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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02 – 汽车行业 RFQ – 商务报价
• AE03 – 汽车行业项目管理
• AE04 – IATF 16949 : 2016

• AE06 – FIEV 2.0 审核准备

汽车工业基础

客户特殊要求
• CSR01 – APQP/PPAP 作为Stellantis SQA的一部分

• CSR02 – ANPQP RENAULT 项目质量管理

• CSR03 – B2B RENAULT 质量工具: GQE, SI ANPQP, SQUAD

• CSR05 – QIP Stellantis 标准: NSA, PCPA, QSB+ 审核准备

• CSR06 – STELLANTIS B2B 质量工具 : AM@DEUS, NEO Logistics, SPOT, 

E-RFQ, ESQAL, ... 

• QTS01 – 根据IATF质量核心工具

• QTS03 – MSA: 测量系统分析

• QTS04 – SPC: 统计过程控制

• QTS05 – 过程FMEA

• QTS06 – 逆向FMEA

• QTS07 – 问题解决管理

• QTS08 – 8D / QRQC分析

• QTS09 – LPA – 分层审核: 标准和分层级审核

质量工具和标准

产品和精益生产
• PL02 – 5S 现场管理

经认证的培训

采购和成本管理

• PCM01 – 采购关键成功因素

• PCM02 – MONOZUKURI 领导生产力



• KM01 – 汽车系统设计(ISO 26262)

• KM02 – 功能安全导论

• KM03 – 预期功能（SOTIF）的安全性

• KM04 – TÜVNord认证的安全工程师（汽车）

• KM05 – 实践中的TARA（汽车）

经认证的培训

www.sneci.com

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培训课程

• MSS01 – 领导力和项目团队管理

• MSS02 – 领导力和工厂管理

• MSS03 – 导师培训课程

管理和软技能

物流标准和工具

• LO01 – 全球MMOG/LE V4 标准

• LO02 – Stellantis物流工具：Stellantis B2B 门户网站

• LO03 – 雷诺物流工具：雷诺B2B 门户网站

个人和管理能力 - 软技能

安全与汽车安全



汽车

他们信任我们

其他行业

我们的主要客户在 培训和辅导



企业

全球性的存在

客户 年的经验 国家 专家

SNECI数字

拥有7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

 还有450多名 "现场 "专家可用于项目。

 另有900名员工可用于分拣和返工任务

 大部分来自OEM和一级供应商

 每年管理400ME的营业额和约20ME的咨询费



融资

可能的融资安排通过:

CPF: 个人培训账户 OPCOs:技能操作人员 自有资金

最迟在课程开始前一周申请资金

信息、方式和报价。
+33 (0) 1 41 40 16 08 ou

formationsneci@sneci.com

培训与辅导的关键人物

培训 受训人员 辅导的公司 客户满意的百分比

FNE -培训 : 

国家就业基金



解决方案 斯奈西培训解决方案

经验之谈 :

哲学 :

• 一个教学、高效和务实的方法，以适应每个供应商、其自身的历史和具体需求。

• 思能新培训师将与您一起确定哪种培训最适合您的需求。他们将根据您的具体和个人期望
调整我们的模块，因为每个客户都是独一无二的。

目标 :

承诺 :

从思能新培训师的专业知识中受
益于公认的操作方法

让你自主完成任务获得有效和快速的结果

• + 来自150家不同公司的超过2500名参与者
• 提供14种不同语言的培训课程
• 当地SNECI认证的培训师，来自汽车行业的专业人士
• 在汽车行业工作了70年
• 车辆设备工业联合会（FIEV）董事会成员。
• Nextmove公司董事会成员和EVOLEN公司的成员。
• 摩洛哥汽车工业协会（AMICA）的成员
• 与Galia的伙伴关系
• 通过ISO 9001认证
• 在法国获得Datadoc认证（培训机构编号11 92 18 377 92

• Qualiopi认证
• 获得Ecovadis银牌认证

• 通过案例研究和现场研讨会在实践中学习
• 通过实用的建议优化你的业绩，并易于实施
• 通过集中精力于以下方面来提高你的组织的效率 :

• 改善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
• 提高质量以达到OEM和Tier 1/N的要求
• 加快上市时间
• 监测和控制成本、质量、时间、风险和机会
• 通过优化成本创造附加值



我们的推荐信

MMOG/LE培训内容丰富，指导性强，但我特别喜欢培训师，他能很好地解释

所有内容，很有帮助，还能讲出工厂里真实经历的有趣故事。我会向所有从事
汽车物流工作的人推荐这个课程。非常感谢你。

Lucia,物流, 斯洛伐克.

首先，非常感谢你对培训的奉献。我认为这次培训明确地帮助我们正确地将
PSA的CSR层叠起来。

Julien, 质量经理，西班牙

思能新拥有最专业、最强大的培训项目，尤其是关于PSA/雷诺要求的培训项目。
我获得了很多关于如何使用质量工具的知识和技能，这些都是PSA和雷诺所期
望的。我想向初学者和高级人员推荐这些培训课程。感谢你们的专业精神。

Witold, 质量, 波兰

鉴于思能新在法国和国外汽车行业的长期经验，我们对与思能新在培训和指导
方面的合作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希望这种合作关系能够加强我们成员的技能，
这是未来成功的保证。

Charles Aronica, FIEV的总负责人



我们的认证

我们的资格认证 和认证

我们的认证



Titre

联系我们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 大客户经理

• 项目经理

• 开发团队成员

目标群体

培训内容

1. RFQ的定义

2. 接收RFQ的必要条件

3. 接收RFQ-输入数据和风险与机会分析

4. 准备工作

5. 对RFQ和可交付物的回答

6. 关键成功因素

7. 培训结论

汽车行业商务报价

这一培训将指导你开发汽车OEM或供应商的报价，优化你成功的机会，提高你的商业经验。

AE02

1 天

7 小时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
来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
和培训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
书。

培训结果

汽车行业具备相关经验

储备知识

在培训期间，每个参与者都被安排在接受RFQ包的
情况下。通过具体的例子，参与者将了解汽车客户
的期望。每个参与者将从与其他参与者的交流中受
益。我们的方法也为个人反思留出了时间，允许每
个参与者在培训后制定一个行动计划，并丰富他的
商业知识。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目的

• 了解汽车行业的RFQ的特点

• 知道如何组织你的业务对一个RFQ 进行完全和及
时的响应

• 在你的之后的RFQ上节省时间

• 传授一套系统工具帮你赢得新业务

培训是由一位在这个领域有超过15年经

验的业务开发经理进行的。

培训师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汽车行业项目管理
产品和过程开发，工业化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 项目经理

