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硬件规格建议
SOLIDWORKS 原厂建议及要求
SOLIDWORKS

SOLIDWORKS

SOLIDWORKS

2020

2021

2022

操作系统
WIN 11

64 位

×

×

To be announced

WIN 10

64 位

√

√

√

√（支持至 2020SP5）

×

×

WIN 7 SP1 64 位

硬件
处理器

3.3GHz 或更高

内存

DDR4 16 GB 或更高

显卡

Nvida Quadro M 系列、P 系，以及 AMD FirePro 系列

硬盘

最低需求 7200rpm 的硬盘，推荐使用 SSD 固态硬盘

磁盘空间

最少要保留 10 GB 以上的空间

软件
Microsoft office
杀毒软件

2013, 2016,
2019

2016, 2019

2016, 2019,
2021 (SW2022 SP2)

安装 SOLIDWORKS 建议关闭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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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WORKS 网络版 License Manager 安装环境
SOLIDWOKRS

SOLIDWOKRS

SOLIDWOKRS

2020

2021

2022

Windows Server
2022

×

×

To be announced

Windows Server
2019

√

√

√

Windows Server
2016

√

√

√

SQL 2019

√

√

√

SQL 2017

√

√

√

SQL 2016

√

√

√

SQL 2014

√

√

×

操作系统

SQL Server

CPU (Processor) 处理器
CPU 用来处理特征的运算，越高级的 CPU 特征处理速度越快。CAD 的特征运算是使
用单颗核心来处理，因为在历程上是需要计算完一个特征，得到结果后才能处理下一个特征
的。在 CAE 的运算上是能够使用多核心的，例如进行 Flow Simulation 流场分析时候。
CAD 作业中，只有在部分的处理上能够使用多颗核心来完成，例如：
1. 组合件中对于零组件的阵列运算
2. 开启组合件档案，对于相同零组件的开启与重新计算
3. 同时处理多个工程视图，开启档案并且需要更新视图时候
4. 使用 PhotoView 360 对模型进行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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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和 AMD 是这个市场的两大主要制造商。AMD 在近期主要的开发方向是入门
级、低成本部分。因此，如果您最在乎的是性能，那么 Intel 是您目前唯一的选择。 Intel
有几种截然不同，从低阶到高阶的架构。在工程需求工作站实际上只有两种型号需要考虑：
Intel Core-i7 和 Intel Xeon。
近期 Intel 推出了新的 Core-i9 处理器，性能肯定会比 i7 来得好，但考虑性价比、
许多网络上测试的结果，并没有非常显著的效果。Xeon 和 Core-i7 基于类似的设计，但
Xeon 具有 Core-i7 中没有的其他功能。 这些可以概括为 4 件事：
1. 通常具有更多的 L3 缓存。
2. 支持 ECC 型号的 RAM，ECC 具有错误检测和纠正的能力。
3. Xeon 由最好的原料(硅)制成。运行温度较低且电压较低，使用寿命更长。
4. 承载 Xeon 系列处理器的主板支持多 CPU 插槽。
在那些需要尽可能多的 CPU 和核心的硬件和软件中，Xeon 系列处理器将是您较好的
选择。对于 SOLIDWORKS 性能相关的考虑，处理器的频率速度是最重要的因素。频率将
影响工作中的效率。一个具有相同频率的 Xeon 和 Core-i7，在其他硬件组件相同的条件
下测试，Xeon 在极端负载下肯定会更快。但是 Xeon 相当昂贵。并且支持 Xeon 处理器
的主板和 ECC 的 RAM，都更加地昂贵。
综合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定义，如果您只有 CAD 的处理需求，可以考虑 i7 的处理器，
虽然 i5 就能够运行 SOLIDWORKS，但是 i5 频率速度比不上 i7，在处理特征运算时会
显得缓慢。如果您有 CAE 分析验证的需求，则应是选择 Xeon 的处理器。

内存
由于 SOLIDWORKS 从 2015 版本开始只有支持 64 位操作系统，用户可以尽可能
使用更大的内存来增强整体的操作流畅度。内存同时也决定了您同时可以开启多少文件、能
够开启多复杂的文件。 虽然增强计算机硬件规格是没有坏处的，但考虑预算上的限制，也
需要看公司设计的产品复杂程度是否真的有需要这么高的规格。
您可以参考下面的图表决定您对内存规格需求。
内存

