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ATISTICS DRIVES SUCCESS

  Q-DAS 统计分析软件
  过程能力  solara.MP® 

  过程控制        procella®  

  过程评定    qs-STAT®

  过程优化    destra®



符合国家和国际的评估标准
准确且可靠 – 拥有“自动统计评估数据”专利。

统计学专业知识
联合定义要求– 我们参与了许多公司准则和标准制
定，提供专业的意见与建议。

知识转化
统计学专家 – 实现了应用统计程序的所有优势并且
注重实践应用。

数据格式的权威性
Q-DAS® ASCII 传输格式 – 我们开发了AQDEF® 行业标准
以用于质量数据信息的交换。

接口的多样化
直接连接测量仪器 – Q-DAS® 提供与众多测量仪器接
口，实现数据的直接转换。

转换器接口
灵活高效 – 转换成 Q-DAS® 产品可读取的格式。

系统方案
Q-DAS CAMERA® 解决方案  –  Q-DAS® 产品和服务标准 
能够有效地实现测量系统（质量）性能。

Q-DAS® 内部
集成到第三方系统 – 统计库可直接或以web 服务形
式与其他供应商的应用程序集成。 

Q-DAS® 引导工业生产中的数据流通，全面获取加工信息

我们开发的工具能够可靠地将特性值和过程参数转换成统计量并通过合适的图形展示，为结构化、用户化的评估和工
业过程控制奠定了基础。我们的软件产品和测量系统性能创造的专门技能，保证了完整潜在的统计数据评估可以在任
何时间促进效益的增长 — 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促使我们的客户取得成功。

Q-DAS®软件受到全球各行业领域中超过8000家公司和200000位用户的信赖。全世界有55个国家在使用我们的标准工
具。统一的企业标准确保在世界范围内结果的再现性。软件目前有21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跨越了语言障碍。我们在全
球范围内拥有28家子公司和合作伙伴。

有力的证据：

开放系统
与其他系统通信 – 可以和CAQ, MES 或 SAP等第三方系
统实现信息交换。

特殊功能
独特性 – 我们实现特殊的统计功能，与客户密切合
作；这些功能仅在Q-DAS® 软件中适用。

全球客户服务
国际网络合作伙伴 – 我们保证在世界范围内现场服
务，提供多种语言选择的Q-DAS® 产品。

全球标准
建立全球化标准 – 我们的客户通常选择全球统一标
准或将应用Q-DAS®  标准产品纳入到公司准则中。

Q-DAS® 隶属于海克斯康集团(Nasdaq Stockholm: HEXA B; hexagon.com)。海克斯康是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致力
于整合地理空间行业和加工行业，推动质量改进和生产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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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AS® 统计分析软件

Q-DAS核心产品 (solara.MP®, procella®, qs-STAT®, destra®) 是用于特定领域的软件解决工具。这些
产品被视为“独立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够即时投入使用。软件支持个性化的用户界面，
同时用户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及喜好调整图表和报告。 Q-DAS® 软件产品为用户带来便捷
化的工作体验。

solara.MP®:测量过程能力

机器，生产设备和现有的加工过程的评估都是基于特性测量值。通过测量得到过程中这些
预先设定的特性的数值，为避免结果产生偏差，记录的测量值必须能准确可靠地反映现实
情况，也就是说必须对测量过程进行验证和考核，并证明其是可信的。solara.MP®通过对测
量过程进行必要的能力研究，验证其符合性。

procella®:统计过程控制

procella®可以用于手动收集数据或通过接口直接从测量设备中获取测量数据。所收集的数据
可保存成文件或存储在中央数据库中。随后procella®即可对保存或归档的定量或定性的数据
进行可视化，用于统计过程控制。

qs-STAT®: 过程评定

qs-STAT®是用于质量信息的统计估计、以及过程和系统评定的一个综合性软件包。qs-STAT® 
帮助用户基于广泛认同的统计评估方法、程序、行业标准和公司准则，对过程进行评估并
得以持续改善。值得一提的是，软件内置的标准提供了必要的指向性。

destra®: 统计软件包

destra®提供了综合的软件包，帮助引导用户评定过程数据获取有价值的结果。软件中涵盖
了大量的统计学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有效地用于过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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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a.MP®: 测量过程能力
solara.MP®按照国际标准和规范展开验证测量系统和测量过程的能力研
究。同时，基于测量不确定度表述导则（GUM）对扩展不确定度进行计
算。

基于MSA的测量系统能力

为达到有利的结果，必须进行一些特定的测量过程研究。MSA(测量系统
分析) 参考手册是判断测量系统能力的基础 。solara.MP® 汇集了多种评定
方法，它是进行测量系统和量具研究的完美工具。

 
             
solara.MP®通过对测量系统及其程序进行必要的能力研究，以验证其
合格。普遍认可的研究程序如方法-1研究(Cg/Cgk),方法-2和方法-3研究
(%GRR)，及线性和稳定性研究，其主要区别在于计算方法和对应的目标
要求。solara.MP®汇集了多种评估方法，如AIAG核心工具，MSA手册和汽
车行业的多个准则。

                   方法-2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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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DA 5 和 ISO 22514-7过程能力研究

研究测量过程中多个因素影响的测量不确定度，solara.MP®能够完全实现VDA第五卷中
提供的方法。 

     
                                                                                          VDA 5 测量不确定度预算

测量不确定度是依靠类似于MSA能力研究的实用方法确定而来，同时又是以GUM(测
量不确定度表述准则) 和 DIN EN V 13005标准为依据的。测量不确定指标引入了不确定
分量，由此可求得扩展不确定度“ U”。

solara.MP®测量不确定度研究立足于测量不确定度表述准则（GUM），创建可视化的
不确定度模型，把理论化的阐述转化成形象化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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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lla®: 统计过程控制