• 项目小组成员

• 量产经理

• 任何进入项目管理职位的人

目标群体

培训内容

1. 入门:

• 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定义、项目管理阶段、

团队成员的角色……

• 汽车环境：IATF16949标准和OEM要求

• 输入数据、要执行的任务和按阶段预期的可交

付成果，

2. 初步阶段

3. RFQ的阶段

4. 开发阶段

5. 工业化和验证，包括爬坡

6. 量产阶段

7. 备件/售后服务

这个培训给出了管理一个项目所需的不同阶段的定义。它将允许您了解开发的不同阶段，

了解OEM需求，并确保您的项目的有效管理。

AE03

2 天

14 小时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

培训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在动态教学法和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学员们将进

行实际演练。

进行测验以验证所获得的知识。为学员提供的学

员手册和具体支持

培训方法目的

• 获得项目管理的技能

• 遵循一个健壮的方法实现能够有效

地管理项目

• 实施必要的工具来管理一个项目

• 尊重客户的期望和可交付成果

• 允许您的项目管理适应不同的现有

方法

培训由项目管理专家进行。

培训师

汽车行业具备相关经验

储备知识培训结果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培训内容

• 质量经理和总监

• 内部审核员

•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 工程部经理

• 项目经理

目标群体

1.  IATF 16949是什么？

2.  ISO 9001的主要发展情况

3.  IATF的主要发展情况

4.  IATF的新结构图

5.  股份和利益相关者

6.  实施和IATF补充

7.  环境

8.  领导作用

9.  策划

10. 支持

11. 阶段成果

12. 绩效

13. 改进

IATF 16949 : 2016
培训的目的是使您获得IATF 16949标准的基础，以便在您的汽车质量认证项目中实现它们。

AE04

3 天

21 小时

培训结果

参与者具备ISO 

9001和IATF 16949

的审

储备知识

在动态教学法和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学员将进行实际练习。

问卷调查。

学员手册和具体文件提供给学员。

培训方法目的

• 了解IATF 16949:2016的要求，以便在您的公
司内实现它们。

• 了解更新质量管理系统的变化。

• 在您的质量系统中实现工具和方法。

• 理解主要概念，以便更有效地实现它们。

培训是由在汽车行业有多年经验的优质专

家提供的。

培训师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

培训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 项目经理

• 项目质量经理

• 工程经理

• 项目总监

1. FIEV V2.0审核标准列表的介绍

2. 执行FIEV V2.0审核的准则

3. 计划和设置审核任务

4. 审核准备和风险分析

5. 提问表和审核表格

6. 审核报告和报价

7. 训练和培训结束

FIEV 2.0 审核准备
FIEV 2.0的审核准备培训旨在介绍FIEV 2.0标准。它将为您提供用于自我评估、内部审核

和正式审核前的审核准备工作的输入和关键成功因素。

AE06

2 天

14 小时

培训结束时，通过测验和实

际案例研究对所学知识进行

评估和验证。

通过考试的学员将获得证书，

其他学员则获得参与证书。

汽车市场知识。

汽车项目管理知识

培训从一条共同的主线出发，引导受训者操作参

考系统的每个标准。培训过程中模拟了审计情况。

培训期间将提供支持。

目的

• 介绍FIEV 2.0标准的要求

• 根据本标准获得执行过程审核的自

我评估的技能

培训由合格的FIEV提供 2.0推荐人

除此培训外，思能新顾问还可以与您的团队一起对您

的组织进行为期两天的内部审计。

选择: 内部审计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培训内容 储备知识培训结果

目标群体 培训师

培训方法



APQP/PPAP 
作为Stellantis SQA 的一部分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培训内容

• 项目经理
• 项目质量经理
• 工程经理
• 项目总监

1. 培训目标、详细计划和组织规则

2. SQA框架（供应商质量保证）

3. 为什么Stellantis采用APQP和PPAP？

4. Stellantis APQP的5个阶段

5. APQP架构

6. 供应商咨询、规划和定义项目

7. 产品开发

8. 具体工具的实现

9. 产品检查/过程

10. 产量爬坡提升

11. 在APQP和PPAP阶段实现PCP 

12. 指导APQP的规则

13. 培训总结

14. 考试

该培训是为供应商或潜在供应商提供的，旨在通过SQM（供应商质量手册）了解

Stellantis的要求，对于定点成功的项目能够实施条款、方法和工具。

CSR01

2 天

14 小时

汽车市场知识

有关汽车项目管理的知
识

该培训基于Stellantis集团的供应商关系管理结构，并

允许参与者详细了解制造商的特定工具的使用。

它以实际操作和案例研究为基础，在参与者之间分享

经验。

• 确定供应商和汽车制造商之间的责任

• 了解一个覆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PLM）的项目的5个连续阶段

• 理解强制性的项目交付物

• 使团队能够有效地根据需求评估过程

该培训由Stellantis认证的项目管理专
家进行。

培训结束时，通过测验和实

际案例研究对所学知识进行

评估和验证。

通过考试的学员将获得证书，

其他学员则获得参与证书。

培训结果 储备知识

目标群体 培训师

目的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ANPQP雷诺项目质量管理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培训内容

雷诺大客户经理
销售总监
项目总监/经理
产品/流程工业化经理
项目质量经理
项目质量工程师

• 介绍
• 雷诺项目的总体概述-ANPQP
• • 门户网站B2B和ANPQP
• • ANPQP和IATF 16949
• • 雷诺-日产项目的螺旋形视图
• • ANPQP矩阵和风险等级
• 阶段 1：需求概述和策划
• 阶段2：设计完成
• • 方法论HCPP
• • 日产特性分类
• 阶段 3：« Off-Tool »
• • 标签
• 阶段 4： « Off-Process »
• • PSW
• • 变更
• • SI ANPQP – 信息系统应用
• • 索赔管理 GQE
• 阶段 5： 爬坡和大规模生产
• 测试和结论

本培训使雷诺集团的潜在供方或供方了解雷诺项目开发的方法，了解采购质量工具，并能 实施这些方
法和工具，获得雷诺项目的成功。

CSR02

2 天

14 小时

培训结束时，通过测验和实

际案例研究对所学知识进行

评估和验证。

通过考试的学员将获得证书，

其他学员则获得参与证书。

汽车市场知识。

汽车项目管理知识

在动态教学法和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学员将进行实践练习

进行测验以验证所学知识

向学员提供学员手册和具体支持

目的

• 从咨询阶段到生产开始，了解项目开发的过程和方法

• 对未来的雷诺项目实施跟踪和支持

• 了解一些质量工具，如：ASES的审核和供应商评估

工具

该培训由一位在汽车行业有多年经验

的项目管理专家主持。

储备知识培训结果

目标群体 培训师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B2B RENAULT 质量工具: GQE, SI 
ANPQP, SQUAD

