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它培训信息

资质认证
通过随堂测试后，学员可以
获得一张资格证书及 PSCR
资质卡片

特别说明：如果您已经取得了 PSCR 的资质，也可以被要求
PSB 资质的大众集团认可。如您需要，可以在通过 PSCR 课
程与测试之后获得一张 PSB 卡片（需事先告知）。

参考资料
《产品诚信（PI）——组织产品安全
与符合性行动建议》

语言：中 / 英

2018 年 11 月，第一版

费用及授课天数
 产品安全与符合性代表 (PSCR) 资格培训 :

 人民币 3,900 元 / 人，2 天
 PSB 到产品安全与符合性代表 (PSCR) 的升级培训 : 

 人民币 2,800 元 / 人，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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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内部明确产品诚信的重点领域

为什么 PSCR 培训重要？

汽车供应链中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应该确保所提供产品的安全性与
符合性。所以组织应该识别目标国家和地区现行的与 PI 产品诚
信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应该满足或者适当超越公众对产品安全
的期望。如果市场上的产品被怀疑“不安全” 或者法规符合性有问
题，组织有责任实施必要的措施。

为了更好地理解众多的要求，产品安全与符合性代表有必要获取
更多的信息和具备资质。

VDA QMC 中国提供 2 种类型的培训：“产品安全与符合性代表
（PSCR）培训” 和 “PSB 到 PSCR 的升级培训”。

PSCR 培训介绍

课程目标
 学员可以学习到产品安全与符合性相关的最新知识。
 学员可以强化自己处理日常工作的能力。
 学员可以清楚 PSCR 产品安全与符合性代表的职责权限。
 学员可以掌握产品不符合处理指南和相关的工具方法。
 学员可以了解中德汽车召回流程以及在现场发生严重质量问题

造成重大影响时应如何应对。

产品安全与符合性代表
(PSCR) 培训

模块四：产品不符合的建议措施

 建立一个召回管理系统
 供应链中的信息传递
 沟通和存档
 风险评估
 小组练习：基于案例研究，建立一个风险评估过程和报告

渠道

模块五：工具方法举例

 PI 产品诚信的持续监控
 沟通指南
 经验总结
 特殊特性
 小组练习：使用工业领域外部的案例，建立一个 PI 要求清

单

其它

 课程回顾
 问题解答
 建议
 讨论
 关于其它重要的与产品安全相关的 VDA 标准的概述

目标学员

PSCR 培训
需要了解 PSCR 需求的产品安全责任的汽车行业专家（项目
管理、生产、现场 / 客户问题相关人员等）以及即将成为产
品安全相关代表的人员。

PSB 到 PSCR 的升级培训
汽车供应链中的产品安全代表（PSB）。学员必须参加过之
前的产品安全代表（PSB）培训并且掌握了汽车行业质量管
理的知识。

课程内容
模块一：介绍

 汽车工业的召回现状
 召回数量增长的原因
 编制 VDA 标准的需求
 法律法规基础概览
 规则、标准、合同协议
 小组练习：目前发展水平
 互联网中的产品安全

模块二：PI 产品诚信的组织架构

 授权要求
 资质要求
 小组练习：说服管理层 PSCR 的必要性

 
模块三：PI 产品诚信贯穿全生命周期 

 在公司内部确定 PI 产品诚信的聚焦领域
 在产品生命周期中处理 PI 要求
 要求阶段
 开发阶段
 生产阶段
 使用阶段
 产品监控
 市场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