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造 连接 完成



自信地表达自我：使用针对 Windows、macOS 

和 Web 本地构建的强大图形工具，控制设计体

验。可自定义的工作区和灵活的功能是对您工作

方式的完美补充。随时随地根据您想要的方式进

行设计。

保持创造力：矢量插图、布局、照片编辑和排版

等应用程序可以帮助释放您的数字印刷创意。将

创意转化为具有独特功能的艺术作品，简化复杂

的工作流程，激发令人瞠目的设计灵感。

交由我们：使用专业工具更有效地管理您的创作

流程，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与客户和关键利益相

关者合作，在重要的设计项目上以更少的时间完

成更多的工作，并交付卓越的结果。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重在创新，

支持从概念到最终成品输出的整个专业图形设计

流程中的各项功能。

欢迎使用我们最快速、最智能以

及连接性最好的图形设计套件。

三年前，CorelDRAW 推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矢量

图形设计工具 LiveSketch™，创下行业第一的

记录。如今，我们已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到我们

的关键应用程序之中，您可以使用更多设计功

能，还能加快工作流程。机器学习的算法让 

JPEG 伪像去除、增加取样结果、位图到矢量描

摹以及醒目的艺术样式变得异常出色。  

无论您更喜欢使用 Windows 还是 
®Mac、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都

在生产效率、功能和协作方面建立了新的标准。

体验使用人工智能预测并实现您想要搜索的结

果的设计工具。通过 CorelDRAW.app™ 与

同事和客户进行实时协作。同时充分利用其他应

用程序性能提升功能，进一步加快您的创作过

程。

您好！ 

注意：仅限通过订阅或另外购买永久许可证的客户使用协作功能。



任意平台，随处创作

不要让办公桌限制了您的想象力

Ÿ 使用首次在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中引入的此款功能强大的 Web 应

用程序，您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工作。

Ÿ 当您想要通过二合一或其他移动设备上向客户展示一个概念时，可以直接登录 

CorelDRAW.app，或者在旅途中远程创建。

Ÿ 使用功能强大的 CorelDRAW.app，将出色的创意转变为惊人的设计。

已针对 Windows 10 进行优化
Ÿ 在“触控”工作区中通过触摸或使用触控笔进行快速调整。

Ÿ 使用 Windows 实时触控笔兼容的平板电脑（例如 Microsoft Surface），

让工作更快、更高效。  

Ÿ 轻松支持 Microsoft Surface Dial 等旋钮设备。  

专为 Mac 而生
Ÿ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Mac 版提供 Mac 本机应用程序，