Titre

联系我们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质量工程师/经理

项目工程师/经理

物流经理

销售

目标群体

1. B2B 介绍

2. B2B 概览

3. SI ANPQP项目管理

4. GQE索赔管理

5. SQUAD供应商绩效 : 

• 排名

• SP3-MIS 

• SIR 

• ppm 

6. 结论和测试

RSA B2B门户网站工具培训将提供针对索赔管理，供应商绩效信息的大部分重要的工具使 用概览，培训
更新于2018年最后一次变更实施。

CSR03  

1 天

14 小时

在培训结束时，对所获得的

知识进行评估和验证。这个

测试是由学员和培训师一起

进行自我修正的。参加者将

收到一份参加培训的证书。

B2B工具的基础知识

讲座，练习。

该培训将使你了解RSA B2B工具。培训以理论和实践案
例为基础。在培训过程中，学员会进行练习。

测试验证所获得的知识 参加者手册和提供给受训者的具
体支持

培训方法目的

培训提供对于RSA B2B门户网站的理解：

• B2B 门户网站

• SI ANPQP – 项目管理

• GQE - 索赔管理

• SQUAD - 供应商绩效

我们的培训师拥有客户质
量工程师、供应商质量工
程师、质量经理、OEM、
Tier1供应商项目经理的
经验。
这个机会让他能够在实践
中使用当今汽车行业的最
新解决方案。

培训师

储备知识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Titre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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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 质量经理/主管

• 生产经理

• 方法经理

• 项目团队

• 维护经理

• 物流经理

目标群体

1. Stellantis规定的先决条件和审核目标

2. QIP工具介绍

3. 审核文件的详解

4. 围绕QSB+项目进行团队合作

5. 制定行动计划

6. 培训效果的行动计划

QIP Stellantis 标准: NSA, PCPA, 

QSB+ 审核准备
该培训为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审核方法，它针对的是那些希望吸收和实现结构化方法、组 织和执行生
产过程审核的人。

CSR05 

2 天

14 小时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

来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

训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

书。

培训结果 培训师

• 了解QIP Stellantis审核的概念和行

为

• 能够建立一个QIP审核准备框架

由Stellantis授权审核员资
质的，SNECI 的审核员提
供培训。

QIP = 质量工业绩效

NSA = 新供应商审核

QSB = 供应商基本质量

PCPA = 过程控制计划审
核

除了这个培训课程之外，如果在公司的课程中，

SNECI培训师和审核员可以和你的团队一起模拟内

部审核：

NSA内部审核： 1.5天

QSB+内部审核： 2天

PCPA 内部审核： 1 天

没有具体要求

储备知识

目的

可选择项：内部审核

培训方法

教学方法基于互动式沟通：训练非常实用，参与者

和培训老师将互动和沟通。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STELLANTIS B2B 质量工具
AM@DEUS, NEO logistics, SPOT, E-RFQ, 

ESQAL, ...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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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质量工程师 / 经理

• 项目工程师/经理

• 质量经理

• 质量体系专员

• 保修专家

• 主要客户经理

1. B2B 门户网站展示 (结构和访问)

2. Stel lantis 应用

3. Stel lantis 文件: MQF, MLP, RIF, PROLOG

4. AM@DEUS – 质量和物流(异常和供货违

约的支持)

5. NEO 物流

6. SPOT –供应商绩效

7. ESQAL – 供应商报告

8. PCAT – 产能研究

9. GP12- 质量墙 (标准、实施、标准)

10. 0公里质量，和保修召回(召回管理)

11. 变更和转移管理 (BTAP 程序)

12. 测试与评估

作为SQA 的一部分， Stellantis B2B 门户网站培训将为您提供用于项目管理，质量保证，

物流主题以及供应商绩效评估信息的最重要的工具以及方法的概述。

CSR06 

1 天

7 小时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训

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讲课，练习。

通过培训了解 Stellantis B2B 工具和方法

培训是.以理论教学和实际案例为基础。

培训过程中，参与者将进行练习和测试以

验证所获得的知识。

向受训人员提供培训手册和具体支持

• 了解 Stellantis B2B 门户网站

• 了解B2B 门户网站的结构

• 理解质量和物流的应用

• Stellantis集团对供应商的主要要求

• 在汽车行业有多年经验

• 访问过Stellantis B2B 门户网站

拥有关于Stellantis B2B 门
户网站（工
具和方法）理论与实践知
识的培训师，
将从质量和物流角度进行
培训。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培训师

目标群体 储备知识

目的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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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经理、质量工程师

• 内部审核人员

•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 开发项目小组成员

这一培训将使参与者获得APQP、PPAP、FMEA、MSA、SPC手册的基本知识，以便在您 的内部汽车项
目管理或供应商中使用它们。

QTS01 

3 天

21 小时

培训师

• 驾驭IATF 16949:2016 所需的质量

工具

• 理解主要概念以便更有效地审计它

们

• 了解质量审核工具ASES审核方法和

供应商审核方法

良好的质量工具知识。
汽车方面的经验。

该培训由Stellantis认证
的项目管理专家进行。

在动态教学法和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学员将进行实

际练习。

验证知识的调查问卷。

向学员提供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培训材料是以英文提供给学员的。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的USB密钥发给他们，

或者在远程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1. APQP：开发阶段，组织，可交付成果

2. PPAP:PPAP要求、提交级别和批准状态

3. FMEA：基本概念和定义，产品FMEA和过程

FMEA

4. MSA-测量系统分析：定义，测量系统变差的

不同来源，按变量和属性执行GRR研究

5. SPC-统计过程控制：基本概念和定义、控制

图和能力计算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训

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目标群体 储备知识

目的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IATF 质量核心工具



MSA
测量系统分析

Titre

联系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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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测量系统管理者
• 计量管理者
• 质量经理
• 过程工程经理
• 质量审核员

简介

2. 定义，类型

3. 评估和提高计量型测量系统的准确度和精度

• 如何进行稳定性，偏差，线性研究

• 如何进行重复性研究

• 重复性通过程度，平均值和程度以及方差分析

的方法进行

4. 计数型测量系统分析

• 如何通过假设检验分析和信号检测理论进行重

复性和再现性研究

5. 结论和测验

培训的目的是向您介绍MSA-AIAG手册的工具，该工具是介绍如何通过计量型数据和计数型数据验证和
证明测量系统合格。

QTS03 

2 天

14 小时

在动态教学法和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学员将进行实际练习。

验证知识的调查问卷。

向学员提供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培训材料是以英文提供给学员的。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的USB密钥发给他们，或者

