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ftSight常見問題
z

DraftSightTM 是什麼？

DraftSight 當前二種版本分別為 Windows 正式版 （Version 11.2） 和 MAC OS X
（Beta 1），您可以從 DraftSight.com 下載。DraftSight 為用戶提供讀寫和分享
DWG 檔的更好方法。DraftSight 採用了先進的體系結構，通常只需幾分鐘就能完成
下載，並且可以在多種作業系統上運行，包括 Microsoft®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 和 Mac®（將在今年晚些時候提供對 Linux® 作業系統的支援）。
DraftSight 適用於所有用戶，包括 CAD 專業人員、學生和教育機構。除了透過
DraftSight.com 訪問產品之外，使用者還可以訪問開放式線上社區，該社區使所有電
腦輔助設計 (CAD) 使用者都能獲得新服務和產品，並且能夠發現數十億DWG檔中存
儲的有價值資料。
z

Dassault Systèmes 為何發佈 DraftSight？

建立DraftSight 社區和產品的決定起源於一連串的客戶訪談，這些訪談傳達出一項不
可忽略的需求：共用 DWG 檔的能力。該社區是透過 DraftSight.com 以及近期推出
的2D CAD系統 DraftSight 建立的，它表明我們一定會做出努力，推動基於用戶的知
識共用和高品質服務，向我們的客戶以及遍佈全球的所有 CAD 用戶提供真正的價值。
z

DraftSight 有哪些用途？

DraftSight 可用來：
-

建立2D 工程圖

-

更新和維護 .dwg 和 .dxf 文件

-

建立PDF 文件

-

與需要以 .dwg 或 .dxf 檔案格式保存或提供資料的公司交換檔案。

z

DraftSight 價格為多少？

DraftSight 的單機單用戶版本在 DraftSight.com 上免費*提供下載。
z

下載和啟動 DraftSight 需要注意哪些事項？

下載和安裝 DraftSight 時無需提供任何資訊。當使用者首次保存或列印檔案時，軟體
會要求他們在 30 天內，使用有效的電子郵寄地址來啟動產品；6個月後會再次要求啟
動；此後每隔 12個月要求啟動一次。使用者需要有 Internet 連接才能下載和啟動。
z

誰有資格下載 DraftSight？

任何人都可以下載 DraftSight。該產品在開發時考慮到專業 CAD 用戶、學生和教育
者的需求。
z

DraftSight 目前在哪些作業系統上運行？

Microsoft®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 和 MAC®（將在今年晚
些時候提供對 Linux® 作業系統的支援）。
z

安裝和運行 DraftSight 的限制條件/最低要求是什麼？

您的系統必須滿足以下最低要求才能成功安裝和運行 DraftSight：
-- Microsoft Windows Vista®（Enterprise、Business、Ultimate、Home Premium）、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或 Home Edition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7
-- Intel® Pentium® 4 處理器或 AMD Athlon® 雙核處理器，3.0 GHz 或更高
-- 1 GB 記憶體
-- 150 MB 可用磁碟空間（用於安裝）
-- 1,024 x 768 VGA 真彩顯示器
-- 增強色（16 位）顯卡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0 Web 流覽器或更高版本
-- Internet 連接，用於啟動和享受 DraftSight 社區提供的服務
z

下載和安裝 DraftSight 要花多長時間？

DraftSight 採用先進的體系結構，體積很小，一般只需幾分鐘就能下載完畢。下載後
只需點擊幾次滑鼠即可完成 DraftSight 的安裝和運行，此過程只需幾分鐘。
z

需要幫助時，DraftSight 能提供哪些支援？

DraftSight 提供線上社區支援。通過註冊加入 DraftSight 社區 (可從
DraftSight.com 訪問），使用者將立即獲得對以下內容的開放式存取權限：
-

線上教育訓練影片

-

簡單易學的教程和課程

-

在 DraftSight 社區進行線上討論（iQuestions 區域）

此外，使用者可以購買 DraftSight 高級服務版本，其中包含一系列服務，能夠讓擁有
多個用戶（五個或以上）的公司更輕鬆地安裝 DraftSight，並最大程度地利用產品和
服務。服務包包括：
-

電話支援（面向美國和加拿大的免費號碼、收費國際號碼，以及英國地區的收費號
碼，週一至週五，UTC（通用協調時，晚台灣時間八個小時）上午7時至晚上10

時）。
-

網路許可

-

API 支持 – LISP

-

電子郵件支援

-

遠程桌面共用

-

Web 支持

-

線上社區支援所提供的服務

z

使用者如何獲得有關 DraftSight 高級服務版本的更多資訊？

有關更多資訊，請致電 877-360-DRAFT (877-360-3723)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premium@DraftSight.com。
z

DraftSight 為教育市場提供哪些支援或服務？

今年晚些時候，將為中學和高等教育學校推出校園/校區網路許可計畫，其中包括：
-

電話支援（面向美國和加拿大的免費號碼、收費國際號碼，以及英國地區的收費
號碼，週一至週五，UTC 上午 7 時至晚上 10 時）。

-

課程材料

-

只需進行極少更新即可重用當前課程

-

學生許可證 - 免費*下載，可供家中和/或宿舍使用

對於學生，DraftSight 提供：
- 可在家中和/或宿舍免費*下載的產品
- 社區支援，包括訪問線上教育訓練影片、教程、課程及更多內容
- 免費升級
- 能夠參與 DraftSight 社區的線上討論（iQuestions 區域）
z

DraftSight 是否推出了當地語系化版本？

是的，DraftSight 目前支援下列語言：
英語、簡體中文、繁體中文、捷克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日語、韓語、
波蘭語、葡萄牙語和俄語。
z

用戶能否使用現有的 DraftSight 支援檔？

可以，如果使用者已經擁有支援檔（例如範本檔 [.dwt] 或菜單檔 [.cui、.mnu、.mns]），
則不需要從頭開始。DraftSight 可以使用這些及其他支援檔。
z

DraftSight 可以匯出哪些檔案格式？

DraftSight 可以匯出到多種不同的光柵格式，包括 PDF、PNG、TIF、SAT 和 STL。
z

DraftSight 可以打開和保存哪些檔案格式？

除 .dwg 檔案格式外，DraftSight 還可以讀取和保存 .dxf 文件。與許多其他產品類
似，DraftSight 利用開放設計聯盟 (ODA) 的庫實現 DWG 檔案格式支持。
z

DWG 和 DXF 文_件有多種版本，DraftSight 可以讀取和寫入哪些版本？

借助上述 ODA 庫，從 2010 年 5 月起，DraftSight 可以讀取 2.5 版本以後的 .dwg
和 .dxf 文件，可以保存從 R12 到 R2007-2010 的所有版本。
z

如果我熟悉其他 2D CAD 應用程式，掌握 DraftSight 是否會變得更簡單？

是。在客戶回饋的推動下，我們開發了這款易於使用的產品，有經驗的 2D CAD 用戶
可以迅速熟練掌握，所需的教育訓練最少。無論您是經驗豐富的繪圖設計人員還是入門
者，DraftSight 提供的線上學習資源都能協助您。
z

是否提供 DraftSight教育訓練材料？

是。透過註冊社區支持，用戶將立即獲得對大量教育訓練材料的開放式存取權限，其中
包括：
-

線上教育訓練影片

-

簡單易學的指導教程課程

-

協作式論壇（iQuestions 區域）

*獨立許可證。需要啟動。

DraftSight 和 DraftSight 徽標是 Dassault Systèmes 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其
他品牌和產品名稱均為各自所有者的商標。版權所有 © 2010 Dassault Systè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