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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6800A 系列 PathWave  
测量分析软件  
 

 

Keysight PathWave 测量分析软件为用户提
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界面，允许他们将测
试数据导入到数据服务器中。该软件能够
防止数据服务器发生数据损坏，同时支持
版本控制。它还允许用户通过一个简单的
界面来抽离各种实施细节。KS6810 数据分
析 Web 服务软件支持多个数据来源和各种
数据导入客户端。除此之外，KS6810A 还
包含可视化工具。KS6810A 提供直方图、
波形图以及其他具有滤波和拆分功能的现
代化测试和测量可视化工具，可以支持数
据分析。 

功能特性 

• 支持多种数据来源：  
o 是德科技软件产品（即 FlexDCA、一致性测试应用软件、ADS 仿真软件）  
o 是德科技测试设备的测量结果  
o 非是德科技的数据来源（来自不同厂商测试设备的测量结果或来自用户测试环境的自定义数据来源）    

• 支持各种用户端数据导入：  
o Infiniium 一致性测试软件框架  
o 不同文件格式（即 CSV、JSON）的 Web 导入工具 
o 导入程序（即 C#、Python、JAVA） 

• 使用可视化工具，可以取回数据进行实时分析。 
• 支持数据分析功能： 

o 说明功能，可以将数据与元数据进行关联。 
o 引导式数据分析工作流程，突出显示导致离群值的根本原因。  
o 数据叠加功能，可以执行基准测试并与用户定义的基线分布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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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KS6810A PathWave 测量分析软件 
用户需要设置一个 Web 服务器负责托管 KS6810A 数据分析 Web 服务软件，设置一个数据仓库服务器负责
托管数据库基础设施。用户可以使用 MySQL、SQL Server、Microsoft SQL、Oracle 等数据库基础设施或
其他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议用户分开设置 Web 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从而确保服务器的可扩展性和性能，
保障数据库的安全。用户负责数据库服务器的备份、还原和复制工作。建议用户通过自己的信息技术 (IT) 
部门设置服务器。 

 

 

 

 

图 1：KS6810A PathWave 测量分析软件安装在由用户负责维护的服务器上。用户通过服务器的 URL 地址
导入和取回数据。  
 
数据来源和数据导入 
KS6810A PathWave 测量分析软件支持用户将来自其他数据来源的测试结果上传到数据库。这样的数据来
源可以是是德科技测试设备,例如示波器，也可以是非是德科技测试设备以及用户定义的其他测量方法。 
用户需要收集测量结果并将其保存为 .CSV 格式，而后可以使用 Web CSV 导入工具将数据导入数据库。 
用户还可以使用 .CSV 数据导入工具来规定 .CSV 格式测试结果中可以提供的测量结果数量及属性。如果用
户没有选择使用 .CSV 格式，那么 KS6810A 软件还包含 C#、Python 和其他编程语言的参考应用软件，可
以帮助用户编写自定义数据导入工具的脚本。 

 

 

是德科技建议将 Web 服务器 
和数据库服务器分开，从而 
确保服务器的可扩展性和性能， 
保障数据仓库的安全。 

用户提供的 IT 
基础设施支持备份、 
还原和复制 

该界面与操作系统 
和编程语言无关 

HTTPS 

结果查看 

来自应用软件的测试数据 

数据库服务器 

托管数据库基础设施  
MySQL、SQL Server 或 Oracle 

Web 服务器 

托管 KS6810A 软件 

该应用软件对数据库模式
进行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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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一致性测试软件使用模型 

KS6810A PathWave 测量分析软件允许用户从是德科技一致性测试软件导入测试结果。用户首先需要配置
一致性测试应用软件，运行测试，然后将测试结果导出到数据库。  

 
图 2.  具有 PathWave 测量分析界面的 Infiniium 一致性测试软件。用户通过服务器的 URL 地址将一致性 
测试结果导出到数据库。 

 