在远程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培训方法

• 掌握计量学的词汇

• 了解分析测量系统的工具和方法

• 知道如何计算测量设备的能力并使测量系统

合格

• 确定改进行动

没有具体要求

培训由一位在汽车行
业有多年经验的质量
专家主持。

储备知识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训

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培训师

目标群体

目的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SPC 
统计过程控制

Titre

联系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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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经理

• 质量经理、技术员

• 过程工程经理,技术人员

• 质量审核员

1. 介绍

2. 一般定义，SPC类型

3. 统计过程控制的基本概念

4. 对过程能力的分析

5. 实施统计过程控制

6. 管理失控的案例

7. 结论

培训的目的是向您介绍SPC-AIAG手册的工具，以获得统计过程控制的基本概念来实施和管理数据。

QTS04 

2 天

14 小时

在动态教学法和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学员们将进行实

践练习

进行测验以验证所获得的知识

为学员提供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支持

培训方法

• 实施SPC

• 了解分析一个过程的工具和方法

• 掌握如何计算一个过程的能力的概念

• 建立和使用控制图并确定改进行动

• 统计数据基础

• 质量控制的概念

培训是由一位在汽车行
业有多年经验的
质量专家进行。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训

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培训师

目标群体 储备知识

目的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AIAG/VDA标准的过程FMEA

Ti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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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MEA的介绍

2. FMEA准备

3. 过程FMEA

• 识别流程步骤

• 识别功能

• 集成特点

• 确定潜在的失效

• 确定潜在影响

• 评估严重度

• 确定潜在原因

• 预防控制

• 评估故障的发生度

• 探测控制

• 评估探测的可能性

• 计算风险优先级

• 开发推荐的行动

• 跟踪PFMEA

4. 案例研究和结论

QTS05

2 天

14 小时

在动态教学法和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学员将进行实际练习。

进行测验以验证所获得的知识。

为学员提供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支持。

• 任何负责设计流程的人，以及需要制定控制计划的
人：

• 进程管理器
• 客户质量经理
• 生产经理/工艺工程技术人员
• 工程质量技术人员

• 了解FMEA工具，并能领导工作小组

• 应用合适的方法

• 领导工作小组寻找解决方案，消除缺陷的原因

在你的工厂举办试点研讨会（根据你的需要

选项

质量管理方面的知识.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

具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

发给他们，或在远程学习模式下通过电

子邮件分发。

培训的目的是向您介绍过程FMEA，它将帮助您更好地准备您的FMEA，通过建立一个多功能的团队
来处理可靠的输入数据，以便能够领导工作小组来实现您的FMEA.

该培训由FIEV认证。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训

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培训是由一位在汽车行
业有多年经验的
质量专家进行。

培训师

培训材料

目标群体
培训方法

目的
储备知识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https://www.sneci.com/zh-hans/blog/sneci-he-fiev-zai-peixun-he-fudao-fangmian-de-hezuo-huobansneci-fiev/


逆向 F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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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负责设计产品的人，以及需要
制定规范和/或产品控制计划的人：

• 产品经理/工程师

• 客户质量经理

• 生产经理/过程工程技术人员

• 工程质量技术人员

1. FMEA的目标

2. 根据FMEA类型，输入数据是什么？

3. “有效”FMEA的建议

4. 自动工作站：过程FMEA或方法FMEA？

5. 支持或服务FMEA

6. 逆向FMEA

7. 在车间的实际案例研究

QTS06

2 天

14 小时

质量管理方面的知识。

这个培训只能在你的

工厂以车间模式进行。

在动态教学法和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学员将进行实际演练。

进行测验以验证所获得的知识

为学员提供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支持。

• 了解FMEA工具

• 实施反向FMEA

• 改进你的过程FMEA的内容

• 使你的过程FMEA的内容与现有的过程相一致

培训是由一位在汽车行业有多年经验的
质量专家进行。

向受训者提供英文的参与者手册和具体工具。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给他们，

或在远程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培训材料

储备知识

逆向FMEA是一种基于现实而非预测可靠性的风险评估方法。培训的目的是向您介绍 FMEA工具，
它将帮助您执行逆向FMEA。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训

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目标群体 培训师

目的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https://www.sneci.com/zh-hans/blog/xinpeixunmokuaifmea-fangfalun/
https://www.sneci.com/zh-hans/blog/xinpeixunmokuaifmea-fangfa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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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工程师/经理
•生产主管/经理
•工艺工程师/经理
•项目经理
•任何参与问题解决小组的人

1. PDCA的介绍

2. 重要问题

• 事件清单

3. 分析和确定问题的优先级

• 直方图/帕累托/多中心分析

4. 提出问题：5W2H

5. 探究、确定根本原因：

• 故障树分析/石川图/ 5个为什么

6. 选择和实施解决方案

• 头脑风暴/行动计划/甘特图

7. 8D / QRQC 分析研讨会

8. 快速响应 / QRQC 过程

问题解决管理：
缺陷检测，质量风险，防火墙，快速响应/ QRQC

这一培训将使学员能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组织中通过使用快速响应/QRQC过程，领导研讨会和使用

特定工具，如8D,QRQC,5W,PDCA，并通过练习将其付诸实践，以此提高缺陷检测，质量风险管理，质量防

火墙管理，问题解决管理。

QTS07

2 天

14 小时

在汽车行业的经验.

培训将使你通过练习了解汽车行业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

法。

通过测验来验证所学的知识。

为学员提供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支持。

• 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 领导问题解决的研讨会

• 了解不同的问题解决工具

• 根据QRQC/8D方法和快速反应，实施并报告问题的解

决情况

• 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以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该培训由具有多年汽车
行业经验的质量专家主
持。

学员可获得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

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

密钥发给他们，或在远程学习模式

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训

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储备知识

培训师

目标群体

培训方法

目的

培训材料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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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经理

• 生产经理

• 工程师/项目质量技术员

• 任何参与问题解决小组的人员

1. 解决问题的方法

2. 8D/QRQC分析步骤

3. 确定解决问题的团队

4. 提出问题：5W2H，重复出现的问题

5. 搜索潜在的根本原因

故障树分析，石川图，5Why

6. 用证据确定根本原因

7. 确定纠正措施的解决方案

8. 检查行动的有效性

9. 确定预防行动

7. 8D / QRQC案例研究

8D / QRQC 分析

本培训将使学员通过8D/QRQC方法和过程发展他们对问题解决方法的知识，并通过练习将其付诸实践。

它将使你能够领导或参与问题解决小组。该培训由FIEV认证。

QTS08

1 天

7 小时

培训将让你通过练习来了解汽车行业解决问题的过程和

方法，以确定和消除问题的根本原因。

进行测验以验证所学知识。

为学员提供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支持。

• 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 领导解决问题的工作小组

• 了解不同的问题解决工具

• 根据QRQC/8D方法实施并报告问题的解决情况

• 建立一个团队来解决一个问题

• 制定保护客户的行动

• 识别并确认根本原因

• 制定纠正措施并防止再次发生

培训是由具有多年汽车
经验的质量专家进行的。

培训师

除了这个培训课程，如果是公司内部课程，思能新的培

训师可以和您的团队一起进行8D/QRQC研讨会，解决您

的一个内部问题。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训

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在汽车行业的经验.

