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客特定要求
(CSR)

目标学员 

 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审核员
 质量管理体系第一 / 第二方审核员
 高层管理人员
 质量管理体系经理 / 工程师
 质量管理体系中的各职能过程负责人（每个过程）
 项目管理和系列化生产核心团队成员
 过程审核员

其它培训信息 

参考资料
《VDA 卷客户特定要求（CSR）》

费用及授课天数
 培训天数 : 1 天 
 培训费用 :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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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SR 标准

IATF 16949 为汽车工业供应链中的质量管理体系提供了一种
通用方法。在 IATF 16949 的基础上可通过附加或补充顾客特
定要求（CSR）对供应商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更详细的规定。
然而，与日俱增的关于 IATF16949 相关的文件和非标准化结
构的顾客要求，导致了整个供应链出现了各种各样、越来越复
杂和受资源制约的任务。

综上，CSR 文件必须仅用来作为基于 IATF 16949 要求的佐证，
并不应采取更为复杂的结构。因此实施 VDA CSR 标准将帮助
您在供应链中 ISO 9001 和 IATF 16949 的结构上了解 CSR
以及创建 CSR。

顾客特定要求
(CSR)

为什么顾客特定要求 (CSR) 如此重要？

顾客特定要求 (CSR) 作为最重要的要求，必须被满足以实现顾
客满意。每个顾客都有自己的要求。根据 VDA CSR 标准，我
们将尽力为您提供关于 CSR 的最佳概述，以帮助您满足德国
OEM 顾客的要求。此外，必须了解相关法律、国际标准和汽
车行业特定标准，如 VDA 标准，这些标准是质量管理体系的重
要输入。最高管理者有责任确保所有要求被理解并由质量管理
体系来满足。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和合规性必须得到最高管
理者的保证。

依据 IATF16949 和顾客合同（不仅在 OEM 和 Tier 1 之间，
而且应该在整个供应链中传递）的约束要求，CSR 在几乎所有
的质量管理体系过程中都是必须的：获得业务订单，获得审核
通过，放行产品和过程，确保批量生产，减少售后问题和召回
风险，面对新技术时代和新挑战，发展双赢，节约成本，实现
最高管理层的领导作用等。 

为 了 确 保 所 有 CSR 都 能 在 您 的 组 织 内 得 到 理 解 和 实 施， 同
时，您的组织对供方的 CSR 也能被创建和执行，VDA QMC 
China 还提供培训服务，帮助您的组织实现卓越运营。 

新的 VDA CSR 标准包含以下方面：

 CSR 的重要性 
 正确理解 CSR
 CSR 程序指南 
 参考的 CSR 示例 
 德国顾客 CSR 的典型关注点及相应 VDA 标准

CSR 培训介绍

内容
 CSR 的重要性
 CSR 概述
 不同 OEM 的 CSR 概述
 德国 OEM 的 CSR
 德国 OEM 的 CSR 要求对比
 CSR 示例
 创建和实施 CSR
 CSR 的后续展望

概念和方法
在培训期间，技术讲座和练习交替进行，为学员和讲师之间
的经验交流提供机会，以便让学员能够将所学内容应用到自
己的工作实践中。

CSR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 ）的全部体系
要求

+

其它顾客要求

IATF 
16949

规范，技术图纸，要求 功能标准

顾客要求

VDA 6.3 – 与其他要求的关联

国际要求

汽车制造业的要求

顾客特殊要求

质量手册 方法和职责

过程/程序
谁，什么，何时

作业指导书
如何做

其他文件和记录
结果、证据、有效性

欧盟法律 & 欧盟标准
DIN EN ISO 9001

VDA 出版物 & IATF 16949

质保协议, 特殊条款,..

法律要求 国家法律法规

国际要求

汽车制造业的要求

法律要求

VDA 文献集
程序，操作 & 质量管理技术
VDA 1
提供证明
VDA 2
供货质量保证
VDA 3 (第1 & 2部分)
与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一起，确保可靠
性
VDA 4 质量保证方法和工具介绍
批量投产前的质量保证
VDA 5
试验和测量系统的能力证明
VDA 6
质量审核基础
VDA 6.3
过程审核
VDA 6.4
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生产设备
VDA 6.5
产品审核
VDA 6.7
过程审核 –生产设备
VDA 10
顾客满意度
VDA 13
汽车制造业的SPICE
VDA 19
清洁度技术要求
VDA MLA
产品/过程的成熟度保证
VDA RPP
稳健生产过程
汽车行业ASPICE
过程评估模式
提示: 本清单并不完整 !
(请登录 VDA QMC 网络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