可以提供独特的设计体验。  

Ÿ 利用 MacBook Pro 上触控条 (Touch Bar) 的省时功能。快速访问操作系统级别的

控件以及特定于 CorelDRAW 的功能，例如布局设置，文本控件等。

Ÿ 充分利用 macOS Catalina Sidecar 的优点，并将 iPad 用作辅助显

示器，真正提升您的设计体验。

Ÿ 支持 macOS 暗模式，为所有窗口、视图、菜单和控件提供暗色调色板。

Windows.Mac.Web. 随时随地



可以找到在几乎任何设备上创建和完成重要设计项目

所需的一切专业矢量插、布局、照片编辑和版式工具。

以激情为创造动力。以目的为设计导向。

图形与插图

使用 

CorelDRAW 中功能强大的矢量插图工

具将线条、形状和曲线转换为复杂的艺

术品和令人惊叹的设计。

页面布局

找到为小册子、多页文档等创建布局您

需要的所有工具。为文本或图形预留位

置，或使用“占位符文本”工具来模拟

页面并查看文本的显示效果。

照片编辑

使用 Corel PHOTO-PAINT 中强大的

基于图层的照片编辑工具润饰或增强您

的照片效果，或使用 AfterShot 3 

HDR 从 RAW 图像创建令人惊叹的高

动态范围照片。

版式 

使用一整套完整的版式工具，排列精美

字体布局。添加图块阴影和轮廓效果、

使文本适合路径并将文本环绕对象。体

验连字、装饰、小型大写字母、花体变

体等诸多 OpenType 功能。



通过一整套专业图形工具，完全展现真我。

专业的打印输出
控制不同媒介的色彩一致性，并在打印之前确定颜色是准

确的。CorelDRAW 强大的色彩管理引擎让您轻松准备文

档，实现完美打印。

协作
与客户和同事进行前所未有的设计交流。与您的审阅者共

享您的概念，使用 CorelDRAW.app 邀请他们查看并直接

在您的 CorelDRAW 设计文件上进行注释和评论。

网页图形工具
使用一应俱全的网页图形工具，创作极具吸引力的网页内

容。借助一系列的完美像素工具，确保您导出的任何图片

都有清晰的边缘。

与您的创意相联系

注意：仅限通过订阅或另外购买永久许可证的客户使用协作功能。

Firman Hatibu



产品包含哪些内容？

直观的矢量插图和页面布局应用程序，可满足当今工

作繁忙的图形专业人士的需求

专业的图像编辑应用程序，可让您快速轻松地修饰

和增强照片效果

独立的字体管理应用程序，可轻松查找、组织和预览

本地或网络中存储的字体

CorelDRAW 中内嵌的实用程序可帮助您快速、

准确地将位图转换为可编辑的矢量图形

照片编辑器，可用于创建 HDR 图像，并对 RAW 

或 JPEG 照片轻松进行纠正和强化。

免版税内容和内置学习

在旅途中随时随地登录 Web 应用程序访问您的工

作，或者让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访问您的设计文件并

进行审查和注释

自动化支持

Ÿ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Tools for Applications 

(VSTA)*：工具集，包括 .NET framework 的功能，让您

可以创建节省时间的宏来实现任务自动执行和功能扩展。

Ÿ Microsoft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VBA)*：集成

开发环境，支持 64 位，并可通过自动执行任务帮助您简

化工作流程

Ÿ JavaScript (JS)：Windows 和 macOS 支持的集成 API 

使开发人员能够实现任务自动执行和功能扩展

* 适用于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Windows 版访问某些内含软件组件、在线功能和内容需要连接互联网。

Ÿ 600 多个渐变、矢量和位图填充

Ÿ 150 个专业设计的模板

Ÿ 专家见解、产品提示和培训视频

Ÿ 7,000 个剪贴画、数字图像和汽车贴膜模板

Ÿ 1,000 多种 TrueType 和 OpenType 字体

Ÿ 1,000 张高分辨率数码照片



适用对象？
无论您是图形专家、新用户或企业内部设计，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的多功能性能够满足所有创意需

要。从制造和工程领域，到广告牌制作、市场营销等，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受到了全球各行各业的青睐。

服饰和纺织品

从事丝网印刷、刺绣、服饰直接印刷以及服

装的图形专业人员都选择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因为它能提供时装业服装

设计所需的所有工具。 

蓝图、地图和示意图

CorelDRAW 在工程、制造和建筑领域是一

个极为可靠的名称，它能够提供专用的精密

工具，创作详细的产品和零件插图、图表、

示意图以及其他复杂的视觉效果。 

品牌和营销

使用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可以创

作出优质的品牌标识资产、诱人的销售工具

等，对于从事广告和出版工作的创意专业人

员，乃至制作内部营销材料的小型企业而

言，都是理想之选。

广告牌和大幅面印刷

广告牌制造商和印刷商依靠 CorelDRAW 强大

的色彩管理引擎和出色的印前工具，创作出各

种艺术成品。 

插图与美术

插画画家和艺术家可以将他们经典的艺术实践

与 CorelDRAW 的最新矢量插图技术相结合，

创作出精致美观的艺术品。

一切有您做主

无论您是发现使用订阅进行企业的年度预算管理

更为容易，还是希望完全拥有软件，Corel 都不会

强迫您选择其中一种许可模式。



基于团队和大型组织进行构建
对于多个设计师、利益相关者和审批者同时参与项目的团队而言，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是理想的设计平台之选。无论团队成员是在 