使用procella®系统，可以手动收集或通过接口直接从各种测量设备获取
测量及测试数据。所收集的数据可保存成文件或储存在中央数据库中。
随后即可对保存或归档的定量或定性的数据进行可视化。

可视化定制

实时可视化所记录的数值并结合历史数据的显示有助于及早察觉出趋
势。这使得操作员以最短的时间识别出现的问题并对生产过程采取纠正
措施。

procella®界面及显示的图形可以根据特定的测量程序配置，以使复杂的
工作透明化并减少失误。procella®将提示测量步骤来引导操作者，从而
保证测量数据的快速准确记录。

警告/ 过程控制

可独立设置警告触发条件(如超公差限，超控制限，趋势等），帮助用
户在采集数据的同时对数据进行统计控制。一旦有违反报警条件的情况
发生时，操作人员将立即被通知并要求确认报警。事件，原因，及纠正
措施等信息可被轻易归档，方便用户在后续的分析中追溯偏差的原因。

此外，用户可以输入描述性的附加信息（模腔，机器，批次，操作员
等），procella®可以用于检索及定向分析，确保了后期的可追溯性。

                                                                        测量过程的可视化



STATISTICS DRIVES SUCCESS

Statistical Software

与测量设备连接

除了手动输入数据，procella®还提供了各种接口，用于直接与各种测量系统及多路系
统进行连接。数据可以通过量具或脚踏开关方便地进行传输和记录。procella®致力于
减小输入误差，同时简化测量过程。

与SAP交互便捷

 在SAP系统里创建的检验计划可以通过 Q-DAS 与 SAP / R3  QM（通过IDI界面）接口传输
到procella®中进行现场监控。一旦检验结束，记录的数据即可被传回到SAP中。如此
就结合了procella®数据记录和实时可视化的优势以及SAP系统集中管理的优点。

   

  
                        

         偏差报警对话框

         procella自动提示测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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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STAT®: 过程评定

通过使用qs-STAT®，用户基于广泛认同的统计评估方法、程序、行业标
准和准则，对过程进行评估和持续改善。值得一提的是，软件内置的标
准提供了必要的指向性。

自动评估

qs-STAT®是用于质量信息的统计评估、以及过程和系统评定的一个综合
性软件包。它采用各种不同统计程序自动地找到最适配的统计分布模
型，并依据ISO21747的要求自动分配选定的过程模型。qs-STAT®现有的评
估程序是基于集成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各公司制定的准则(如BMW,GMPT, 
Robert Bosch, Volkswagen 等)。qs-STAT®评估已标准化，因而保证了结果的
可靠性和可比较性。

qs-STAT®提供多种语言进行数据的可视化，从而增强了用户在多语言环
境下进行数据分析交流和演示的能力。

                      按公司要求制定的评定准则以保证评定结果的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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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可视化

对于高效的质量数据管理而言，对海量数据信息加以即时、直观而清晰的图形显示
功能是不可或缺的。qs-STAT®的图形工具可以让用户清晰而直观地查看所计算的统
计数值，因而能快速识别并处理关键过程、薄弱点和偏差。用户只需使用过滤器、
并设定查询条件，就能简化图形显示，并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可视化关注的重点。此
外，用户还能直接从概览图形中了解将要采取的措施，以实现过程优化。

不同的过滤器和选择功能指向不同的结果信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关注重点创建
适用的过滤，获取相应的信息。

                                                            单一特性的能力指数
SAP 接口(QM-STI)

由SAP/R3 QM所采集的测量及测试数据可由 qs-STAT® 加以评估，并将计算所得到的统
计结果、图表和报告直接在SAP中显示，让用户最大限度地利用 Q-DAS® 统计方法所带
来的益处。

                                  在SAP系统中显示qs-STAT® 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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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ra®: 统计软件包
destra® 可以帮助实现过程改进—使得过程现状达到最优化。destra® 提供
了大量的统计学方法：从过程相关性检验，到Shainin 方法，因此可以恰
如其分的理解统计学意义。

可靠性研究

可靠性研究是用于检验在某一时间周期内产品是否符合预定条件要求。
用户可使用destra® 进行产品寿命分析，评估在试验期间采集的数据并将
结果以图形化显示。
  
• 寿命终止试验
• 结尾试验 (类型 I, 类型 II 和混合模型)
• 突然死亡法试验
• 用于现场故障的Eckel 程序
• 成功运行试验

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方法用于分析因子和响应的因果关系，也可用于产品和过程
的优化。destra®软件模块可以提供结构化的数据采集模板，方便了上述
研究的进行。
• 直观的用户界面使用引导
• 便于理解的图形化结果
• 多重响应的优化

直观的用户界面和丰富的图
形显示功能，为用户带来便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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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 / 回归分析

使用数学模型进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以发现影响因子和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

• 卓越的模型设计
• 多类方差分析
• 公式编辑器
• 混合效应
• 分级嵌套模型
• 失衡数据
• 可视化模型诊断
• 传统的方法如Cook距离法、中心化杠杆值
 及残差法等

机器及过程能力

机器能力研究是对各台机床按要求精度制造出指定的产品特性的持续生产能力的验
证。在过程运行开始后，测量更多的零件用于初始过程能力研究。在长期过程分析
中，过程结果依赖于时间分布模型。并可依次计算出短期和长期的过程能力，并用
于指导随后选择相应的质量控制图。
• 最优拟合分布时间模型
• 质量控制图
• 结果评估

检验过程能力

过程分析是建立在对特性测量值进行统计评估的基础上，而这些特性的测量值需要
通过测量过程来获取。收集到的数据必须有效地反应当前状态才能避免研究结果产
生偏差。为完成既定的目标，软件提供了多样的程序和方法用于评定测量过程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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