储备知识

目标群体

学员可获得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

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

密钥发给他们，或在远程学习模式

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培训材料

目的讲习班选项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https://www.sneci.com/zh-hans/blog/sneci-he-fiev-zai-peixun-he-fudao-fangmian-de-hezuo-huobansneci-fiev/


Titre

1. 介绍

2. 原则和定义

3. 创建LPA

4. 了解工作站的标准化

5. 分阶段部署LPA

6. 实际的实现

7. 监测和管理

8. 根据公司过程不同设定LPA的原则

9. 结论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 组长

• 监事长

• 部门领导

• 管理委员会成员

• 质量部门

LPA – 分层过程审核： 标准，分层次审核

通过多级审核验证标准符合性。

LPA或工作观察，取决于公司文化，是将组织的运营管理与过程监控的要求紧密联系起来的方法。

一方面，它们加强了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双向管理关系，另一方面，它们的目的是使每一条权力线对自

己周边的标准遵守情况负责，从而对自己相对于客户的质量表现负责。

本培训将使您能够在所有等级的层次上实施LPA（岗位观察/多级审核）的结构化组织，将其纳入工作站

的日常管理，直至最高管理层。

该培训由FIEV认证。

QTS09 

1 天

7 小时

从练习中，你将了解与标准合作的原因，不同参与者的

作用，创建标准的过程，LPA的实施和管理。

培训方法

• 理解并应用在工作站创建和管理标准的最佳原则

• 知道如何逐步组织和部署LPA（岗位观察/多级审

核），以提高对标准的遵守程度

• 使用指标进行LPA试点和动画化

该培训由具有多年汽车行
业经验的质量专家主持。

培训内容 培训师 培训结果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

来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

训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

书。

目标群体

在汽车行业的经验.

储备知识

目的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https://www.sneci.com/zh-hans/blog/sneci-he-fiev-zai-peixun-he-fudao-fangmian-de-hezuo-huobansneci-fiev/


5S 现场管理

安全, 清理和清洁工作现场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 生产经理

• 精益经理

• 维修工程师

• 生产主管

• 团队领导

• 质量经理

• 任何工厂合作者

1. 5S方法的介绍

2. 对5个步骤的描述

3. 可视化管理

4. 车间动画描述

5. 关键的成功因素，以维持5S的结果并建立持续

的改进

6. 5S在您选择的工作区域的试点项目的研讨会

7. 行动计划，以及在试点项目中执行的剩余任务

该培训使您能够了解5S方法，并在与您的团队的研讨会期间在一个试点项目上应用它。实践的目的是建

立一个安全、干净、整洁的工作环境，并为持续改进文化建立基线。

PL02

2 天

14 小时

对于试点项目。

工作区域<40m²

在该区域工作的人必须参加

研讨会。

研讨会期间可使用的工作区

• 能够理解5S的方法和构造模式

• 能够在自己的归属领域中推动这种方法

• 能够拥有批判性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

• 在生产条件下能够保持井然有序

培训是由生产和精益生产方面的专家
来保证的。

培训师

教学方法是基于小组动态的。培训非常实用，它交替着方法上
的贡献和参与者的互动。

根据要求，这个培训可以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和部署后续任务。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给他们，或在远

程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储备知识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训

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目标群体

目的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培训材料

培训方法



Titre

课程，练习。

该培训将使你了解购买过程的5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阶段。

它将以理论和实践的例子为基础。在培训期间，参与者将

进行实际练习。

用于验证所学技能的调查问卷。

学员手册和对学员的具体支持。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采购是一个战略杠杆，可以让你。

(1）发展和管理与供应商的关系；（2）促进创新进程；（3）控制风险；（4）优化成本；（5）创造价值。

PCM01

2 天

14 小时

我们的培训师在工业部门有20

年的采购员、商业工程师和谈

判员的经验。

这将是一个将采购、选择和管

理供应商、谈判和起草合同方

面的最新工具付诸实践的机会。

• 买家

• 质量部

• 物流服务部

• 商业团队

• 行政部门

• 任何希望获得执行采购程序的技能的人

• 以最佳的质量/成本/时间比例保证和优化生产需求
• 通过发展技术专长和精简供应商小组，保证并优化节约和采购流程
• 建立、沟通、实施符合公司战略的采购策略

熟悉工业B to B市场并坚持公司的战略。

采购成功要素

培训内容

1. 了解和确定需求

2. 分析需求并清楚地表达出来

3. 分析供应商市场

4. 实施有效的采购

5. 起草合同

6. 评估性能

培训结果

在训练结束时，通过测验来

评估和验证所获得的知

识。

这个测试是由参与者和培训

师自行修正的。

学员将获得参加培训的证书。

培训师

储备知识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

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

给他们，或在远程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

件分发。

培训材料

目标群体 培训方法

目的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MONOZUKURI:

生产领导力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1. MONOZUKURI的历史

2. MONOZUKURI的现代定义-杠杆

3. 一些公开的例子(雷诺，Stellantis，爱普

生，…)

4. 连接TPS(丰田生产系统)

• TPS指标

• TPS的视频

5. MONOZUKURI ，精益的终极步骤

• 25个主要精益工具

6. 全部成本的推理

7. 组织MONOZUKURI研讨会

• 五个建设场地

• 指示网格记录和导航

8. MONOZUKURI和质量

• 质量管理

• 成本和非质量的后果

• 加密汽车召回事件后，一个小块od复

杂的系统

9. 实例和实际案例

10. 在MONOZUKURI结束时收集的收益

11. 测试和QCM验证

该培训的对象是所有参与降低成本的公共行为者、管理人员和项目负责人。

PCM02

2 天

14 小时

培训结束后，通过MCQ测试对

所学技能进行评估和验证。

它将由学员与培训师自动纠正。

参加者将收到一份参加培训的证

书。

培训结果

与此相关的教学手段培训

该培训的培训师是一位采购、质量和
Monozukuri专家，他在一家汽车制造商
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对设备制造商有非常
好的了解。

