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计分析软件包

JUSE~ 
StatWor1kS®/V4.0 

\' 

扣SE-StatWorks强大的分析能力1
JU SE-Stat Works是基于产业界、学术界的提

案、建议、要求以及来自生产笫一线的专门技

能等各种因素综合的汇集。 是一种真挚地解决
实际问题的有效工具。 它拥有大曼在生产笫－

线中解决实际问题时的十分有效的功能、如分
层分析、沿设计的分析过程引导分析、输出画面

的多样灵活地布局等。 JUSE-StatWorks在开发

研究、生产过程等各个方面中、对问题的解决、

问题的持续改善发挥着巨大作用 。

一 国语言的对应、作业面上的统一1
除已推向市场的日文版软件包外、英文版软

件包、中文版软件包以及日文版、英文版、中

文版3国语言封装于一体的［多国语言软件包］也

即将推向市场 ． 统一的操作方法、统一的输出

画面的布局设笠、 使它在TQM、 QC的改善活

动中跨越语言的障碍给在各种作业面上的统一

提供方便。 特别对在世界范围展开生产活动的

全球性企业这是使我们有幸得以向您推荐的一

个软件包产品。

一 为品质管理提供强力的支持！

[JUSE-StatWorks/V 4:0质贲管理编］即将推向
市场。 它是由通过严格挑选以工作表·基本分析

力基础的质泣管理、 QC改善活动中所必需并且

经常被使用的方法(QC七个工具、新QC七个工

具、实验设计法、回归分析、 QS-9000的对应）
而构成的。

氓量」---日本科学技术联盟集团
日本科学技木联盟*'是以［质设］为核心、以从

事经营管理技术相关联的TQM的研讨、普及、

戴明(Deming)奖授奖等活动力事业主体。 在国
内外受到广泛注目、并荻得高度的评价。 本公

司作为日本科学技术联盟集团中的一个成员、

40多年来一直从事看系统软件的开发和运用、

软件包的开发和市场销售 。 本公司开发的

JU SE-Stat Works软件包、 20年以来一直被 日

本科学技术联盟作力QC基础课程*2的标准分析
工具而采用 ．

*1) 日本科学技术联盟是一个非赢利法人组织。
*2) QC基础课程为日本科学技术联盟主办、在质溢管理理论·

技术方面享有声誉和权威的讲习班．



I利用数据定向展现精湛的分析过程
从菜单设计里体现了数据分析高手才有的

分析技巧和窍 fl . 即使是方差分析或回归分析
等的高度分析方法、只要依次实行菜单或选项

卡就可以轻松地得到必要的分析结果． 操作完

全是与用户的对话形式． 因此，可以做到一并分
析中无法做到的极为细致的分析。 还准备了输

出结果时的条件指定和丰富的图表选项内容。

I 轻松地绘制表计算软件难户以表现的图表
JUSE-StatWorks拥有表计并软件不搜长的

如下功能：

1)可轻松进行根据属性变量的分层．

2)对于数值与属性混合的数据、可以轻易地进

行分析。
3)拥有多元关联图等表计算软件难以绘制的、
可以观察复数项目之间关系的一览图．

另外 、 JUSE-StatWorks拥有可以直接读取代表

性的表计算软件里的数据文件的功能和复制分
析结果的功能因此、可与表计算软件并用 ．

I 对应QC必需的分层分析
数据包括数值数据（长度、重量等）与属性

数据（模式、类型、区分等）。 在QC里、将数值

数据根据属性数据（类别）进行分类后分析数据

是其重点. JUSE-StatWorks可以将数值数据按

照类别进行分类后、计算其统计童并绘制图表。

而且、它以恰当地分析数值与属性混合的数据

为设计目的、因此非常具有实践性． 对每一个
变童可输入253种类为止的类别 ． 根据不同的分

析方法、参与分析的类别数可以是24~64.

I 多元关联图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
论可以代表JUSE-S tatW orks的强有力的分

析工能、还属 f多元关联图」 。 多元关联图是能够

把指定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系统自动选择分别
适合数据属性的图表并进行一览表示的功能。

在原有的通过图表直观地看出数据特征的功能

基础之上、还自动进行以梒验统计设为基础的统

计上的判定、开且强调表示出现问题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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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析的指南二分析建议功能

I强力支持设计开发的方方面面
对于研究开发、 设计 、 生产技术者而言、

掌握效率高的分析技术非常重要. JUSE-Stat 

Works在原有的因子设计实验和正交表实验以

外、还追加和强化了探索数值因子之间最适条

件的「应答曲面法」、「D-最优设计」、质童工学

所必需的「田口方法」、可以绘制因子效应的特

征因子的「多特性效应图」等、在设计和开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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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日本科学技术研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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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151-0051 
地 址：柬京都浩谷区千居太片谷5-10-11
．请使用日文（或英文）进行咨询
传真： (81) 3-5379-1 911 邮件 ： pp@i-juse.co.jp 

所记载的内容会有变更的情况、敬请了解。
Windows、 Excel徽标是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Pentium徽标是美国英特尔公司的注册商标。
本目录记载内容为2005年9月至今。

·注意

为了许可证管理、必须在
USB接口插入加密狗。

基本处理
工作表(256个变爵 X 32,768个祥
本 253个类别）、数据文件的翰
入、 出格式(CSV、 TXT、 Excel) 。
图形文件的输入、出格式 ( bmp 、
jpeg 、 PNG 、 HTML) 。 数据变换、

定型处理

基本分析
统计登／相关系数｀频数分布表／
多元交又表、多元关联图、 观察

QC七大手法
因果图、帖累托图、直方图｀控
制图，散点图 、 一般图

新QC七大手法
亲和图关联图、系统图矩阵
图、 PDPC 法 、 活动计划表
(Gantt chart) 

过程分析
SPC. MSA(图分析、稳定性分
析、偏倚分析、线性分析．规格
R&R) 、 FMEA. 质盄功能展开
IQ FD). 累积和控制图
(CUSUM) 、多元控制图(2变盘
控制图、马哈拉诺比斯平方距离
控制图）、食品卫生精度管理（内
部稍度管理外部稍度管理）

实验设计法
因析设计（一元配嚣、二元配贯、

多元配贾）、正交表．响应曲面
法 （单特性的侵优化、 多特性的最
优化）．田口方法（参数设计、容
差分析）．工具（效应图 、 多特性
效应图）

回归分析
一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正交多项式回归分析、罗吉斯蒂
克回归分析

检验／估计
计数位的检验估计（总体不合格
率、总体不合格率的差、总体缺陷
数、 总体缺陷数的差、 MxN分割
表）、计盄值的检验估计（总体方
差、两个总体方差的比、总体平均
值、两个总体平均值的差、配对数
据的总体平均值的差、 3个以上总
体方差的一致性） ． 非参数检验
（卡方二乘检验、威尔科克森秩和
检验、MOOD检验 、 Kru s k a l
Wal l is检验、威尔科克森符号秩
检验、弗里德曼检验）

检验功效和概率值
（总体平均值、两个总体平均值的
差、配对数据的总体平均值的差、
总体方差、两个总体方差的比） 、
连续分布、离散分布

·运行环境
OS : Windows, Xp, 2000 
CPU : Pentium, 500MHz以上
内存容偿 256MB以上
HOD容岱 ： 60MB以上

设备 ： CD- ROM, USS 

·价格（请咨询）
标准版
日文版 ， 165,900丙
英文版 ， 165,900F"l
中文版 （ 简体） ： 165,900F"l 

（含消费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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