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toCAD® LT 2020 與舊版本

AutoCAD LT 擁有彈性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模型，隨著每個版本和產品更新而提供新功能。如果您擁有 AutoCAD LT 
2016 或更早版本的永久授權，此為 AutoCAD LT 2020 新增功能。

AutoCAD LT 2020 包含的產品內容

AutoCAD 網頁應用程式和行動應用程式* 

使用新的 AutoCAD 網頁應用程式和行動應用程式隨時

隨地都可以工作。在任何裝置 (桌上型電腦、網路和行
動裝置) 上均可享受使用 AutoCAD 處理圖面的彈性。

將 AutoCAD 與 Microsoft OneDrive、Box 和 Dropbox 
配合使用後，您便可以利用 AutoCAD LT 以及 AutoCAD 
網頁應用程式和行動應用程式存取雲端儲存的 DWG  
檔案。

2016 年以來新增的重要功能 

• 2020 圖塊選項板：可從視覺庫高效插入圖塊。

• 2020 快速測量：只需將滑鼠游標懸停，即可在圖面中快速顯示所有最接近的測量值。

• 2020 清除 (已重新設計)：藉由輕鬆選取和物件預覽，即可移除多個不需要的物件。
• 2020 DWG™ 比較 (已增強)：不需要離開目前的視窗，即可比較兩個圖面修訂中的差異。
• PDF 匯入：將幾何圖形 (SHX 字體檔、填滿、點陣式影像和 TrueType 文字) 從 PDF 檔案匯入至圖面。
• 隨時隨地可使用 AutoCAD：從桌上型電腦、網路和行動裝置存取 AutoCAD。*
• 共用視圖：在網頁瀏覽器中發佈圖面的設計視圖，以進行檢視和加上註解。* 
• 儲存至網路和行動裝置：從桌上型電腦儲存圖面及其關聯的外部參考，以在 AutoCAD 網頁應用程式和行動應用程式中檢視和 
編輯。

• 新視圖和視埠：輕鬆將儲存的視圖加入配置中。

• 高解析度顯示器支援：使用 4K 或更高解析度的顯示器，檢視您的設計。
• 螢幕外選取：即使在螢幕外平移或縮放，選取的物件仍可保留在選集中。

• 新功能突出顯示：快速檢視每個版本的新增功能。

• Autodesk 桌面應用程式：在不中斷您工作流程的情況下，收到軟體更新的通知並加以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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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來的改進  

• 2020 只需 0.5 秒即可完成儲存作業：每次儲存平均可省下  
1 秒。

• 2020 安裝更快速：在固態硬碟上安裝可快 50%。
• 2020 新的深色主題：藉由對比度和銳利度的提升，採用藍色
更符合現代化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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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使用者介面：平面設計圖示以及直覺式對話方塊和工具列。

• 2D 圖形：更高穩定性、保真度和效能。

• 儲存、移動/複製效能因為採用 了 2018 TrustedDWG™ 檔案
格式而得到提升。

AutoCAD 行動應用程式

在現場和在路途中檢視與編
輯最新圖面。

適用於 PC/Mac 的  
AutoCAD LT

採用 2D 精準設計、 
製圖和製作文件。

AutoCAD 網頁應用程式

在幾乎任何電腦的網頁瀏覽
器中檢視與編輯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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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與軟體存取  

技術支援

• 支援專家：您可以預約通話時間†、進行線上交談 (有限定時
間) 或傳送電子郵件給我們。

• 遠端桌面協助：在安全的情況下，親自進行疑難排解。† 
• 線上資源：存取知識庫，取得說明文件、自學課程、訓練影片
和社群支援論壇。 

存取最新軟體 
立即存取最新版本和更新。

存取舊版軟體 
下載和使用舊版。

彈性的期限長度 
您可以訂購 1 年或 3 年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管理工具 
使用 Autodesk Account 輕鬆管理軟體授權、套數和使用。
可隨地使用軟體
在辦公室、家裡或旅途中均可存取 AutoCAD LT。

* 不適用於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客戶。

†適用於享有進階支援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客戶。

**與所有效能測試一樣，結果可能依據機器、作業系統、過濾器和資料來源而有所不同。雖然已經盡一切努力使測試盡可能公正和客觀，但您的結果仍可能
不同。產品資訊和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Autodesk「按原樣」提供此資訊，無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擔保。

Autodesk、Autodesk 標誌、AutoCAD、AutoCAD LT、TrustedDWG 和 DWG 是 Autodesk, Inc. 和/或其子公司和/或其關聯公司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 (地
區)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其他所有品牌名稱、產品名稱或商標均屬於各自持有者。Autodesk 保留隨時調整產品、服務、產品規格和定價的權利，恕不另行通
知，同時 Autodesk 對於此文檔中可能出現的印刷或圖形錯誤不承擔任何責任。© 2019 Autodes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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