在动态教学法和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学员们将进行实际演

练。

用于验证成绩的调查问卷。

为学员准备了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它以实践练习、案例

研究和学员之间的经验分享为基础。

培训的重点是个性化的工作和实践。它在方法论的贡献和

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之间交替进行。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给他们，

或在远程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 参与降低成本的管理人员和
项目负责人

• 所有行动者，没有先决条件

如果培训在你的公司进行，它可以继续在事先选择和准备

的主题上制作一个Monozukuri网站的动画。

• 该培训可以帮助你在你的工厂和/或你的供应商中组织、

支持和管理一个Monozukuri项目。

• 在培训结束时，通过MCQ和测验的验证，你将能够管

理一个Monozukuri流程。

培训内容

无先决条件

储备知识

目标群体

选项

培训师

目的

培训材料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全球 MMOG/LE 标准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1. 理解MMOG/LE的版本V4

2. 版本V5简介:关键更改

3. 由OEM厂商和领先的一级供应商开发的“最

佳物流实践”

4. 回顾、介绍和跟踪反映物流战略和公司愿景的

物流KPI

5. 使用MMOG/LE Excel文件的能力

6. 改进对量产和新项目的下级供应商管理

7. 改善内部和外部沟通（供应商/客户）

8. 问题预防和问题解决方法

9. 强调为客户增值的标准

10. 审核和自我审核规则的知识

11. 了解关于MMOG/LE的客户要求

LO01

3 天

21 小时

培训结束时，通过测验对所学

知识进行评估和验证。

这个测试是由学员和培训师一

起自我纠正的。

参加者将收到一份参加培训的

证书。

• 汽车行业经验
• 物流知识

该培训由GALIA认证的物流专家进行，可进行

全球MMOG/LE审计。

培训师

这个培训是由理论支持的动画。

序列将通过MMOG/LE标准付诸实践。

• 工厂经理
• 物流经理
• 协调员/物流
• 专家/仓库
• 远征管理员
• 质量系统工程师
•内部审计师

除了培训课程外，思能新培训师还可以与您的

团队一起进行为期1至3天的审计。

• 找出薄弱环节，不断提高你的物流标准

• 大幅降低物流成本

• 将物流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整合到组织内的正确位置上

• 满足OEM客户的要求

全球物流标准MMOG/LE培训是针对那些有志于评估其物流能力，其物流组织薄弱环节的汽车供应商。

MMOG/LE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正确工具，不断提高物流标准，显著降低物流成本，满足客户的期望。

MMOG/LE是由GALIA/ODETTE推荐的物流评估工具。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储备知识

目标群体

选项：内部审计

目的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Stellantis B2B 门户网站物流工具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1. Stellantis的一般物流文件，MLP，RIF，

PROLOG

2. Neo物流:连续寿命的物流服务率

3. AMADEUS:物流供应商故障管理

4. SPEED：备件物流服务费率

5. 零件来源、MIC的供应链招标应用(OCS-Web)

6. SPOT：供应商业绩在线跟踪

7. DEMAT：采购文件的非物质化

8. PLE：电子物流协议

9. CORFOU：会计和供应商管理

10. 包装和标签

11. 训练、测验和评估结束

LO02

1 天

7 小时

物流方面的知识

该培训由Stellantis物流项目的专家主持。

培训师

培训是基于Stellantis的物流指导手册和供应商门户网

站的结构。它有助于了解供应商门户网站中的所有工具

并满足OEM的期望。

• 项目经理

• Stellantis集团的大客户经理物流经理

• 业务物流团队成员

• 任何希望获得Stellantis的物流流程实施能力（从计

划到实现）的人。

• 了解、理解和掌握

Stellantis集团门户网

站的物流工具

• 使团队能够有效地评

估物流过程

储备知识

这一培训针对的是Stellantis集团的有志于使用Stellantis B2B门户网站的所有物流应用工
具的供应商或潜在供应商，

培训内容

培训结束时，通过测验对

所学知识进行评估和验证。

这个测试是由学员和培训

师一起自我纠正的。

参加者将收到一份参加培

训的证书。

培训结果

目的

目标群体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雷诺B2B 门户网站物流工具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1. 供应商物流指南

2. 雷诺B2B门户

3. 物流流动

4. EDI——需求的表达

5. ELTA应用程序（传输）

6. 物流文件-标签

7. CIND项目

8. PVS应用程序（包装）

9. 物流失败

10. IPPRFL-服务率

11. GQE应用程序（来料质量管理）

12. ALF应用程序（售后市场供应商警报）

13. 培训结束，测试和评估。

LO03

1 天

7 小时

物流方面的知识.

目的

该培训由雷诺物流项目的专家主持

培训方法

培训是基于雷诺的物流指导手册和其供应商门户

网站的结构。

它将解释供应商门户网站的所有工具，并满足

OEM的期望。

项目经理

雷诺的大客户经理

物流经理

业务物流团队成员

任何希望获得雷诺物流流程实施能力（从计划到实现）的人。

• 了解、理解并掌握雷诺

门户网站的物流工具

• 使团队能够有效地评估

物流过程

这一培训是针对雷诺的供应商或潜在供应商，旨在他们的团队能够使用雷诺B2B门户的所 有物流应用。

培训内容

培训结束时，通过测验对

所学知识进行评估和验证。

这个测试是由学员和培训

师一起自我纠正的。

参加者将收到一份参加培

训的证书。

培训结果 储备知识

培训师

目标群体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汽车系统设计 (ISO 26262) 

Kugler Maag合作

Titre

课程时间 : 3天

考试时间 : 1天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1. 电子系统的功能安全

2. 安全完整性简介（SIL，ASIL）

3. ISO 26262与基本IEC 61508标

准之间的关系

4. 同源规则

5. 产品责任

6. 国际ISO 26262标准

7. 般方法和要求

8. 评估安全相关系统的生命周期

9. 与功能安全管理有关的要求

10. 与功能安全管理有关的要求

11. 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ASIL）

系统的重要性

12. .根据所选的汽车安全完整性等

级定义要求

该培训是与德国莱茵TÜV合作进行的，使您掌握成功实施国际标准ISO 26262:2018的要求所需的知识。

在课程的第四天，您将参加考试，成为TÜV Rheinland认证的功能安全工程师（汽车）。该培训是与

Kugler Maag合作进行的。

KM01

4 天

28 小时

要获得德国莱茵TÜV功能安全

工程师（汽车）认证，您需要

通过考试

在功能安全领域拥有至少三年

的工作经验。

培训时间 - 3天

考试时间 - 1天

选择 : 只参加培训课程（不参

加考试）

参与者必须有三年的功能安全

工作经验。

此外，还需要有技术领域的大

学教育（如工程师、计算机科

学家、物理学家）。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给他们，或在远程
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功能安全几乎影响到所有参与汽车电子开发的人--经
理、项目经理、开发人员、工程师和买家。

