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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行业，内审员/第二方审核员 IATF 16949 的资格和能力至关重要，一方面，

为了使他们自己的组织引进目标措施，以通过对质量管理体系和 IATF 16949 要求履行

程度的适当评估实现持续改进。但另一方面，也同时支持了外部供应方能够使其质量管

理体系向 IATF 16949 发展，这最终是互利互惠的。首先，通过参加培训，您将获得上

述内容的必要资格，通过参加随后的考试，您还可以证明您作为内审员/第二方审核员

IATF 16949 的能力，从而满足 IATF 16949 三方审核及某些顾客对内部审核员的资格

要求； 
 

目标学员 

 质量管理经理/人员或具备 ISO 9001 能力和汽车行业审核经验的内部体系审核员/

外部体系审核员； 

培训内容 

 汽车行业的过程管理和过程方法； 

 ISO 9001 的主要内容； 

 IATF 16949 的结构及其要求，包括 ISO 9001 的要求； 

 IATF 16949 认证规则的解释； 

 适宜学习过程中信息和个人、小组及案例研究之间的交流，使得能够巩固及应用

IATF 16949 和 ISO 9001 知识； 

学员前提条件 

 导入和维护质量管理体系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实践经验； 

 必要的审核准备和实施审核方面的经验； 

 提前获取 IATF 16949:2016 标准； 

公开培训课程费用 

2500 元/人，包含授课用新版教材，资料，练习题，试题，学习用品等，同时包含考试

及证书费用。培训期间提供免费茶歇，每日午餐。参加培训学员交通费，住宿费及培训

期间其他用餐费用自理；额外需要 IATF 16949 正版标准书籍的学员，费用 3200 元/

人； 

IATF 16949 
内审员/二方审核员资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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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培训提供了关于汽车核心工具（质量工具）以及生产部件及批准过程的汽车知识。

人们对许多核心工具缺乏了解或缺乏在实际应用的经验，往往最终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

这项培训可以为需要信息的决策者以及对其专业领域中的更深层次的任务或不同的任

务感兴趣的员工提供机会以便其了解应用的基本问题和领域以及客户的需求。 

通过强化五大工具能力的培训，综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剖析、组内讨论、指导等多

种形式的课程内容，使学员能够了解 APQP、PPAP、FMEA、MSA、SPC 的逻辑体系

和内在联系，明确实施 APQP 的过程重点和输出文件要求和作为 APQP 输出物 PPAP

的文件和提交要求，掌握 FMEA 在 APQP 过程中的作用及系统完整实施 FMEA 的方法，

掌握实施 MSA 的时机和方法。理解过程控制的概念，掌握 SPC 的实施方法。 

目标学员 

 责任项目经理、项目团队的所有成员，SQE、供应商开发责任主管或经理、

采购经理、质量工程师和经理、负责制造和“改善”的团队领导，所有期望

获得相应资质的员工。 

培训内容 

 APQP-产品质量先期策划和控制计划； 

 FMEA-潜在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 

 MSA –测量系统分析； 

 PPAP–生产件批准程序； 

 SPC –统计过程控制； 

 五大核心工具与标准的联接、案例分析及实操演练； 

公开培训课程费用 

2500 元/人，包含授课用新版教材，资料，练习题，试题，学习用品等，同时包 

含考试及证书费用。培训期间提供免费茶歇，每日午餐。参加培训学员交通费，

住宿费及培训期间其他用餐费用自理；

五大工具（APQP/FMEA/MSA/PPAP/SPC） 

能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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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培训计划安排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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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明细 
 
 

月份 时间 课程 地点 

3 月 

5 日-7 日 
IATF 16949 内审员/二方审核员 

资格培训 
北京 

8 日-10 日 
五大工具

（APQP/FMEA/MSA/PPAP/SPC） 
能力培训 

5 月 

21 日-23 日 
IATF 16949 内审员/二方审核员 

资格培训 
苏州 

24 日-26 日 
五大工具

（APQP/FMEA/MSA/PPAP/SPC） 
能力培训 

7 月 

16 日-18 日 
IATF 16949 内审员/二方审核员 

资格培训 
济南 

19 日-21 日 
五大工具

（APQP/FMEA/MSA/PPAP/SPC） 
能力培训 

10 月 

15 日-17 日 
IATF 16949 内审员/二方审核员 

资格培训 
杭州 

18 日-20 日 
五大工具

（APQP/FMEA/MSA/PPAP/SPC） 
能力培训 

12 月 

17 日-19 日 
IATF 16949 内审员/二方审核员 

资格培训 
北京 

20 日-22 日 
五大工具

（APQP/FMEA/MSA/PPAP/SPC） 
能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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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通过邮件推送、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发布信息等渠道向您推送最新

的资讯动态，如果您准备参加一次 CASC 的培训班，请注意官方消息的发布，

或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 

 

 培训报名将统一进行网络报名的形式，网上报名端口将于上一期培训班结束

后 1 个工作日后开放，在报名课程开始前 15 日停止报名，为保证培训效果，

如当期培训班报名人数达到上限将自动停止报名。如遇不能报名情况，请与

CASC 工作人员联系。 

 报名地址：http://casc-cert.mikecrm.com/A07JxIU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以打开报名地址进行网上报名信息提交 

 

 

 

 

 

 

 

 

联系人 电话 E-mail 

 

关注“九鼎认证”微信 

曹  宇 +86-10-65993961 caoyu@casc-cert.com 

唐孝辉 +86-10-65993964 tangxh@casc-cert.com 

传  真 +86-10-65993964 

E-mail casc@casc-cert.com 

如何获得培训信息/申请培训课程？

Table 1  网上报名端口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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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九鼎认证 
北京九鼎国联认证有限公司(China Jiuding Automotive Supplier Certification Co., 

Ltd.缩写为 CASC)是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依法工商登记的认证机构，同时

具备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服务及 IATF 16949 内审员培训服务的第三方认证和培训机构；

2002 年由国家认监委（CNCA）与 IATF 指导下成立。现直接隶属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华诚认证中心（CAQC）、广州赛宝认证中心（CEPREI）、

中联认证中心（CUC）等几家国内权威机构。 

CASC 是唯一一家被国际汽车工业特别工作组（IATF）授权开展 IATF 16949 认证的国

内认证机构，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被德国汽车协会质量管理中心（VDA－QMC）授权的可以

做 VDA6.1 的认证机构。 

CASC 整合了国内多家权威认证机构对汽车主机厂及其供应链的认证审核资源，CASC 

拥有一批来自各行各业的高素质、高资格、经验丰富的 IATF 16949、VDA 6.1 和 ISO 9001 

审核员，在认可的认证业务范围内，为申请认证组织提供高效、优质、增值的认证服务。 

CASC 质量方针： 

为汽车供应链提供公正、科学、独立、有效的认证服务。 

CASC 质量目标： 

“持续满足国家认可规范及相关国际文件的要求，竭诚为顾客提供高效、优质、增值的

认证服务，实现顾客零投诉，力争实现顾客及相关方满意。” 

作为行业标准，IATF 16949 由国际汽车工业特别工作组(IATF)开发，并得到了国际标

准化组织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ISO/TS 176)的支持。该技行业标准以 ISO 9001 

为基础，确立针对汽车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开发、生产及相应的安装与服务的质量管理体系要

求。 

该行业标准将成为世界范围内共同和唯一的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 

 

 

CASC 市场部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 10 号中认大厦 18 层，100020 
联系电话：+86-10-6599-3960/3961/3964 
官方网站：www.casc-cert.com      E-mail：casc@casc-cert.com 
传    真：+86-10-65993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