等级 需求

8GB

入门 简单的模型几何、小型的组合件、单一张图页的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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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GB

中等 外型较为复杂的零件，大型组合件(500 件以上)，多张图页的工程图

24-32GB

高级 非常复杂的零件几何、超大型组合件(5000 件)，执行 Simulation 分析验证

64GB

极致 执行非常复杂的分析验证，处理大量的扫描点数据

Graphics (Video Card) 显卡
这是运行绘图软件最为关键的主要层面，选择适合的显卡将为您提供良好的稳定性。目
前主要的显示适配器品牌：Nvidia 和 AMD，都生产各式各样型号、不同领域专用的显
卡。
Nvidia 的显卡型号为 Quadro，AMD 则是 FireGL、FirePro 型号的显卡。请不要购
买的游戏专用的显卡，例如 Nvidia 的游戏卡型号是 GeForce。虽然游戏卡依然可以跟
SOLIDWORKS 搭配使用，但是在稳定性差了许多，遇到复杂的模型效能就会降低。
这些绘图卡会经过 SOLIDWORKS 原厂的测试，并在原厂网站提供可以正常支持每一个
SOLIDWORKS 版本的驱动程序。您可以到网站下载是这些驱动程式使用，但如果显示适配
器制造商有发行更新的驱动程序，也可以下载最新版本来测试。
网址：https://www.solidworks.com/sw/support/videocardtesting.html

每个显卡都有入门显卡，中端显卡和高端显卡（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多个最高阶的
卡）。 对于市面上的 CAD 软件，如果您设计的产品是简单几何、零件数量不多，那么入门
显卡是可以考虑使用的。中端档次的绘图卡是最多人的选择，也是移动工作站的顶级规格

4

了。
在显示适配器数字越高，费用也是更加的高。有以下的情况跟需求，要选择高阶绘图
卡：超过 5000 件以上的超大型组合件设计，例如厂房设计、大型设备，需要渲染高解析照
片等级的图片、渲染逼真的模型展示动画、产生模型机构动画、分析仿真（特别是 CFD 流
体运算，可视化流线/粒子流场分析…等

Hard Disks 硬盘
主要的系统硬盘与 SOLIDWORKS 安装磁盘，都可以以 SSD 为优先考虑。SSD 比旧
的传统机械硬盘快得多。使用它们的缺点是价格要贵上许多，与传统的机械驱动器相比，它
们的存储容量也较小得多。
如果您的大部分的文件将储存在网络服务器上，那么您可能不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本机硬
盘。或者是在计算机中同时使用 SSD 以及传统硬盘。您的主要系统是 SSD，可以安装您
的操作系统以及 CAD 软件，第二颗硬盘就是大容量的传统硬盘，用于长期储存数据。
SOLIDWORKS 效能测试基准
您可以在 SOLIDWORKS 工具 > SOLIDWORKS Rx 中开启这项测试功能，让其运行
SOLIDWORKS 模型、特征重新计算、储存、渲染等任务，依据时间来评分，时间越少越
好。例如下图

可以到 SOLIDWORKS 网站参考不同机器跑出来的分数，可参考分数来选购机器。
https://www.solidworks.com/sw/support/shareyourscore.htm
在左上方的 Type 中可以挑选桌上型工作站，或是移动型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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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WORKS 认证的工作站
SOLIDWORKS 与硬件厂商会有认证机制，目前通过 SOLIDWORKS 认证的硬件厂商
有：

1. Dell

2. HP

3. Lenovo

同时在 SOLIDWORKS 官方网站上也会有较详细的说明文档供您参考：
https://www.solidworks.com/sw/support/hardw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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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微信：s
wt
cs
ol
i
dwi
z
ar
d

咨询电话：021-63263089

公司分布： 上海、苏州、宁波、东莞、厦门、天津

市场信箱：mkt
@s
wt
c.
com

技术服务：800@s
wt
c.
com

获 取 更 多 行 业 资 讯 ， 关 注 实 威 国 际 ·研 威 贸 易 ：

官网地址：s
ol
i
dwi
z
ar
d.
com.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