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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 3年 IATF 16949 认证周期全局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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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由国际汽车工作组 C IATF）编制，该小组成员由宝马集团、美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戴
姆拟J公司、兹大利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致雪铁龙集团、法国雷诺
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等九（9）个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以及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 CANFIA）、美国汽车
工业行动集团 CAIAG）、法国车辆设备工业联盟 CFIEV）、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 CSMMT）和德
国汽车工业协会 CVDA〕等五（5〕个国家协会构成。

该文本的版权为AIAG、 ANFIA、 IATF法国、 SMMT, VDA QMC C 见下文）所有。本《IATF 16949汽
车认证方案》“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在本文中被称为“第五版规则”，取代“第四版规则”以及在
本文件发布之前发行的所有相关规则“认可解释”（SI〕和规则“常见问题”（FAQ）。

不得在任何检索系统中复制本文件或其任何片段，亦不得在未取得事先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以任何形式
或手段（电子、复印、录音或其他形式）传送本文件。

要复制和／或翻译本文件或其任何片段，应当征得以下任一组织的许可z

炎罔汽车工业行动集团 CAIAG／美国〕

兹大利汽车工业协会 CANFIA/意大利〕

国际汽车工作组法国（办公室〉 (IATF法国川去国）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 CSMMT／英国）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量管理中心 CVDA QMC／德国）

本文件包含部分180/IEC 17021 的内容，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的许可下复制。若无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 （地址： Case postale 56, CH-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传真：＋4才 22 749 09 47) 或其
成员的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电子检索系统或其他形式）复制或传送ISO标准的任何部分。
180/IEC 17021可从ISO网站htt口：／／www.is口，口附／iso/su口口orl/co口vrioht或ISO的任一国家标准机构处获得。

IATF使用 180/IEC 17021 国际标准作为定义汽车行业特殊要求的基础，来管理其IATF 16949的认证方
案。汽车行业的特殊需求产生的要求对180/IEC 1702才进行补充（如： ISO/I巨C 17021第9.1.4条有一条基本
要求，即：认证机构必应为确定审核时间编制文件化程序。另外， IATF要求强制使用第5.2条给出的审核人
日农和所有注意事项）。

IATF同意并支持180/IEC 17021 的内容和要求，除了以下条款：

ISO/IEC ISO/IEC 17021 内容 IATF立场
17021 

7.5 认证活动外包部分。 IATF不允许外包。

只允许任用特许和签订合同的审核员。另外， IATF允许任

用180/IEC 1702才第7.3条中描述的外部技术专家。

9.1.5 针对客户多现场相同活动的管理体系，允许 IATF不允许公司方案现场抽样（见第5.3条）。
多现场的抽样审核。

9.6.5.3 在暂停情况下，证书暂时失效。 在暂停期间， IATF 16949证书仍然有效（见第8.3条〕。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IATF 16949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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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汽车工作组〔 IATF）的成员由汽车主机广（OEM）和代表供应商的国家汽车工业协会组成。该小
组建立有五个监督办公室，通常被称为 IATF 全球监督（办公室），用来实施并管理 IATF 16949 认证方
案。与 IATF 及其监督办公室相关的公共信息见 www. iatfalobalo~ ersia ht.era o 

IATF 认证方案的定义见汽车质量管理体系标准“IATF 16949”、以下获得并保持 IATF 认可的规则，
以及规则“认可解释” CSI) 、规则“常见问题”（FAQ）和认证机构公报。

SI 改变规则或要求的解释，然后其本身就变成判定不符合的基础。
FAQ 是对现有规则或要求的说明或澄清。

规则“认可解释” C SI ）和规则“常见问题” (FAQ ）发布在 IATF 全球监督办公室的网站上：
w ww.iatfalobaloversi口ht.or口。

IATF 认可认证机构根据 IATF 16949 进行审核并向客户出具证书。 IATF OEM 成员只承认由认可的认证
机构出具的、带有 IATF 标识和特定 IATF 编号的证书。 IATF 认可证书的有效性的公共信息见
www.ia白lobaloversi口ht.era o 