KS6810A 可视化工具 
用户可以从数据库服务器中取回测试结果，然后使用 KS6810A 可视化工具进行查看。KS6810A 可视化工
具允许用户在直方图和线条图中查看编译后的测量结果。KS6820A 数据分析软件高级版还提供箱线图、 
波形图等其他显示功能。这些图形可以按照属性或测试条件进行分类，例如温度、ASIC 版本、工作台、 
日期和设备型号。用户可以浏览所执行的每一个测量。可视化工具是 KS6810A 数据分析 Web 服务软件的
组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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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KS6810A 可视化工具能够在直方图模式中显示比特误码率测量结果的图形。红色虚线表示 
技术指标中规定的测试上下限值。 

 

 

图 4：制造数据分析的帕累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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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KS6820A 高级选件提供了数据分析功能。用户可以选择一组感兴趣的数据，其中包括不合格的测试数据。
通过用户界面，用户可以查看可能影响测试数据结果的各种测试属性。该界面还提供了引导式分析工作 
流程，方便用户检测离群值。 

   

图 5：“说明”功能可以对红条分布中显示的被测器件故障的可能原因做出解释。 

引导式分析工作流程提供了扫描运行分布、关联和依赖等功能，能够识别出数据集里面的离群值。  

 

图 6.  引导式分析工作流程可以扫描正态分布，以便用户对测试数据的特性进行建模，从而检测离群值和 
异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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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引导式分析工作流程可以扫描依赖项，以便用户查看数据与测试环境之间的关系。测试设置越独特，
环境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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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数据叠加允许用户对照正态分布和行业数据执行基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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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信息 

产品型号 描述 说明 

KS6810A 数据分析 Web 服务软件（1 个许可证）  

KS6811A 数据分析 Web 服务软件（15 个许可证）  

KS6812A 数据分析 Web 服务软件（免许可/公司许可证）  

KS6820A 数据分析 Web 服务软件（高级版） 要求使用 KS6810A、KS6811A 或 KS68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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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keysight.com 

如需了解关于是德科技产品、应用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与是德科技联系。 

如需完整的联系方式，请访问：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此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是德科技，2018 年–2020 年，2020 年 7 月 28 日，印于北京，5992-3589CHCN 

灵活的软件许可策略和 KeysightCare 软件支持预订 
是德科技提供丰富的许可证选择，能够最恰当地满足您的需求和预算要求。 
选择您的许可证期限、许可证类型以及 KeysightCare 软件支持预订。 

许可证期限 
永久一一永久许可证允许您无限期地使用软件。 
限时一一限时许可证只允许您在其有效期（6、12、24 或 36 个月）内使用软件。 

许可证类型 
节点锁定许可证一一允许您在一台指定仪器/计算机上使用软件。 
可转移许可证一一次只能在一台仪器/计算机上使用，但是可以使用是德科技 
软件管理器（需要连接互联网）转移到另一台仪器/计算机。 
USB 便携许可证一一次只能在一台仪器/计算机上使用，但可以使用经过认证
的 USB 加密狗（可以通过是德科技部件编号 E8900-D10 另行购买）转移到
另一台仪器/计算机。 
浮动（单点）许可证一一每次只允许一台联网的仪器/计算机访问服务器上的
许可证。要想同时使用，需要购买多个许可证。 

KeysightCare 软件支持预订 
永久许可证在出售时自带 12（默认值）、24、36 或 60 个月的软件支持预订服务。
此后，支持预订服务可以免费续约。 
限时许可证在其有效期内包括软件支持预订服务。 

选择您的许可证： 

第 1 步  选择您的软件产品（例如 S1234567A） 
第 2 步  选择适合您的许可证期限：永久或限时。 
第 3 步  选择适合您的许可证类型：节点锁定、可转移、USB 便携或浮动许可证。 
第 4 步  根据许可证期限，选择适合您的支持预订时间。 

KeysightCare 软件支持 
预订服务让您在不断发展
的技术浪潮中高枕无忧。 

• 确保您的软件始终拥有最新
的增强功能，支持最新的 
测量标准。 

•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技术
专家团队，为您排疑解惑。 

• 一旦您需要支持，我们快速
的周转时间和按优先级上报
策略可以保证您的工作进度
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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