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使用 AutoCAD 已有 25 年之久， 但我對它仍充滿熱情。
- Shaun Bryant
CADFMconsultants
所有者

借助 AutoCAD 引領設計前沿
選擇 AutoCAD 幫助實現預期精度和品質

瞭解更多資訊或購買
獲得全世界專家的幫助，他們可以為您提供產品專業知識，協助您深入瞭解您的行業，以及超出軟體的
價值。要獲得 Autodesk AutoCAD 軟體的使用授權，請聯繫歐特克授權經銷商。
請造訪 www.autodesk.com.tw/reseller，查找您附近的經銷商。
A360
Autodesk A360 基於雲端架構可提供各種工具和服務**，使設計超出桌面範圍。為您簡化工作流程，從
而可以高效地協作以及隨時隨地快速瀏覽和共用工作。
有關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autodesk.com.tw/a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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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獲得免費的 Autodesk 軟體和 / 或基於雲端的服務，必須接受並遵守此類軟體或基於雲端服務所隨附的適用授權合約條款和條件或服
務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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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AutoCAD 2017 讓創新和設計更上一層樓
在更短的時間內建立更精確、更詳細的工程圖

新功能
•將幾何圖形作為 AutoCAD 對象

優勢
•輕鬆簡單地建立和編輯中心線

從 PDF 檔導入工程圖
•將工程視圖發布到雲端，輕鬆

和中心標記

能改善工作流程

•借助 Autodesk® 桌面應用程序

與同事分享

•借助廣泛的 PDF 相容性和整合功

管理所有軟體更新

自訂軟體

借助 AutoCAD 簡化軟體管理

使用 3D 工具設計和視覺化所有概念：

透過 AutoCAD 計畫，可以在特定期限內獲得最新

• 透過可供展示的圖形和 3D 列印功能實現您的

的更新和版本，幫助您減少前期投資並滿足專案

設計理念
• 透過協調模型和實景計算將設計置於實際環境
中

準確地記錄
自動執行常規任務並簡化工作流程，以加快文件
編制速度：
•透過 AutoCAD 3D 模型自動進行施工文件編制

打造個性化軟體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配置 AutoCAD 軟體：
• 透過 Autodesk Exchange Apps 自訂 AutoCAD
軟體以滿足各種獨特的需求
• 透過系統變數監視器監控系統變數，在出現不
必要的更改時收到通知

更快速地溝通和協作
使用互聯式設計技術與同事協作：
• 使用 TrustedDWG 技術幫助確保檔案格式相容
性和可靠性
• 透過增強的 PDF 向 PDF 檢視器分享 AutoCAD

•借助 AutoCAD® 360 Pro 幾乎可以
從任何位置瀏覽、查看和編輯文件

從一開始就整合設計

要求：
• 使用最新版本並自動獲得更新，使您始終保持
最新狀態
• 獲得歐特克安裝支援，快速安裝並運行軟體使

創新功能和增強功能

使用 TrustedDWG 技術保護設計

導入 PDF

在研發設計領域，您的投資就算沒有數萬美元，

協調模型：

將 TrueType 文字、幾何圖形和點陣影像作為

也有數千美元。使用 TrustedDWG 技術可以在整

• 借助標準 2D 端點和中心對象捕捉功能，捕

AutoCAD 物件從 PDF 檔或參考底圖導入當前工

個審查流程中保證設計資料的完整性。

用 Autodesk A360® 專案協作軟體並獲得 25 GB
的雲端存儲空間
• 享受靈活的軟體授權並根據工作量來增減授權
數量*

捉到附著協調模型上的精確位置

•使用更加智慧的工具( 包括智慧型標註和增強
的 PDF )提高工作效率

資料

•使用 Autodesk® Exchange Apps

建立令人驚歎的設計

•使用 TrustedDWG™ 技術保留設計

借助 AutoCAD 360 Pro 隨時隨地充分利
用 AutoCAD 的強大功能
AutoCAD 360 Pro 是什麼？
AutoCAD 360 Pro 是官方版的 AutoCAD 行動應
用程式。現在，訂購固定期限的 AutoCAD 軟體
使用授權會隨附提供 AutoCAD 360 Pro。
AutoCAD 360 Pro 附帶提供了一系列高級功能，

•直接在 AutoCAD 軟體內附加和查看
Autodesk® Navisworks® 和 Autodesk®
BIM 360™ Glue® 模型
• 在設計中引用 Navisworks 模型，避免潛在
衝突
• 利用 Navisworks 檔案格式支援，將其他應
用程式中的模型整合到 AutoCAD 中

首創技術可以高效、精確地存儲和共用設計資

將工程視圖發布到雲端，從而改善協作流程。查

料。TrustedDWG 檔是用成套技術創建而成，該

看者無需登錄或基於 AutoCAD 的產品即可進行查

技術可確保圖形中的每個元素以及元素之間的關

看，但無法更改您的 DWG™ 原始檔案。
歐特克桌面應用程式
接收更新通知而不中斷工作流程。教程可幫助您

可以幫助您：

充分利用新功能，而產品特定的內容則提供了技

• 標記圖形、向圖形添加文本並即時更改圖形

• 將 TrueType 文字、幾何圖形和點陣影像作

能培訓提示、內容庫等更多內容。

• 連接到 Google Drive 和 Dropbox 等外部雲端
空間存儲

為 AutoCAD 物件從 PDF 檔或參考底圖導入
當前工程圖

• 瀏覽高級圖層管理、測量和注釋工具

• 指定導入幾何圖形的縮放、旋轉和插入點

• 離線工作並在恢復連線狀態後同步所做的更改

• 控制如何將圖層指定給導入的物件

造訪 www.autocad360.com 瞭解更多資訊，並下

中心線和中心標記：

載適用於 iOS 和 Android 系統的行動應用程式。

• 建立與選定直線和多段線關聯的指定線型
的中心線幾何圖形
• 在選定圓、圓弧或多邊形圓弧的圓心建立
一個關聯的中心標記
• 移動關聯對象；中心線和中心標記將相應
更新

TrustedDWG 已內置到 AutoCAD 軟體中，這項

共用設計檢視

導入 PDF：

中的超連結
• 跨整合桌面、雲端和行動解決方案連接工作流程

程圖。

智慧中心線和中心標記
輕鬆建立和編輯中心線和中心標記。移動關聯對
象時，中心線和中心標記也會相應更新。

係不會損失數據保真度。
30 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採用 TrustedDWG 技術
打包每個文檔，幫助您保存和保護寶貴設計。

自訂 AutoCAD 的五大方法
1. Exchange Apps：借助經歐特克認可的擴
展程式 Exchange Apps 自訂軟體。
2. 腳本：建立腳本 (SCR) 檔，自動執行一組
常用的特定命令。
3. 動作錄製器：使用動作錄製器錄製命令並
輸入值。您可將這些命令和值作為動作回
放，從而自動執行重複性任務。
4. 命令別名：建立命令別名，以便在命令列
中快速輸入常用命令。

增強的遷移工具
透過遷移先前版本中的自訂設置和檔案即可實現

5. 動態塊：動態塊允許您建立一個可即時修
改的塊，以便使用新屬性建立塊配置。

個性化的工作方式，一切變得前所未有的簡單。
軟件將檢測到您的自訂設置，允許您選擇要遷移

我們對移植介面進行了重新設計，讓您能夠

的內容。

快速全面地查看所有自定義內容和可移植內
容。

立即試用 AutoCAD：
www.autodesk.com.tw/autocad/free-tr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