注：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本文中称为“认证机构’＼

关于 IATF 16949 的实施，本文中把相关要求称为“规则”，包括认证机构认可准则、认证机构审核过
程、认证机构审核员资质以及 IAτF 才 6949 证书等。

这些要求与附件对 IATF 认可的进行 IATF 16949 认证方案的认证机构具有约束力，因此，任何需要进
行 IATF 16949 认证的客户应理解此类要求和附件。若认证机构对本“规则”的使用有任何的不确定，应咨
询;11;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在特殊情况下，如果认证机构无法满足规则的特定要求，该认证机构应向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提交一份弃权申请书。如果适用，弃权详情（即·弃权编号、批准日期和审批意见〉应录
入 IATF 数据库。

关于本“规则”的所有问题，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的客户应向其认证机构咨询。

认证机构或审核员对 IATF 认证方案的投诉必须提交给相关监督办公室。

本“规则”会进行定期评审， IATF 可能会在与适当的利益相关者协商之后，随时完全自主决定进行修
改。

注：在本文件中，术语“认证”与注册是同义词。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 IATF 16949第五版
© 2016 －美国汽车工业行动祭囡（AIAG）、© 2016 －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ANFIA）、

6 I @ 201s －国际汽车工作组法国（办公室） CIAT町、 ©20佣·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 、
©20切“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盈管理中心（VDAQMC)

版权所有

iso19011@hotmail.com



1.0 IATF 16949 认证资格
IATF 16949 为提供汽车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以及相关装配、安装和服务（见下文服务列表

“制造”的定义）的客户规定了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客户”指申请 IATF 16949 认证的完整实体（包括所有相关制造现场和外部支持场所〉。

IATF 16949 适用于每一个客户制造顾客指定生产零件、服务零件和／或配件的所有现场。

“顾客指定生产零件”指汽车的组成部分。不符合本要求但是包含在内的顾客指定零件只有：灭火
器、千斤顶和地垫、用户手册以及三角警告牌。

“现场”指发生增值制造过程的场地（见 IATF 16949 第 3.1 条）。此外，现场可能包括不止一
(1) 个地址〔见附件 4）。无生产线现场和只生产与汽车不相关产品的现场不得进行 IATF 16949 

认证（见第 10.0 条）。

注．客户在顾客场所进行增值活动可以被视为现场的外部支持场所，但不具备独立的认证资格。该功能
在 IATF 证书上可以标注为“服务”。

“制造”指“生产或制造生产材料的过程、维修零件的生产、装配、或热处理、焊接、涂漆、电镀
或汽车相关零件的其他表面处理加工服务”（见 IAτF 16949 第 3.1 条〉。

“服务零件”指出 OEM 为维修用零件（包括修复零件）的应用采购或发布的、根据 OEM 规范所制
造的各件（见 IATF 16949 第 3.1 条〉。

“配件”指由 OEM 采购或发布的、根据 OEM 规范所制造，并且在最终交付客户前后机械安装或电
气连接到车辆上的附加零件（见 IATF 16949 第 3.1 条）。

只有为汽车顾客制造并提供生产、服务零件和／或配件（应机械安装或电气连接到车辆上〉的制造现场有
资格进行 IATF 16949 认证。

如果现场的一个顾客要求该现场获得 IATF 16949 第三方认证，则该现场的所有汽车顾客应纳入审核范
围（见 10.0 ）。

“汽车”包括轿车、轻型商用车、重型卡车、公共汽车和摩托车，不包括工业用、农业用和非公路
用（采矿、林业、建筑等等〉，亦不包括售后市场零件。

不包括专用车（即：赛车、自卸车、拖挂式房车、半拖车、运钞车、救护车、休闲车等），除非由
IATFOEM 安装。作为这些车辆组成部分的零件的供应窝，具有认证资格。

“售后市场零件”指并非由 OEM 为维修零件应用所采购或发布的备件，可能是、也可能并非按照原
始设备规范进行生产。只制造售后市场零件的现场没有资格进行 IATF 16949 认证。

