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大的机械设计工具
 

欧特克数字化样机是一种创新方式，可帮助您在实际构建之前探索理
念。团队成员可跨不同领域协同工作。此外，个人以及不同规模的公司
还能够借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推出优质产品。从概念到设计、制
造、上市及其他阶段，欧特克数字化样机简化了整个产品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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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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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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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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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面临着这些问题？

•  不是为机械设计量身打造的软件制约了工
作效率。

•  频繁的设计变更造成了手动返工时间。

•  设计错误以及不正确的物料清单 (BOM) 
和零件列表使得产品无法按时交付。

•  更新现有的图纸浪费了贵公司的宝贵时间。

•  所用绘图标准不一致阻碍了车间生产。

•  无法找到和重用设计迫使您的团队不得不
从头开始创建大量图纸。

Autodesk AutoCAD Mechanical 简化了复杂的机
械设计工作，可帮助您更快地创建和修改图纸

2D 机械设计标准 

由于囊括了基于标准的零件的综合库以及用于 
自动执行常见设计任务的工具，A u t o d e s k ® 
AutoCAD® Mechanical 2016 设计和绘图软件可帮
助加快机械设计流程。AutoCAD Mechanical 中
的创新设计和绘图工具完全专注于 Autodesk® 
AutoCAD® 用户易用性。通过保全 AutoCAD 用
户体验，让设计师可以在维持现有工作流的
情况下，按自己的进度采用增强的  AutoCAD 
Mechanical 功能。通过节省数不胜数的设计和返
工时间，设计师赢得了竞争优势，这样他们就可
以将更多时间用在创新上，而不是用在管理工作
流问题上。

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创建机械设计往往需要在手动工序上花费宝贵的 
时间。由于 AutoCAD Mechanical 提供了一种简化
的面向制造业的绘图环境，能够自动执行许多手
动任务，因此，有助于改善设计体验，并且效率
提升立竿见影。AutoCAD Mechanical 可为执行更
新和迭代设计变更的 AutoCAD 用户提供能够显著
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从而减少与这些任务相关
的返工量。此外，强大的尺寸标注工具让添加、

删除和编辑尺寸标注更快速、更轻松。AutoCAD 
Mechanical 专为节省时间而设计，具有几乎适用
于机械绘图流程的每一个环节的专用工具。

从 AutoCAD 迁移到 AutoCAD 
Mechanical 的十大理由

1. 700,000 个标准零件和功能
2. 面向制造业的绘制工具丰富齐全
3. 强大的智能尺寸标注
4. 智能详细设计工具
5. 支持国际绘图标准
6. 关联引出序号和 BOM
7. 自动图层管理
8. 智能隐藏线
9. 机械生成器与计算器
10. 关联 CAD 模型文档

访问 www.autodesk.com.cn/products/
autocad-mechanical/overview，了解更多
详细信息。

减少错误和不一致

创建机械图纸时，设计师有时会不经意地引入 
错误和设计不一致，造成时间和金钱的浪费。 
AutoCAD Mechanical 具有包含超过 700,000 个
标准零件的零件库，支持国际绘图标准，可帮
助用户在全球市场中始终如一地满足设计要求。

AutoCAD Mechanical 软件还可以让详图设计师在
熟悉的 AutoCAD 绘图环境中编制原创 Autodesk® 
Inventor® 模型的文档。这种关联的工作流自动将
图纸与 3D 模型同步，有助于减少错误和不一致，

因而可以节省返工时间。设计和文档编制流程中
清晰、一致的沟通传达，可以帮助团队成员避免
在车间中产生延误和错误，使公司在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

更有效地管理设计数据 

设计完成后，请务必与负责订购和制造产品的团
队共享准确的设计与零件信息。如果使用的软件
不是专为这些任务设计的，往往意味着要手动创
建关键零件列表和 BOM。使用手动方法，即使是
最细微的设计变更都能引入错误，导致向客户的
交付延误。

为了帮助贵组织避免出现错误和代价高昂的延误，

AutoCAD Mechanical 与 Autodesk® Vault 软件紧
密集成，提高设计数据交换的效率和安全性，并
便于设计与制造工作组之间及早开展协作。凭借
免费* Autodesk® Design Review 软件，不同的工
作组可以管理和跟踪数字化样机的所有组成部分，

以全数字方式审查、测量、标记和跟踪设计变更，

从而更好地重复利用关键的设计数据、管理 BOM 
以及与其他团队和合作伙伴协作。

就是现在

是否希望您的机械设计流程带来无与伦比的工作
效率？现在正是迁移到 AutoCAD Mechanical 的绝
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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