 合约产品，都将获得以下权益：获取最新软件版本或服务、精选欧特克云服务、许可权利和支持。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选项为您的工作保驾护航。 

实现最大价值的明智选择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是维护并最
大限度实现永久软件许可权益的唯一方法。通
过立即升级到最新的欧特克软件版本，可以
利用最新技术和省时功能提高工作效率。借助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可以使用最新
软件，这不仅能降低升级成本，还能维持可预测
的软件预算。这是在竞争中保持领先的极为经济
的方法。 

打造云工作流的强大选择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使您可以方便地访
问相关工具，利用无限的云计算能力，加速设计
流程并简化协作。近乎无限的云计算能力可以显
著缩短可视化和仿真的处理时间，释放桌面资源，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并获得更出色的结果。

实现终极自由的灵活选择 

借助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您可购买欧特克 
软件某一期限的使用许可，以满足不同业务和预
算条件下的需求，例如承接短期的工程项目或聘
用临时员工，您都可以按照使用需求，灵活的增
减软件产品及坐席。您可以选择季度、年度或多
年期购买选项来购买欧特克设计与创作套件以及
其他一些软件产品。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可 
帮助您灵活管理成本，避免巨额的前期许可投资。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让一切变得如此简单！

- Gene Evans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管理员
  Woolpert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

功能和权益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是维持并最大
限度实现欧特克软件及相关服务投资收益的一种
经济有效的方法。 

包含以下功能和权益：
 

• 使用最新的软件版本，让您始终处于技术最前
沿，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 

• Subscription 合约许可权利，无论在办公室或家
中，甚至在海外（海外许可最长期限为90天），
都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所需工具。

• 精选欧特克云优势，可帮助您提高移动性、改
善协作并优化设计。

• 技术支持，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以及专属新
闻简报，帮助您最大限度地利用 Subscription 合
约的权益。

 
有关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功能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maintenance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

功能和权益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可帮助您将工作从
桌面扩展到云。 

包含以下功能和权益： 

• 利用近乎无限的云计算能力，轻松运行各种复
杂的资源密集型任务，而无需占用桌面资源，
也无需投资昂贵的专业硬件。

• 使用办公设备或移动设备在云中与更多的团队
进行实时协作。

• 通过 Web 或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您的项目文
件，并简化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的各个工作流。

• 获得最新服务、许可权利和支持。
 
有关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功能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cloud-
services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

功能和权益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客户可以选择季度、年
度或多年期购买选项来购买欧特克设计与创作套
件以及其他一些软件产品。 

您将获得以下权益：
 

• 获得最新软件版本、精选欧特克云服务、技术
支持以及专属新闻简报。

• 提供较低的入门成本，帮助您灵活管理成本，
避免巨额的前期投资；以及多种期限长度，方
便您控制合约时间。

• 根据短期项目和人员需求变化，轻松增员和 
减员。

• 享受增强功能的同时降低风险。
 
有关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功能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的权益受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并非所有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权益和服务都适用于所有产品和/或所有语言。使用云服务需要连接 Internet，并受服务条款中规定的任何地域限制的约束。

Autodesk、AutoCAD、Autodesk Inventor、DWF、DWG、Green Building Studio、Inventor 和 Revit 是 Autodesk, Inc. 和/或其子公司和/或分支机构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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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克保留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变更产品和服务内容、说明以及定价的权利，同时对可能会在本文档中出现的文字印刷或图形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2015 Autodesk, Inc. 保留所有权利。

Autodesk, AutoCAD, Autodesk Inventor, DWF, DWG, Green Building Studio, Inventor, and Revit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Autodesk, Inc., and/or its subsidiaries and/or affiliates in the USA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brand names, 
product names, or trademarks belong to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Autodesk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product and services offerings specifications and pricing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nd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ypographical or graphical 
errors that may appear in this document. © 2015 Autodes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客户都可以获得：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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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功能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cloud-
services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

功能和权益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客户可以选择季度、年
度或多年期购买选项来购买欧特克设计与创作套
件以及其他一些软件产品。 

您将获得以下权益：
 

• 获得最新软件版本、精选欧特克云服务、技术
支持以及专属新闻简报。

• 提供较低的入门成本，帮助您灵活管理成本，
避免巨额的前期投资；以及多种期限长度，方
便您控制合约时间。

• 根据短期项目和人员需求变化，轻松增员和 
减员。

• 享受增强功能的同时降低风险。
 
有关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功能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的权益受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并非所有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权益和服务都适用于所有产品和/或所有语言。使用云服务需要连接 Internet，并受服务条款中规定的任何地域限制的约束。

Autodesk、AutoCAD、Autodesk Inventor、DWF、DWG、Green Building Studio、Inventor 和 Revit 是 Autodesk, Inc. 和/或其子公司和/或分支机构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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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克保留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变更产品和服务内容、说明以及定价的权利，同时对可能会在本文档中出现的文字印刷或图形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2015 Autodesk, Inc. 保留所有权利。

