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购买方式实现最大
灵活性
通过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您可以在使用同永久许可拥有完全一致功能的欧特克
软件的同时，以更灵活的即付即用的方式，更轻松地管理软件预算



Autodesk®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提供哪些权益？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使您能够以最低的入门成本使用桌面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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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保持竞争力

 购买 Autodesk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您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设计工具的作用，同时能够控制成本和合约时间。您的软件工具将始终保持最新，
具备最新的版本和增强功能，而您的工作流会因功能增加而受益 - 从各种许可选项一直到 Autodesk® 云服务的更多功能。 

功能和灵活性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支持各种许可选项，旨在
让您能够以所需的方式工作，其中包括：

• 完整功能 - 可以使用的软件与通过永久欧特克软
件许可获得的软件相同

• 在多台计算机上安装软件

• 全球使用权 - 您可以在异地无缝工作†  

• 早期版本使用权†

• 即使没有有效的 Subscription 合约，也可以访问
计算机上本地存储的文件

• 使用免费的欧特克工具查看欧特克文件格式的
文件

• 开始购买新的 Subscription 合约并在中断处无缝
继续

即付即用访问权限

无论项目是暂时的还是持续的，您始终可管理和
预测软件成本。只为您所需的软件使用付费，无
需大量的前期投资。

保持最新

通过最新的欧特克技术，保持最新状态以及强大
的竞争力。通过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确保
您正在使用最新的软件版本以及所需的支持级别
开展工作。

可扩展的许可
公司在成长，项目在扩展，员工在流动。随时应
对以上可能出现的变化，让软件的许可适应企业
及组织的需求变化。

其他云服务和软件

更智能地开展工作，而不占用您的桌面资源。可
以访问云中的其他服务，如更快的渲染和可视化
功能、协作工具和安全存储。

†“全球使用权”、“早期版本使用权”以及云服务访问权限可能并未针对所有国家/地区和所有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提供，并且可用情况受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使用条款和适用云服务的服务条款约束。



使用欧特克云服务和产品

将工作从桌面扩展到云
通过商业产品或套件的 Autodesk Subscription 合
约，您可以使用一系列云服务。利用近乎无限的
云计算能力，您可以运行各种任务，而无需占用
桌面资源，也无需昂贵的硬件。现在，您可以测
试多个设计可选方案的性能，并快速增加整个工
作流中的可视化程度。

您可以通过 Web 界面或桌面软件访问欧特克云服
务。以下是其中一些可用的云服务：

• Green Building Studio®

• Rendering in A360

• Energy Analysis for Revit®

• Mockup 360

最新软件和增强功能

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通过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您始终拥有最
新、功能最强大的工具。您可以立即获得各种软
件版本和产品增强功能，全年保持竞争优势。通
过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您的软件可保持最
新。同时，较短的合约时间也有助于维持可预测
软件预算。

许可权利

以您希望的方式自由工作 
在团队内部或跨团队协作时，您需要在适当的
时间、适当的地点使用适当的软件。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提供以下 Subscription 合约许可
权利*，让您能够更自由地使用软件：

早期版本使用权：客户有时会要求您使用特定软
件版本交付项目。凭借早期版本使用权，您可以
同时使用早期版本和最新版本的欧特克软件来交
付项目。†

家庭使用权：工作并不总是在办公室中进行 - 通
过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您可以在办公室或
家中使用软件。

全球使用权：有时，工作需要您出差在外 - 凭借
全球使用权，您可以在所购买国家/地区之外使用
已获得许可的软件。

支持

获取所需的帮助
您的成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随时准备好
为您提供支持。无论是通过 Subscription 合约客
户专属新闻简报和资讯，还是我们的产品支持专
家的直接帮助，我们都致力于帮助您充分利用 
Subscription 合约。大多数成功客户都利用我们
提供的支持实现了更高的欧特克投资回报率，您
也可以。 

技术支持
通过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您可以选择最符
合自己需求和预算的技术支持级别。每个选项都
可以帮助您进行安装和配置，并解决软件和云服
务方面的疑难问题。

基本支持：Autodesk® 基本支持包含在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之内，可让您访问一系列欧特克
在线支持服务，例如：

• 一对一欧特克 Web 支持 

• 更快的社区论坛支持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客户还可以选择购买高
级支持或企业优先支持的优质服务，帮助更快地
实施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和减少
停机时间。

高级支持：此级别的支持可让您通过电话和 Web 
一对一联系资深的欧特克支持专家。高级支持具
有不受限制、优先处理、一对一、时间延长等特
点**，可获得资深欧特克支持专家的全球电话支
持、远程桌面协助和优先 Web 支持选项。

企业优先支持：Autodesk® 企业优先支持是为欧特
克的大型企业客户提供的一项优质支持服务。它
制定欧特克产品支持的最积极响应目标以及解决
问题/缓解问题目标，同时提供案例状态更新。此
服务还提供综合的主动支持计划和其他服务，包
括为亲自监督所有客户需求的支持客户经理提供
协助。