Windows、Mac 还是同时在 Windows 和 Mac 上工作，IT 部门都可以轻松进行

软件部署，享受虚拟化支持，以及访问零空间占用的 CorelDRAW.app，从头到尾

简化了实现过程。此外，得益于灵活的许可模式选择，包括订阅或永久计划，各

种规模的组织（包括政府和学术机构）都可以保持正常的预算。

新的协作工作流程中，只需发送操

作，即可轻松实现高效简化的工作审

核、反馈和审批。设计人员可以使用

动态文本共同编辑功能对特定属性

（如文本元素的字体、大小、颜色和

位置）进行控制，同时还能在不影响

设计完整性的情况下实现最终副本。

当需要审阅时，利益相关者可以使用 

CorelDRAW.app 中的各种评论和注

释工具来使所有人达成一致。

有了新版 CorelDRAW.app，协作即可解决一切！

现在，Microsoft Office 365 和 G 

Suite 帐户的单点登录 (SSO) 支持

使得各工作团队可以在 

SharePoint、Google Drive 等平台

上管理其设计文件，从而轻松跟踪

所有操作。基于云的版本控制和访

问权限控制可确保整个设计生命周

期中的安全工作流程。在审批阶

段，摒弃陈旧的电子邮件审批字符

串、会议和汇总反馈，可以提高每

个人的工作效率！

注意：仅限通过订阅或另外购买永久许可证的客户使用协作功能。



功能亮点



            评论泊坞窗 / 
检查器

新增的评论泊坞窗 (Windows) / 评论检查器 

(macOS) 充当您的协作中心，您可以在其中查

看、回复和解决反馈，以及添加自己的注释和

说明。这也意味着不再需要标记的 PDF 或图像

文件，为您节省时间和屏幕空间。

           协作登录选项

在 Windows 或 Mac 上的 CorelDRAW 

2020 中查看图形时，您可以使用 G Suite 

或 Microsoft Office 365 帐户登录，查看经

过身份验证的注释。或者，您可以以访客身

份登录，获取与您选择的用户名相关联的反

馈。

无缝审阅、反馈和协作

注释工具
CorelDRAW 2020 和 CorelDRAW.app 中的新

增注释工具可增强团队合作能力，并帮助利益

相关者协同工作。您可以添加注释图标或使用

箭头、矩形和椭圆以及直线和自由线条标记文

档。然后添加注释，阐明每个标记。

             共享设计文件，以
便协作审阅和审批

准备好进行审阅或审批时，CorelDRAW 

2020 会提供新的选项，可将 CorelDRAW 

(CDR) 文件上传到 Corel Cloud 并通过 Web 

链接与客户共享。然后，可以使用 

CorelDRAW.app 让客户和其他参与者访问共

享文件，并在审阅过程中添加备注和建议，以

供创作者解决处理。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为设计师提供了一种更好的与同事和客户进行交流和协作的方式。

使用 CorelDRAW.app 共享设计并实时获得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反馈。勇往直前...可以说，让所有人都达

成一致意见从未如此简单！

注意：仅限通过订阅或另外购买永久许可证的客户使用协作功能。

观看视频

观看视频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Joseph Dia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8_HXPyn49Y&list=PL-p6SFZL0YeDdOx1yI-hCDsZnKzUJvLn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5A0hGDDFtI&list=PL-p6SFZL0YeCaQFRhbxatRs2I_pFp7fYp


强大的机器学习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将基于人工智能的图形设计提升到一个全新水平。纵观整个图形设

计工作流程，您会发现，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对您的设计体验产生了巨大影响且为您节省了大量时间。