无论在制造现场内或制造现场以外，支持功能没有资格进行单独的 IATF 16949 认证，但应包括在 IATF
16949 认证的范围内。

“支持功能”指进行非生产过程的现场或外部设施，向相同客户的一个或多个制造现场提供支持。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IATF 16949第五版
©2016 甲美国汽车工业行动集团（AIAG）、 ©2016自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AN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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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续管理中心（VDA Q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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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客户对认证机构的请求，客户可以排除一些现场，该现场符合 IATF 16949 的认证资格，但该现场

汽车产品的汽车顾客对客户没有 IATF 16949 第二方认证的要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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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IATF 认证机构要求

2.1 IATF 认证机构认可要求

在向客户出具 IATF 才 6949 证书并在证书上使用 IATF 标识之前，认证机构应与国际汽车推动小组
CIAτF ）签订合同并获得认可。获得 IATF 认可的申请和认可过程由 IATF 保持，不包含在本“规则”中。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名单见 www.iatfalobalaversiaht.or口。

认证机构应为一个法人实体，或一个法人实体中有明确界定的一部分，能够为其认证活动承担法律责

任。

认证机构及同一法入实体的任何部分不得同时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机构和质量管理体系认可机构。

认证机构及同一法人实体的任何部分不得提供管理体系咨询。

若一个认证机构成为一个公司实体的规定部分，则同一实体中不得存在其他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为
满足本要求， IATF 己制定了并购过程，由 IATF 保持，不包含在本“规则”中。

认证机构应能够证明其已经对认iiE活动中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并且证明对于在每个操作所在地理区域的
每个活动领域中的操作产生的负债，其均有充分的安排（如：保险或资金储备）。

认证机构应遵守其操作所在国的规章。

2.2 公正性管理

认证机构应要求内部及外部人员向认证机构告知任何己知的、会对其或认证机构造成利益冲突的情况。
认证机构应用该信息来确认由此类人员的活动或雇佣此类人员的组织造成的公正性威胁，并不得任用此类内
部或外部人员，除非其能够证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注＝威胁认证机构公正性的关系可基于所有权、治理、管理、人员、共享资源、资金、合同、营销、销售
佣金或其他新客户转介奖励的支付等等。

认iiE机构应针对自其他个人、机构或组织的行为对其造成的公正性威胁采取行动。

认证机构、其审核员（全职或分包）以及同一法人实体的任何部分不得向其认iiE客户提供或在签约成为
认证机构之前两年内己向其新客户提供管理体系咨询、特定现场审核员培训！或内部审核。此限制还适用于由
于咨询关系使审核有效性或可靠性受到质疑的同一母公司或关联公司的相关机构。

向特定客户提供培训、文件资料开发或协助实施任何管理体系以及核心工具、六il!i格玛和精益生产的相
关培训被视为咨询。

注：向公众而非特定客户提供的、在公共论坛上进行的培训！不视为咨询。

认证机构的决定应基于其所获得的符合（或不符合）的客观证据，并旦不得受到其他利益或其他各方的
）彭I响。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Jltl····IATF 16949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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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公正性威胁

认iiE机构应避免任何公正性威胁，包括但不限于2

a）私利威胁·由为其自身利益而行动的个人或机构造成的威胁。认证相关的公正性威胁之一便是财务
私利；

b）自我评审威胁z 由评审自己工作的个人或机构带来的威胁。认证机构提供向管理体系咨询的客户提
供管理体系审核便属于自我评审威胁：

c）熟悉（或信任〉威胁：由与他人极为熟悉或极为信任他人而不寻求审核证据的个人或机构造成的成
胁：

d）恐吓威胁z 由感觉受到公开或隐秘胁迫（如：威胁说要替换或报告给监督人〕的个人或机构造成的
威胁。

2.3 IATF 合同要求

认证机构应与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合作进行支持 IATF 认证方案的活动。

认证机构不得侵犯任何 IATF 文件版权，以及 IATF，其任何成员或任何监督办公室的商标版权。认证机
构只能在 IATF 才 6949 证书上使用 IATF 标识。

