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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TF 监督办公室 
  认证机构公告 

 
认证机构公告   # 2021-010 
 

发布日期： 2021 年 9 月   
  
主题： 新审核员培训和评估过程更新 
 

本公告的目的是通知所有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认证组织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关于 IATF
对新审核员培训和评估过程的更新。修订后的过程将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不过从现在

开始到今年年底，一些试点课程将在新流程下运行。 

这一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全球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大流行推动，COVID-19 使得许

多国家面临面对面培训和资质确认的挑战。 

新审核员培训本身与认证机构公告 2019-004 中描述的方法基本保持一致，但将与评估分开，

并根据当地对 COVID-19 的限制，提供 4 天在线互动培训或 4 天面对面培训。 

新审核员申请流程 

 

新审核员：申请流程
（包括IATF批准和必修的ADP预习）

认证机构评估候选人并负责审核员的
发展，包括观察审核

新审核员身份确认

认证机构同意赞助 候选人

否

认证机构根据规则要求向经 IATF 批准
的培训组织 /监督办公室提交申请

标准
满足？

TO/OO 在ADP中发起候选人注册过
程。候选人将收到电子邮件，完成注

册过程。

标准
满足？

建议CB

评审申请和支持信息，以确定是否满
足规则标准

是

IATF监督办公室/ 
培训提供方

认证机构/
审核员

注：
1. 每个预习模块最多3次重考
2. 候选人必须通过IATF 16949和规则的测验才能进行培训
3. 关于FMEA & 控制计划培训&测验以及MSA & SPC培训&测验，请参阅认证机构公告#2020-003 
4. ADP 中提供了可选的培训模块
5. 规则要求参考4.2 (SI 1) 和 4.2.1

新候选人在 ADP中完成注册，认证机
构/候选人支付 $250 的初始年费

进入IATF 初次资质确认过程

是

否

候选人必须完成以下 ADP预习模块：

- IATF 16949 培训&测验
- 规则第五版培训 &测验
- FMEA & 控制计划培训&测验
- MSA & SPC 培训&测验
- 知识预习 (V 1)
- 知识预习 (V 2)

输入

 是 否 

保密  X 

强制性内容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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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前流程，新审核员候选人需要在访问 ADP 之前根据规则第五版的 4.2 (SI 1) 获得批

准，以便完成课程预习要求。 请参阅上述新审核员培训申请流程图。 

新审核员培训和资质确认过程 

 

完成 4 天新审核员培训后，候选人将有资格进行初次 ADP 评估。初次 ADP 评估必须在新审

核员培训后的 1-3 个月内完成。 此 ADP 评估取代了当前的面对面评估。 

ADP初次评估 
 
ADP 评估分为 5 个部分，涵盖知识和应用。ADP 评估（包括重考）在监考环境下进行。 
 
ADP 监督评估将以面对面或线上视频活动的方式提供。 
 
知识是基于多项选择的评估，涵盖以下能力：IATF 16949、规则第五版、FMEA、MSA 和 
SPC。 
 
应用是基于案例研究的评估，涵盖以下能力的各种审核类型：规则第五版、过程方法、IATF 
16949、审核核心工具和 CSR，以及不符合管理。 
 
资质（所有能力的及格分数）必须在初次评估后的 12 个月内获得。未能在初次评估后 12 个月

内获得资质的，根据 IATF 规则第 5 版第 4.2 条， 将要求候选人重新申请成为新的审核员候选

人。 

成功通过的候选人将会收到 IATF 16949 审核员证书，他们的详细信息会进入 IATF 数据库。 

IATF 初次培训

完成4天培训

输入

注：
1. 每项能力最多4次重考
2. 必须在初次评估的12个月内获得全部资格
3. 在重考之前，需要结合培训和自学
4. ADP 中提供了可选的附加培训模块

新审核员：IATF初次资质确认过程

认证机构向 IATF 认可
的培训组织提交申请

在ADP中支付$1,250 报名费

申请ADP初次评估

全部通过

所有能力得分为绿
色

ADP初次评估

在ADP中进行初次评估

分数 ≥80%

分数 ≥75%

应用

分配新审核员编号，
有效期为2年（从全
部通过日期起）并输

入 IATF 数据库

ADP 结果

知识

分数
50 - 79%

分数
50 – 74%

应用

知识

未通过

一项或多项能力为
红色

临时通过

能力为
绿色/黄色

资质

在培训后1-3个月安排初次评估

在初次ADP评估之前完成 ADP
可选培训模块

IATF监督办公室/ 
培训提供方

认证机构/
审核员 分数 <50%

分数 <50%

应用

知识

分配新审核员编号，
有效期为 12 个月

（从初次评估起）并
输入 IATF 数据库

在初次评估后的 12个月内将能力
从黄色转换为绿色

在初次评估后的 12个月内将能力
从红色转换为绿色

重新参加为期 4天的IATF 培训，
并在初次评估后的 12个月内将能

力从红色转换 为绿色

下一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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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候选人任何一项能力未能通过评估，则有 12 个月的时间将未通过转化为通过。此外，如果

候选人的应用能力未通过且低于 50% 的分数（“红色”），则必须重新参加 4 天新审核员培

训。候选人每项能力最多有 4 次重考机会。 

如果候选人在所有 10 个能力领域均达到 50% 以上但尚未通过，他们将获得临时通过（“黄

色”）结果，并有资格进行审核，直到其重考资格窗口结束（从初次评估开始后的 12 个月）。 
在通过所有重考后，此临时通过结果将升级为全部通过（“绿色”）。 

注 1：ADP 监督课程，对于通过面对面过程获得资格的新审核员候选人和现有审核员，进入

ADP 再确认过程时，将提供现场面对面监督课程和线上监督课程。参加线上监督课程需要事

先参加线上监督预备会议。更多信息请参阅 ADP 中的详细信息。 

注 2：尚未通过当前面对面评估过程并正在完成第一次重考的候选人，需要参加新的培训课

程，并安排一次全面的初次 ADP 评估。 正在完成基于能力的重考（“重考 2”和“重考 3”）的候

选人，必须在 2022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这些考试，否则将过渡到新流程。 

有关审核员再确认的详细信息将在适当时候提供。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您的监督办公室或 IATF 培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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