现在，项目就绪的描摹结果、高质量的增加取样照片、精美清晰的图像以及令人惊叹的艺术样式对于

引人瞩目的设计结果都已成为可能。零错误 - 这不是人工智能会出现的问题。一切都完美无缺时，那

是我们的团队利用机器学习为您提供了您想要的结果。

Corel PowerTRACE
Corel PowerTRACE 中新增 AI 辅助功能可提供

最佳的位图转矢量描摹结果。利用最前沿的图像

优化技术，提高描摹时的位图质量。

艺术样式 FX

新增的艺术样式 (Art Style) 效果使用人工智能

修改图像或对象，生成样式化版本，同时保留原

始内容。您可以根据不同艺术家或流派的技巧从

一系列预设中进行选择。

增加取样和伪像去除
新增 AI 驱动上采样选项有助于放大图像而不丢

失细节，且具有增强的位图描摹功能。机器学习

的模型可以在放大的文件中保留清晰边缘、清晰

度和细节。利用全新高级机器学习技术去除 

JPEG 压缩伪像并恢复色彩细节，进而省去繁琐

的手动编辑，可以更好地利用陈旧图像。

位图效果镜头

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 CorelDRAW 2020 可以

让您将位图效果用作透镜。移动或操纵透镜可

以让您自由地在设计中精确定位位图效果。位

图效果也可以在 Corel PHOTO-PAINT 中用作

透镜。

观看视频

观看视频

增强版！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Stephan Swanepoe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59NV_hY8qg&list=PL-p6SFZL0YeDdOx1yI-hCDsZnKzUJvLn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_R80gYWw&list=PL-p6SFZL0YeCaQFRhbxatRs2I_pFp7fYp


先进的排版
图形设计不仅取决于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还取决于吸人眼球、内容丰富且具有说服力的文本，

这样才能与您的受众建立联系。得益于新技术和核心工具的增强，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可以更轻松地通过真正精巧的排版来传达您要表达的内容。

列表
CorelDRAW 2020 现支持段落文本中可自定

义的多级项目符号列表和编号列表。项目符

号列表和编号列表中都包含子级别的这项功

能可以确保您轻松清晰地在图形和布局中传

达信息。

支持可变字体*

充分利用 OpenType 可变字体的灵活性，

让您可以交互式地微调字体外观。单个可

变字体文件提供了各种外观，这些外观在

以前需要多种字体且通常会导致文件大小

显著缩小。

* Windows 版本中，仅支持 Windows 10

133.97

9.90

282.00

133.97

496.30

新增功能！

增强版！

观看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RFBxJVoQo&list=PL-p6SFZL0YeCaQFRhbxatRs2I_pFp7fYp


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吗？设计师自然是喜欢他们的工作。但归根结底，时间就是金钱。正因如此，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让您通过加快速度和提高应用程序套件的响应时间，更有效地