不允许代表认证机构分包认证活动的任何部分。任用个人审核员和技术专家不构成分包。

若其以下方面发生变化，认证机构应在二十（20）个日历日之内书面通知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

a）法律状况：

b）所有权状况〈如：与其他认证机构合并、收购等）：

c）商业状况（如：与其他认证机构的合伙协议、分包等〉：

d）组织状况（如．管理结构、汇报关系等）：

e）管理体系认可范围扩展：

句 管理体系认可丧失或暂停。

认证机构应允许 IATF 代表参与或评审 IATF 才 6949 证书的认证决定过程。

2.3.1 认证机构签约办公室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应有一个 IATF 批准的指定办公室，作为认证机构的签约办公室。该签约办公室应
指定一名常驻办公室人员，作为 IATF 和认证机构之间的单点联系人。

如果认证机构有多个办公室参与 IATF 16949 认证过程， IATF 批准的签约办公室应负责笛’控所有 IATF
16949 认证活动。

签约办公室应向 IATF 监督办公室提供一份参与 IATF 16949 认证活动的区域办公室清单，该清单应包
含以下内容：

10 

a）名称及联系地址，

b）商业状况（如z 股东结构、合资方、合伙关系、与其他认证机构分包详情〉：

c）组织结构（如：管理结构、权力线、向签约办公室的汇报途径）：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一－ IATF 16949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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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与 IAτF 才 6949 有关的特定活动。活动列表应分为两类·支持活动或全权负责：

当地或区域 IATF 16949 营销活动开发：
向潜在客户报价，
批准向潜在客户的报价：
合同评审以及向客户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审核活动策划；
审核组指派：
进行审核；
与客户的后续跟踪活动；
作出认证决定：
出具证书：
IATF 数据库录入；
管理评审：
进行内部体系审核；
进行内部见证审核。

签约办公室应每季度向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书面通知区域办公室活动的任何变化。

签约办公室负责建立、用文件记录、维护、控制并改进其与 IATF 16949 相关的质量管理体系，无论活
动的发生地点在何处（见第 2.6 条）。

签约办公室应特别监控以下过程z

资源确定过程（见第 4.0 条）：
履行认证决定个人的提名过程（见第 4.1 条〉：
IATF 16949 审核员的申请过程（见第 4.2 条〕：
内部见证审核过程（见第 4.4 条〉：
IATF 16949 审核员继续批准或拒绝过程（见第 4.5 条〉。

签约办公室和认证机构对认证决定和证书发放活动负责的所有办公室应由一个国家认可机构根据
ISO/IEC 17021 进行认可。这些办公室应按照 ISO 9001 认证规定的范围进行 IATF 16949 认证活动。

签约办公室应能够随时向 IATF 监督办公室提供相关客户信息。

2.4 IATF 持续认可要求

认证机构的持续认可通过 IATF 监督办公室的活动进行验证。

2.4.1 见证审核

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应根据表 2.4 安排见证审核。

见证审核在现场和／或外部支持场所进行，见证 IATF 16949 审核中认证机构审核短的活动。一次见证审
核可能包含同一客户的多个实际场地（如：制造现场和相关外部支持场所〕。

见证审核应验证认iiE机构符合以下要求：

的本“规则”以及相关规则“认可解释”（SI ）和规则“常见问题”（ FAQ) : 

b｝相关认证机构公报：以及

c）认证机构关键过程和操作程序（见第 2.6 条）。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IAτF 16949第五版
©2016 时美国汽车工业行动袋团（AIAG ）、 ©2016町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ANFIA）、

©2016 －国际汽车工作组法国〈办公室〉 (IATF）、 ©2016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 CSMMT) 、
©2016二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签管理中心 CVDAQMC)

版权所有

11 

iso19011@hotmail.com



以确认认证客户实施了符合 IATF 16949、相关 IATF 16949 “认可解释” CSI ）和适用顾客特定要求的
稳定和可靠的质量管理体系。见证审核员不应干预审核。