Autodesk, AutoCAD, Autodesk Inventor, DWF, DWG, Green Building Studio, Inventor, and Revit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Autodesk, Inc., and/or its subsidiaries and/or affiliates in the USA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brand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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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客户都可以获得：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

选择更多。

最新软件版本或
服务的使用权限

精选欧特克云优势 支持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

功能和权益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是维持并最大
限度实现欧特克软件及相关服务投资收益的一种
经济有效的方法。 

包含以下功能和权益：
 

• 使用最新的软件版本，让您始终处于技术最前
沿，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 

• Subscription 合约许可权利，无论在办公室或家
中，甚至在海外（海外许可最长期限为90天），
都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所需工具。

• 精选欧特克云优势，可帮助您提高移动性、改
善协作并优化设计。

• 技术支持，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以及专属新
闻简报，帮助您最大限度地利用 Subscription 合
约的权益。

 
有关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功能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maintenance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

功能和权益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可帮助您将工作从
桌面扩展到云。 

包含以下功能和权益： 

• 利用近乎无限的云计算能力，轻松运行各种复
杂的资源密集型任务，而无需占用桌面资源，
也无需投资昂贵的专业硬件。

• 使用办公设备或移动设备在云中与更多的团队
进行实时协作。

• 通过 Web 或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您的项目文
件，并简化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的各个工作流。

• 获得最新服务、许可权利和支持。
 
有关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功能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cloud-
services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

功能和权益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客户可以选择季度、年
度或多年期购买选项来购买欧特克设计与创作套
件以及其他一些软件产品。 

您将获得以下权益：
 

• 获得最新软件版本、精选欧特克云服务、技术
支持以及专属新闻简报。

• 提供较低的入门成本，帮助您灵活管理成本，
避免巨额的前期投资；以及多种期限长度，方
便您控制合约时间。

• 根据短期项目和人员需求变化，轻松增员和 
减员。

• 享受增强功能的同时降低风险。
 
有关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功能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的权益受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并非所有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权益和服务都适用于所有产品和/或所有语言。使用云服务需要连接 Internet，并受服务条款中规定的任何地域限制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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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

功能和权益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是维持并最大
限度实现欧特克软件及相关服务投资收益的一种
经济有效的方法。 

包含以下功能和权益：
 

• 使用最新的软件版本，让您始终处于技术最前
沿，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 

• Subscription 合约许可权利，无论在办公室或家
中，甚至在海外（海外许可最长期限为90天），
都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所需工具。

• 精选欧特克云优势，可帮助您提高移动性、改
善协作并优化设计。

• 技术支持，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以及专属新
闻简报，帮助您最大限度地利用 Subscription 合
约的权益。

 
有关 Maintenance Subscription 维护合约功能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maintenance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

功能和权益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可帮助您将工作从
桌面扩展到云。 

包含以下功能和权益： 

• 利用近乎无限的云计算能力，轻松运行各种复
杂的资源密集型任务，而无需占用桌面资源，
也无需投资昂贵的专业硬件。

• 使用办公设备或移动设备在云中与更多的团队
进行实时协作。

• 通过 Web 或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您的项目文
件，并简化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的各个工作流。

• 获得最新服务、许可权利和支持。
 
有关 Cloud Service Subscription 合约功能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cloud-
services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

功能和权益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客户可以选择季度、年
度或多年期购买选项来购买欧特克设计与创作套
件以及其他一些软件产品。 

您将获得以下权益：
 

• 获得最新软件版本、精选欧特克云服务、技术
支持以及专属新闻简报。

• 提供较低的入门成本，帮助您灵活管理成本，
避免巨额的前期投资；以及多种期限长度，方
便您控制合约时间。

• 根据短期项目和人员需求变化，轻松增员和 
减员。

• 享受增强功能的同时降低风险。
 
有关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功能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的权益受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并非所有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权益和服务都适用于所有产品和/或所有语言。使用云服务需要连接 Internet，并受服务条款中规定的任何地域限制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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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客户都可以获得：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约

选择更多。

最新软件版本或
服务的使用权限

精选欧特克云优势 支持

欧特克 Autodesk：
扫描二维码，一键关注欧特克 Autodesk 官方微信平台。

快速方便的掌上移动平台，涵盖欧特克最新市场活动、

产品优惠信息、热门技巧、公共信息共享等全方位资源。

享受欧特克产品咨询及购买便捷服务。

欧特克大视界：

扫描二维码，一键关注欧特克大视界官方微信平台。

了解并掌握欧特克全行业最新动向和新鲜资讯，随时随地洞
悉行业动态，获取欧特克丰富多彩的各项赛事及线上线下研
讨会活动，您将走进欧特克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