工作并获得更好的创作结果。

启动时间

使用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时，您首先会注意到的是启动速度更快。在 

macOS 和 Windows 上，即使打开、关闭、

保存、打印和导出最复杂的文档，也会发现

速度更快。

CorelDRAW 2020 macOS 版经过优化，可

以更好地利用系统的 GPU，提供更快速的用

户体验。您会注意到，缩放、平移和滚动速

度明显加快，即使是最复杂的设计，渲染也

更加流畅。

性能大幅提升

文本交互

在 CorelDRAW 2020 中，您将享受流畅的文

本交互，在使用样式或突出显示段落文本时尤

为突出。在 macOS 上使用文本框架也明显更

加流畅。

增强版！

增强版！

增强版！

Marcelo Fabián Ardiles

GPU 优化



受用户启发的增强功能
CorelDRAW 用户对于我们所做的一切至关重要。无论我们是为了丰富您喜欢的工具，还是为了寻求帮

助您实现所需结果的新方法，您的请求、愿望清单和反馈对我们诸多更新都是非常必要的。此快速列表

重点列出了我们最新版本中大量受用户启发的增强功能中的一部分。

Corel PHOTO-PAINT 
中的无损效果

新增的“效果”泊坞窗让您轻松应用、修改和

试用效果，无需更改源对象。通过添加多种效

果，在列表中对其进行重新排序，或者将其打

开或关闭，可获得不同的外观。

PDF 支持

新增的警告功能，可以帮助您查明并排除

问题，更易于在导出 PDF 之前对其进行微

调。同时还新增可以通过裁剪绘图页面上

未出现的任何内容来缩小 PDF 大小的设

置。

遮罩

Corel PHOTO-PAINT 中新增的智能选择遮

罩工具使用通过查找边缘选择图像区域的算

法来智能地扩展选择范围。此外，增强了

“遮罩转换”工具，现在转换也可应用于遮

罩中的像素。

查找和替换

重新设计的“查找和替换”泊坞窗

（Windows 版） / “查找和替换检查器”

（macOS 版）提供了更大的搜索范围，您不

必在同一文件中进行多次扫描。同时也新增

了强大的省时选项，可以同时查找和替换 轮

廓或填充（网格填充）的颜色或颜色模型。

新增功能！ 增强版！

增强版！
增强版！

Rogelio Hernández García



试用



描摹位图 

1.  单击 访问示例文件，然后在 此处

CorelDRAW 2020 中打开 Design1.cdr。

2.  复制并粘贴位图到文件中，然后将位图副本

移至一侧。

5.  稍加调整，然后单击确认。

3.  选择一个位图。

4. 单击位图菜单 > 轮廓描摹 > 剪贴画。

现在将这个结果与您使用新的 PowerTrace 增

强功能获得的描摹结果进行比较。

试用！

8. 单击调整选项卡，然后使用各种控件。注意

以下各项如何影响预览窗口中的描摹输出：

7.  单击位图菜单 > 轮廓描摹 > 剪贴画。

6.  选择其他位图。

! 启用真实感选项，该选项非常适合使用相机拍

摄的图像。

! 启用插图选项，进行低模糊和锐化。

! 启用 去除 JPEG 伪像复选框，减少 JPEG 压

缩伪像并恢复图像中的细节。

左：标准剪贴画描摹结果； 

9.  针对这种情况下的最佳结果，启用真实感

选项，然后单击确认。

10.  将第一个描摹结果与使用新的“真实感”