见证审核用来观察尽可能多不同的认证机构审核员，并从不同审核类型中抽样（初次认证审核［第 1 阶段
和m且第 2 阶段］、监督、再认证、转移和特殊审核〉。这些见证审核应当按各地区进行的 IATF 16949 活动量
按比例进行整体分配。

若收到要求，认证机构应向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提供一份审核时间表。一旦宣布了见证审核，任何变
化都应立即与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沟通。

表 2.4 见证审核

IATF数据库记录的一个日历年 下一个日历年中进行见证审
的审核人日 核的最少次数

< 150 1 

15才，500 2 

501-1250 3 

1251-2000 4 

2001-3000 5 

3001-4000 6 

4001-5200 7 

5201-6400 8 

6401-7600 9 

7601-8800 10 

8801-10000 11 

10001-11200 12 

11201斗2400 13 

12401-13600 14 

13601-14800 15 

14801-16000 16 

注：在俑，000 天审核人日以上每增加 1,500 天，应另外增加一（ 1 ）次见证审核。

2.4.2 办公室评估

办公室评估每年在认证机构签约办公室进行。根据评估结果，可能会需要在签约办公室或其他区域办公
室进行额外评估。如果认证机构有区域办公室负责认证决定，此类办公室应至少每三（ 3）年审核一次。其
他办公室的审核由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酌情决定。

12 

办公室评估应验证认证机构符合以下要求：

a）本“规则”以及相关规则“认可解释” CSI ）和规则“常见问题”（FAQ) : 

b）相关认证机构公报；以及

的认证机构关键过程和操作程序（见第 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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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不符合管理

不符合可由办公室评估、见证审核发布，或是由于续效相关问题、 IATF 成员投诉或任何违反本“规
则”的行为造成的特殊不符合。

一旦有不符合发布，认证机构应立即进行该情况的风险分析。分析（问题调查）应包括对不符合以及其
对认证机构所有区域办公室、所有审核员和所有受审核客户的影响进行评审。

对于严重不符合，该分析还应包括纠正（遏制），并在不符合项发布日之后最多二十（20）臼历天内完
成，然后提交给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

在不符合项发布日之后最多九十（90）日历天内，认证机构应向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提交分析（问题
调查）、纠正（如必要）、根本原因分析、系统纠正措施以及有效实施验证的证据以备窜批。

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应验证纠正措施得到有效实施，可在特殊审核、下一次办公室评估或见证审核过
程中验证。

若认证机构无法提供实施纠正措施的证据，或严重不符合在不符合发布日之后九十（90）日历天内无法
关闭，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会启动认证机构认可退出过程（见第 2.5 条），并实行特殊监控活动。

IATF 保留对后续或基于续效的纠正措施进行额外活动（如：特殊见证审核或办公室评估〉的权利。

注· “基于续效”指 IATFOEM 成员对进行由相关 IATF 监怪办公室见证的审核的直接要求。

2.5 认证机构认可退出过程

认证机构应：

a）不得违反 IATF 合阔的任何规定：

b）不得违反本“规则”：

c）保持 ISO/IEC 1702才认可以执行包括第 2.3.1 条要求清单上的所有办公室的 ISO 900才认证：

d）在认可日之后首个十二（才2〕个月之内，以及其后每年至少进行二十五（ 25）次 IATF 16949 现场
审核（初次、监督、再认证或转移审核）；

e）保持 IATF 数据库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按照本“规则”要求向 IATF 数据库及时录入；

f) 确保审核员资质确认过程的完整性：

g）遵守其操作所在国的规章；

h）保持可接受的不符合项管理续效水平（如：按时提交、一次通过等等〉，以及

i) 有效实施系统纠正措施。

若未能执行、保持或遵守一条或多条上述要求，将会引发认证机构认可退出过程。 IATF 认可退出过程
的详细情况由 IAτF 保持，该过程的一些部分未包含在本“规则”中。在分析的基础上，相关 IATF 监督办公
室将向 IATF 全球监督建议是否暂停认证机构的资格。如果仅暂停认证机构某一区域办公室的资格，将由
IATF 全球监督自行决定。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一－IATF 16949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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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翠；管理中心（VDA QI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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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暂停资格状态的认证机构：