我们的培训课程为您提供重要问题的详细解答，当涉
及到ISO 26262规定的要求时，这是影响汽车电子系
统安全的关键标准。

只参加培训课程（不参加考试）

该培训课程专门针对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不仅熟悉用

于汽车的嵌入式电子系统的开发和实施，而且还根据

ISO 26262开发系统本身。

储备知识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时间

选项

目的
培训材料

目标群体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http://www.kuglermaagcie.cn/


功能安全介绍
Kugler Maag合作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1. ISO 26262标准的结构–了解其工作原

理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 了解如何在组织和项目层面上进行项目

管理，以管理产品责任风险

3. 了解安全经理的任务和职责

4. 了解安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包括活

动和工作产品

5. 计划工作，控制和监控

6. 如何设计流程以满足ISO 26262和相关

参考模型的要求

7. 概述ISO 26262的要求，并与体系结构

有关，特别是与系统，硬件和软件开发

有关的体系结构

8. 了解在功能安全方面如何管理与客户和

供应商的协作

9. 准备功能安全评估

该培训课程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实施ISO 26262和它的实际应用。如果你对功能安全、ISO 26262或成熟度
模型的理解仍有差距，本课程将为你提供一个完整的概述，你将能够完成符合标准要求和常见工业实践
的任务。该培训是与Kugler Maag合作进行的。

KM02

2 天

14 小时

个人学习在每个模块结束时都

会被评估和验证。

参与者会收到一份参与证书。

参与者应在功能安全领域有三

年的工作经验。

此外，还需要有技术领域的学

术背景（例如，作为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家或物理学家）。

.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给他们，
或在远程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 负责项目的人、决策者和安全官员

• 需要全面了解风险情况和处理内部风险的防御策略的人

• 谁将在未来负责公司的安全任务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储备知识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

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目的

• ISO 26262是开发安全相关的汽车电子元件和系
统的国际有效参考点。

• 汽车制造商和他们的供应商必须能够向他们的客
户和当局证明他们的电子系统是安全和可靠的，
并且尽管复杂程度和软件定义不断提高，他们仍
然能够执行所需的功能。

培训材料

目标群体

http://www.kuglermaagcie.cn/


预期功能的安全性（SOTIF)

Kugler Maag合作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SOTIF帮助你估计一个应用程序的预期功能是否会出现潜在的危险。因此，它不仅仅是保护系统不发生故
障，这也是功能安全的最初保护目标。这个新领域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分析系统。本培训课程向您介绍
了PAS 21448标准的主题和合适的程序。因此，它提供了快速培训和实际案例，以了解如何应用新方法。
该培训是与Kugler Maag合作进行的。

KM03

2 天

14 小时

个人学习在每个模块结束时

都会被评估和验证。

参与者将获得一份参与证书

• 对ISO 26262的一般

理解

• 对自动驾驶、高级自

动化或智能辅助系统

（ADAS）的理解

• 掌握扎实的技术英语

（课程材料为英文)。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给他们，
或在远程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开发用于自动驾驶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必须对大量的预期功能进
行评估。

这一点在PAS 21448:2019中得到了解决。该标准
为您提供了一个评估框架，用于发现和估计您的系
统的预期功能对道路使用者造成的潜在危险。

熟悉与安全相关的电子ADAS系统的工程师，如安全工程师、

系统工程师等，这些系统将被用于自动驾驶汽车。

培训内容

第一天

理论简介

• SOTIF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 ADAS系统带来的挑战
• 定义和术语
• 方法概览
• 逐步进场
• 在模拟环境中管理自学AI算法的方法

第二天

基于实践实例的研讨会

• 定义和确认可接受数量的错误警报
• 验证SOTIF系统
• 检测系统的验证和确认
• 识别不当使用的潜在方案的不同方法

SOTIF（PAS 21448）

着眼于功能的特定
性质或重点。到目前为止，ISO 26262仅
研究了避免故障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自
动驾驶系统中使用的高级驾驶员辅助技术
将不再足够。 SOTIF提出了一种评估系
统预期功能的方法，还提供了准则附录和
适当程序的示例。

培训结果 储备知识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

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培训材料

目标群体

目的

http://www.kuglermaagcie.cn/


TÜVNORD认证的安全工程师（汽车）
Kugler Maag 合作

Titre

该认证课程使你能够

熟悉新的ISO/SAE DIS 21434安全标准

理解法规、要求和工作成果

理解不同类型法规的背景

通过练习巩固您的理解

了解UNECE WP.29的归口要求

了解网络安全SPICE，未来intacs™对汽车SPICE®的附加

功能

探索实现您的网络安全目标的方法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第一天

• ISO / SAE 21434背后的动机

• 介绍ISO / SAE 21434的第1至第4部分

• 定期的网络安全任务

第二天

• 网络安全管理

• 风险评估方法

第三天

• 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 分布式网络安全活动 ISO / SAE 21434

附件S

本课程由德国技术监督局TÜV Nord认证，使您对在汽车环境中制定网络安全要求的不同方式有了具体的
了解。其中包括汽车安全标准ISO/SAE DIS 21434，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的认证要求，功
能安全（ISO 26262）和汽车SPICE®的安全插件。
该培训是与Kugler Maag合作进行的。

KM04

3 天

21 小时

课程结束后，在最后一天会

有一个考试。如果你成功地

通过了考试，你就被TUEV 

Nord认证为网络安全工程

师（汽车）。

参加本课程没有正式的先决条件。我们强烈建议你对电子开

发中的系统工程有深刻的了解，或对汽车SPICE，或对功能

安全有深刻的了解。

也建议对汽车电子的网络安全有一般的了解。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给他们，或在远程
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成为汽车安全工程师的培训对

象是制造商和汽车供应商的决

策者和负责开发职能的人。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目标群体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目的 培训材料

储备知识

http://www.kuglermaagcie.cn/


TARA实践（汽车）
Kugler Maag合作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在这个培训中，你将熟悉TARA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是ISO/SAE 21434国际标准中指定的风险评估方法。

