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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設計、BIM和機械
整合式全功能解決方案

 Bricsys 代表了. dwg 格式的未來，為通用設計，機械設計和BIM提
供了全面的工作流程，且全部都整合在使用行業標準 .dwg 檔案格式

的同一個產品中。

 BricsCAD V18 可以在同一產品中，以通用的用戶界面，利用下一代的 BIM 和直

接建模工具，輕鬆完成您的工作。

將您的工作儲存到符合行業標準的 .dwg 檔案，使協作變得輕鬆，並確保您的設

計具前瞻性。

V18

https://www.bricsys.com/zh-tw/


BricsCAD V18 更勝以往、全是為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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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csCAD  讓您從一開始就覺得賓至如歸

BricsCAD 超越 AutoCAD®  的界限開創一個嶄新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我們正在擴展 

.dwg 格式，這是35年來 .dwg 技術的第一次根本性的變革。如今此基於知識庫的設

計，能以視覺合併功能進行極速圖面比對。您可擁有 BricsCAD的「永久使用權」，對

於學生和學術機構則是完全免費。

3D 直接建模
您可以使用 BricsCAD 的幾何約束求解器獲得功能強大且可調

適的 3D 直接實體建模工具。3D 直接建模操作適用於所有在 

BricsCAD 中建立還是匯入的 ACIS 實體圖形。如需在復雜的設

計工作嗎?  BricsCAD 的直接編輯功能可以保留 3D 模型的設計

構想，協助您節省時間和精神。

我們知道無數的新功能並不等於生產力，當您使用 CAD 工具時，便與您的工
作流程有關 - 記錄設計並結算工作、構建建築、製造或加工組件。

熟悉的 2D 和 3D 
介面

2D 製圖  3D 建模 雲連接 應用程式智慧游標

https://www.bricsys.com/zh-tw/bricscad/


 以設計者為中心
BIM 的流程更順暢

BricsCAD BIM®

BricsCAD BIM讓您專注於創意。 從簡單，富有表現力的設計捕捉工具開

始，然後依您的時間表移到BIM。 您專心做設計，讓電腦為您完成繁瑣的

工作。

簡易的圖面產生

在幾秒鐘內產生圖紙集，並填入平面、立面和剖面圖，

如需更詳細的大樣圖，可藉助大樣剖面更新模型。

從基地到房間探索您的模型

BricsCAD BIM 的思考邏輯和您一樣思考，BIM 模型在

於建築工地上，可以包含一幢或多幢建築物，每棟建築

可以有多個樓層， 您永遠可以完全控制分配給這些 BIM 

元素的性質。

通過 IFC 進行交換
 和專案其他工程專業檢查您的模型。大幅改善 IFC 的匯入功能和資料萃取

工具，加快整個工作流程交流的速度。

 

BricsCAD BIM利用先進的人功智慧功能來簡化建立建築資訊模型的過程。

BricsCAD BIM將自動分類BIM物件，並設定其的空間性位置。 每個空間都記錄在建築物中的位置以及3D邊界。 在V18中，線

性實體可以自動分類為樑、柱，風管，管件等 - 為結構和建築機械應用建立基礎。



Bricsys 24/7 提供一個雲空間，可收集、管理和共用 
BIM 資料，並可供 BIM 使用。

BIM 不可能憑空發生 - 與即時無縫的資料和 .dwg 檔案運

作有關。 通過內置 BricsCAD® 和 BricsCAD BIM 直接連

接，Bricsys 24/7 將自動管理 BIM 中外部參考檔件之間的

鏈接。 模型服務器管理構成專案的所有資訊。 您可以根據

您的需要查詢，合併和篩選 BIM 專案的視圖。 

 共享、批註、協作  24/7

 Bricsys 24/7 提供了安全和簡單的文件管理，可在任何地方存取您的文件，與
各地的團隊共享，在任何設備上查看，對專案進行協作。安全的 24/7。Bricsys 

24/7 沒有使用者/專案數量的限制。

Bricsys 24/7®

雲中協作

維持桌面上圖形和資料與雲中的版本同步，管理其他專案

團隊的存取權限，並與部分或整個專案共享，隨時可使用

最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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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鈑金零件或重構現有的零件?
BricsCAD 是您最佳的選擇，它沒有歷程 MCAD 軟體的錯誤概念。

BricsCAD Sheet Metal®

BricsCAD 鈑金讓設計人員使用 3D 直接建橂匯入或建立、重構、展

平及匯出鈑金零件。這種直覺的工作流程讓設計人員免於使用歷程 

MCAD 建模器時發生的許多概念性錯誤。

您永遠不需要從頭開始重頭開始您的設計，我們提供基於特徵設計，

並結合自由度的直接建模，為變更模型提供最大的靈活性。

匯入或從頭開始建立 自動展平

隨時重構 匯至 CAM 系統

線性肋 百葉窗板 浮花壓製 有內孔
浮花壓製

成形特徵
當成形工具使鈑金變形時，成形特徵模仿該過程，成形應用後可以直

接以參數對其進行編輯。成形庫包含最常用的成形特徵，如橋、百

葉和浮雕。您可以匯入或建立自己的成形，可以搜索類似的表成形特

徵，並將其替換您庫中的成形特徵。

https://www.bricsys.com/zh-tw/sheet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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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csCAD 標準版 BricsCAD 專業版 BricsCAD 白金版

所有熟悉的 CAD 功能

完整的 LISP 支援 (vl、vlr、vla 和 vlax)

Bricsys 24/7  雲連接

靈活的授權

CP值高的入門 CAD，主要以 2D 繪
製圖為主。

增加 3D 建模，並可使用完整的程式
設計工具。

增加 3D 約束、裝配建模等進階功能。
BricsCAD BIM和鈑金模組須白金版。

所有熟悉的 CAD 功能

LISP、VBA、BRX 和 .NET

Bricsys 24/7 雲連接

靈活的授權

直接 3D 建模

彩現、材質和光源

可附掛協力廠商應用程式

所有熟悉的 CAD 功能

LISP、VBA、BRX 和 .NET

Bricsys 24/7 雲連接

F靈活的授權

直接 3D 建模

彩現、材質和光源

3D 約束

識別設計構想

裝配建模

變形建模

3D 比對

BricsCAD 有三種版本

BricsCAD BIM®

BricsCAD 是一個全面的 2D 和 3D CAD 軟體程式，為專業人士提供了最先
進和直覺的繪圖和建模解決方案。

提供三種版本，並向協力廠商開發人員開放使用。

BIM 和鈑金是選購的模組，須 BricsCAD 白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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