专属新闻简报和资讯
我们希望您畅享并充分利用 Subscription 合约带来
的所有权益。作为 Subscription 合约客户，您会收
到一些新闻简报和资讯，提供 Subscription 合约客
户专属内容，其中包括：

• 产品增强功能的公告

• 帮助您充分利用产品和服务的提示和技巧

• 重点介绍他人如何利用其 Subscription 合约权益
的客户成功案例

欧特克设计套件系列，为以下领域提
供了全面而强大的工作流：

•  建筑设计

•  工程

•  施工

•  基础设施

•  产品设计

•  工厂设计 

•  厂房设计

如果将 Autodesk A360 与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搭配使用，您可以将桌面
上的工作流连接到移动设备和云。这些工作
流使您可以探索更多设计可能性，更快地实
现更好的结果，并更有效地协作。

www.autodesk.com.cn/suites

通过让软件保持最新，可以减

少每个新版本的学习曲线。软

件使用者只需学习少量的软件

变化和新增功能。在尝试实现

三到四个版本的跳跃更新时，

事实上员工很难跟上新版本的

速度。

Blair Stunder 
Arctic Manufacturing Ltd.

†“全球使用权”、“早期版本使用权”以及云服务访问权限可能并未针对所有国家/地区和所有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提供，并且可用情况受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使用条款和适用云服务的服务条款约束。



管理工具

控制和管理您的权益
通过以下报告和管理工具，合约经理可轻松
在 Autodesk Account 中管理您组织的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权益：

• 合同报告：跟踪和管理软件软件许可和坐席。
查看有用的详细信息，例如合同编号、合同开
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以及产品详细信息。您还
可以查看重要的续订信息，例如下一个续订日
期（定期合同）；也可以查看哪些坐席将在未
来 90 天后到期（可续订合同）。

•  用户管理功能和工具：为每个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分配指定用户，您甚至可以指
定某个指定用户可以访问的软件版本。

•  使用报告：跟踪使用精选云服务时所消耗的云
积分，或为指定用户购买更多云积分。 

如何购买 
通过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增强工作流
通过以下任何方式获得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
约，从而赢得显著的竞争优势，并最大限度地发
挥设计工具的功能：

•  通过欧特克当地经销商，针对当前软件许可购
买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

• 联系经销商：  
http://www.autodesk.com.cn/reseller

Autodesk、Autodesk 徽标、Revit、Mockup 360 和 Green Building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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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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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utodesk logo, Revit, Mockup 360, and Green Building Studi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utodesk, Inc., and/or its 
subsidiaries and/or a�l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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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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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的权益受相应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并非所有 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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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三个地区的时区（美洲为东部标准时间 (EST)，欧洲、中东和非洲为中欧时间 (CET)，亚太地区为新加坡时间 (SGT)）确定延长支持时间（“24x5”），延长支持时间为一周 5 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 24 小
时，只是不包括欧特克遵守的指定时区的节假日。延长支持时间内的支持可用性是指电话支持请求，而 Web 支持请求可以在任何时间提交。

云计算为做出更好的决策打开

了大门。

  John Evans  
John Evans Designs 所有者和数字化样机
专家 

管理工具

控制和管理您的权益
通过以下报告和管理工具，合约经理可轻松
在 Autodesk Account 中管理您组织的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权益：

• 合同报告：跟踪和管理软件软件许可和坐席。
查看有用的详细信息，例如合同编号、合同开
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以及产品详细信息。您还
可以查看重要的续订信息，例如下一个续订日
期（定期合同）；也可以查看哪些坐席将在未
来 90 天后到期（可续订合同）。

•  用户管理功能和工具：为每个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分配指定用户，您甚至可以指
定某个指定用户可以访问的软件版本。

•  使用报告：跟踪使用精选云服务时所消耗的云
积分，或为指定用户购买更多云积分。 

如何购买 
通过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增强工作流
通过以下任何方式获得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
约，从而赢得显著的竞争优势，并最大限度地发
挥设计工具的功能：

•  通过欧特克当地经销商，针对当前软件许可购
买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

• 联系经销商：  
http://www.autodesk.com.cn/reseller

Autodesk、Autodesk 徽标、Revit、Mockup 360 和 Green Building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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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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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utodesk logo, Revit, Mockup 360, and Green Building Studi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utodesk, Inc., and/or its 
subsidiaries and/or a�l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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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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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sktop Subscription 合约的权益受相应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并非所有 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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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三个地区的时区（美洲为东部标准时间 (EST)，欧洲、中东和非洲为中欧时间 (CET)，亚太地区为新加坡时间 (SGT)）确定延长支持时间（“24x5”），延长支持时间为一周 5 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 24 小
时，只是不包括欧特克遵守的指定时区的节假日。延长支持时间内的支持可用性是指电话支持请求，而 Web 支持请求可以在任何时间提交。

云计算为做出更好的决策打开

了大门。

  John Evans  
John Evans Designs 所有者和数字化样机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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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