描摹选项创建的第二个描摹结果进行比较。 

右：使用新的“真实感”选项的剪贴画描摹结果

www.coreldraw.com/coreldraw2020giats


应用艺术样式

2.  选择对象组（三个盆栽和一根蜡烛）。

1.  单击 访问示例文件，然后在 CorelDRAW 2020 中打开 Design2.cdr。此处

3.  单击效果菜单 > 创意 > 艺术样式。

4.  在艺术样式对话框中，选择样式列表框中的粉彩，调整“强度”滑动条，

然后单击确定。

试用！

左：原始； 右：应用粉彩效果之后 有若干艺术样式效果可供选择。例如

（从左至右）：后印象派、日落、木块、木刻、赭色、木纹。 

www.coreldraw.com/coreldraw2020giats


应用内阴影

1.  单击 访问示例文件，然后在 CorelDRAW 2020 中打此处

开 Design3.cdr。

试用！

闭合曲线对象已选中 内阴影（全部带有偏移）应用于所有闭合曲线对象。

内阴影应用于设计项目右上角的闭合曲线对象。

4.  在属性栏的阴影羽化一栏中输入 10。

5.  从对象的中心拖动，直到内阴影的大小符合

您的需要。拖动末端控键越靠近边缘，内阴影

越窄。

示例中，我们从设计项目右上角的对象开始。

3.  在工具箱中，单击阴影工具 ，然后单击

属性栏中的内阴影工具 。

如要创建无偏移的内阴影，则在拖动时使箭头

保留在形状内部，或者在属性栏中将水平和垂

直位置设置为 0。拖动末端控键越靠近边缘，

内阴影越窄。

6.  对设计项目左上角和中心位置的闭合曲线对

象重复步骤 3 - 5。

示例中，中心位置的对象使用的阴影羽化值为 

4。

您可以在属性栏的阴影偏移框中试着输入不同

的值，看一看不同的外观效果。

2.  选择示例文件中的一个闭合曲线对象。

www.coreldraw.com/coreldraw2020giats


应用羽化效果 使用可变字体进行设计

2.  选择一个云对象。

1.  单击 访问示例文件，然后在 此处

CorelDRAW 2020 中打开 Design4.cdr。

3.  单击效果 菜单 >模糊 > 羽化。

4.  在宽度框中输入 45。

! 直线 — 从羽化部分开始处到结束处以均匀

增量更改边缘透明度

! 曲线 — 羽化边缘开始处的透明度增量较

小，中间部分透明度增量较大，结束处透

明度增量较小。

5.  试用边缘选项：

可变字体采用图标为标识 。

2.  在工具箱中，单击文本工具 。

5.  单击属性栏的可变字体按钮 ，移动宽度和高

度滑动条，改变字体外观。

1.  在 CorelDRAW，打开一个新文件。

4.  在图中输入文字，然后选择文本。

3.  在属性栏中，从字体列表框中选择 Bahnschrift 

(Windows 10) 或 Skia (macOS)。

提示：创建所需的字体后，可以将其另存为样式以供重复使用。使用挑选工具 ，单击右键 

(Windows) 或单击控件 (macOS) 选择文本对象。然后选择对象样式 > 新样式来自 > 字符，然后

在新样式名称框中输入名称。

试用！

您可以使用“羽化”效果柔化矢量对象的边缘。

Bahnschrift 可变字体示例。对于这种可变字体，可以通过顶部滑块调整字体宽

度，通过底部滑块调整字体粗细。可调属性的数量由

字体设计者决定。

www.coreldraw.com/coreldraw2020giats


Tomasz  Mroziński



系统要求

Ÿ 安装和验证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以及访问其中包含的某些

软件组件、在线功能和内容需要网络连接。 

Ÿ 1280 x 800 屏幕分辨率（推荐 1920 x 1080）

Ÿ 鼠标或平板电脑

Ÿ 多核英特尔处理器，支持 64位（4 个逻辑内核或以上）

Ÿ 支持 OpenCL 1.2 的视频卡（推荐）

Ÿ macOS Catalina (10.15)、10.14 或 10.13，以及最新版本

Ÿ 4 GB 硬盘，用于存储应用程序文件（推荐固态硬盘）；不支持区分

大小写的文件系统

Ÿ 4 GB RAM（推荐 8 GB RAM 或更大）

Ÿ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7.2

Ÿ 安装和验证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以及访问其中包含的某些软件

组件、在线功能和内容需要网络连接。 

Ÿ 支持 OpenCL 1.2 的视频卡（推荐）

Ÿ 多点式触摸屏、鼠标或平板电脑

Ÿ 4 GB 硬盘

Ÿ DVD 驱动器（可选）（安装在机箱内）；

通过 DVD 中安装需要下载多达 900 MB 的内容

Ÿ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 或更高版本

Ÿ Intel Core i3/5/7/9 或 AMD Ryzen 3/5/7/9/Threadripper，EPYC

Ÿ Windows 10*、Windows 8.1 或 Windows 7，32 位** 或 64 位，

全部含最新更新和服务包

Ÿ 4 GB RAM

Ÿ 100% (96 dpi) 缩放比例屏幕分辨率 1280 x 720 

**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功能需要 64 位应用程序。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32 为应用程序不

支持人工智能功能。

*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支持 Windows 10、版本 1903、1909 以及在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生命周期内发布的新版本。仅 Windows 10 支持可变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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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或信息的使用所造成的结果的全部风险由用户独立承担。对于用户或者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产生的任何间接、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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