在汽车行业，该ISO标准希望开发电子系统的公司在其整个车辆或产品生命周期中多次进行TARA。根据

ISO/SAE 21434第8条，每个风险评估要分七个连续步骤进行。

这一要求--定期并以可控的方式进行TARA--导致TARA成为面向网络安全流程的关键点。

该培训是与Kugler Maag合作进行的。

KM05

1 天

7 小时

个人的学习成果在每个模块结束时得到评估和验证。

学员将获得一份参与证书。

• 熟悉ISO/SAE DIS 21434第8条的风险评估方法，基于风

险的威胁分析方法。

• 了解如何对不同的影响类别、攻击可行性和风险值进行

评级，以及我们推荐哪些选项

• 了解在标准之外还可以使用哪些额外的外部资源和方法

• 听取更多的指导方针和额外的信息来源。

• 如ENISA、UNECE、MS STRIDE等。

• 获得如何应用第8条以受益于第9条中的TARA的知识

• 概念阶段

• 熟悉本课程中提供的基于Excel的详细TARA模板

• 体验如何在案例研究中逐步使用这一工具

• 学习如何在Excel工具的协助下主持TARA会议

• 那些员工

• 在他们的开发项目中，需要

自己执行TARA

• 想指导他们的同事如何定期

进行风险分析

• 在未来负责网络安全的任务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

体材料。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

USB密钥发给他们，或在远程学习模式下

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本课程没有正式的先决条件。

我们建议对电子系统和车辆

或产品的开发周期有所了解。

对于创建TARA的每个步骤，我们将使用进一步的材
料来弥补单纯的ISO/SAE 21434要求和实际实施之
间的知识差距。

课程中解释和使用的支持创建TARA的文件和方法包
括 MS STRIDE, ENISA, NIST, MITRE, UNECE, 

ISO 26262, ATA.

• 动机、术语和定义

• 关于第8条的概述。网络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 ISO/SAE 21434规定的9个步骤

• 详细演练

• 从第9条开始：项目定义

• 一步一步地执行TARA

• 衍生出网络安全目标

• 衍生出网络安全要求及其分配，以获得网络安全概念

总结和总结

培训将使用诸如PowerPoint和Excel等
MS工具进行。创建TARA的每一步都
将记录在一个预先填充的基于Excel的
TARA模板中。这个模板包括捕获检查
表和指导，仅举几例。
在培训结束时，你将拥有详细的Excel 

TARA表，包括完成TARA的样本条目，
供你使用。

培训内容 储备知识 目标群体

目的

培训结果

培训材料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http://www.kuglermaagcie.cn/


项目团队的领导和管理

Titre

• 掌握良好沟通的重要性

• 知道如何识别技能

• 有效地管理你的项目团队

• 知道如何衡量团队的有效性

• 强化项目团队之间的关系，达到卓越水平

• 提供促进团队内部凝聚力的要素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1. 什么是管理？

2. 不同的管理风格

3. 发展领导力

4. 理解人格类型

5. 有效沟通的基础

6. 有效的团队管理

7. 领导生产会议

8. 会议中识别不同的行为

9. 测试和培训评估

这个培训是为需要提高领导能力的项目团队成员准备的。

它将使你调整你的项目经理的行为，以提高团队的效率，并与项目演员建立信任关系，

以获得更多的绩效和团队的责任。

MSS01

2 天

14 小时

培训由组长专家主持

在课程结束时，通过MCQ测试对学员的进展进行评估和验证。

它将由学员与教练一起进行自我纠正。

学员将收到一份参加教练的证书。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给他们，或在远程学
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 项目经理

• 项目主任

• 经理

这个培训是以实践为导向，以理论内容为基础的个性化工作。
培训中交替进行方法论的输入和参与者的互动。

培训结束时，通过测验对所学知识进行评
估和验证。这个测试是由学员和培训师一
起自我纠正的。
参加者将收到一份参加培训的证书。

培训内容 培训师

储备知识

没有具体要求

目标群体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培训结果

目的 培训材料

监测进展



Titre

• 促进其团队内部的信任和凝聚力

• 知道如何配合时间管理的变化

• 掌握管理团队中固有冲突的钥匙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1. 开发团队合作

2. 开发合作者

3. 经理的活动：
• 计划的任务
• 无法预料的事件

4. 掌握有效的沟通基础

5. 对合作者的工作赋予意义，鼓励个人“集体参与”

6. 工作协议，聚焦于多样化和平等对待

7. 设计任务合同

8. 定义任务

9. 监控任务合同

10. 管理惯例

11. 问题解决方法和工具

12. 标准化

13. 团队激励

这个培训是为需要提高领导能力的工厂经理而设的。它将使你获得与你的团队建立信任关系的基本知识，

并提高团队的绩效和责任感。

MSS02

2 天

14 小时

培训由生产管理和团队动

画方面的专家来保证。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给他们，或在远程
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 团队领导
• 主管人员
• UAP经理
• 生产经理
• 发射经理
• 质量经理

培训结束时，通过测验对所学知识进行评估和验证。这
个测试是由学员和培训师一起自我纠正的。
参加者将收到一份参加培训的证书。

团队管理经验。

如何做好工厂管理者

培训内容 培训师

储备知识

目标群体

培训以实践和定制工作为导向。
它交替着方法上的贡献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

培训方法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目的 培训材料

培训结果

监测进展

在课程结束时，通过MCQ测试对学员的进展进行评估和验证。
它将由学员与教练一起进行自我纠正。

学员将收到一份参加教练的证书。



Titre

联系我们 :

+33 (0)1 41 40 16 08  I  formationsneci@sneci.com

www.sneci.com

该培训针对那些希望学习如何准备和促进培训课程，如何让参与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保留最多的信息，

以及希望给予参与者保留选定信息的方法的人。

MSS03

2 天

14 小时

这种培训由教学法、培训

方法和团队领导方面的专

家来保证。

• 培训师

• 精益经理

• 持续改进经理

• 每个人

培训-导师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培训师 目标群体

培训结果

培训结束时，通过测验对所学知识进
行评估和验证。这个测试是由学员和
培训师一起自我纠正的。
参加者将收到一份参加培训的证书

1. 根据学员的需要定制培训

2. 根据需要调整培训课程格式

3. 实施培训课程

4. 有效地开始培训课程

5. 使用正确的方法和材料

6. 管理困难群体

7. 评估学习成果

8. 跟踪参训人员

目的

• 学习促进和管理培训课程

• 了解受训者的需求

• 有效地使用工具（Power Point, Paper Board）

• 避免促进工作的主要陷阱

培训方法

在培训期间，参与者模拟练习和真实案例研究。参与者的数
量是有限的。在培训结束后的3个月内，学员可以联系培训
师，当他们应用在这次培训中获得的新做法和技能时。

培训的工具

培训以面对面或通过Teams应用程序远程提供。

建议在远程学习中使用耳机。

培训材料

我们为学员提供了英文版的学员手册和具体材料。

这些材料将在课堂上通过个人USB密钥发给他们，
或在远程学习模式下通过电子邮件分发。

监测过程

在课程结束时，通过MCQ测试对学员的进展进行评估和验证。
它将由学员与教练一起进行自我纠正。

学员将收到一份参加教练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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