不应为 IATF 才6949 的任何新业务报价；
不应进行第 1 阶段准备评审：
不应进行第 2 阶段审核。

注：暂停状态解除后，相关监督办公室可批准放弃进行第 1 阶段准备评审后超过九十（90）天的第 2 阶
段审核。

应对现有客户进行监督审核：
应对现有客户进行再认证审核：
如果合同在正式暂停日之前签订，应进行转移审核：
应进行特殊审核（见第 7.2 条）。

注：相关监督办公室可能会对认证机构实行额外控制。

IATF 认证机构认可退出的最终决定会导致 IATF 合同的注销。

2.6 管理体系要求

认证机构应用文件记录其组织结构，说明管理层和其他认证人员及委员会的职责、责任和权力。

组织结构应包含认证机构签约办公室与参与 IATF 16949 活动的全部区域办公室间的所有权力线。

认证机构签约办公室应确保整个认证机构都了解其角色、责任和权力。

若认证机构是一个法人实体中的规定部分，组织结构还应包括与同一法人实体中其他部分的权力线和关
系e

在由于国家或当地规章，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通过合资与一个或多个认证机构建立关系的特殊悄况
下，组织结构应包括与 IATF 16949 认证活动有关的所有权力线。

注： “认证活动” （见第 10.0 条〉指与 IATF 才 6949 客户认证相关的所有活动。

认证机构应确定其 IATF 16949 关键过程和操作程序，包括顺序、相互作用、有效性测量、效率以及适
当的 l三I 本示。

认证机构签约办公室应负责为有效的不符合项管理建立一个文件化过程，包括纠正和预防措施计划。该
过程在在顾客投诉、内部投诉、内部见证和体系审核以及外部审核之后启动。

14 

如果认证机构有多个办公室参与 IATF 16949 认证过程，则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建立一个通用的质量管理体系，所有办公室采用相同程序：

b）保持 IATF 16949 相关活动的公共文件。若认证机构需要对文件进行区域翻译，则文件应为双语，至
少应包含原文件语言。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 IATF 16949第五版
© 2016 －美国汽车工业行动集团 CAIAG）、© 2016 －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 CANFIA）、

©2016 国际汽车工作组法国（办公室） (IATF）、© 2016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 CSMMT）、
©2016 E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盈管理中心 CVDAQ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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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iiE机构应确定对以下事项拥有并负有全部权利和责任的最高管理者（董事会、群体或个人）：

a）制定有关运作的相关政策：

b) l监督政策和程序的实施：

c）监督财务事项；

d）制定管理体系认证服务和计划；

e）监控关键过程对目标实现的有效性和效率；

f) 执行审核和认证，对投诉给出响应：

g）认证决定：

h）按照要求授权委员会或个人代表其进行规定的活动：

合同安排：

j) 为认iiE活动提供充足资源；

k) 内部审核。

2.7 管理评审

在练约办公室的认证机构最高管理者应按照计划时间间隔评审其管理体系，以确保该体系的持续适用
性、妥吕：悦和l有效性，包括与本“规则”履行有关的规定政策和目标。 “最高管理者”是J旨为你系认iii：活动
全阁负资的公司层官员或指定人员。管理评审必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其频率应当Ji号于i~i效进行F1JJLI C 见第
2.7.1 条）。

如l柴认 iTI:机构有多个办公室参与 IATF 16949 相关活动，认证机构应说明哪些区域办公室泊iJ)_(年 ill行当地
管丑11词1 FJJ o 区域办公室管理评审会议应在 IATF 签约办公室管理评审之前召开，并将结来汇报给级约办公
案，以包含在公司级管理评审过程中。

2.7.1 评审输入

输入应包括参与 IATF 16949 认证过程所有办公室的特定信息，以及以下内容的相关信息s

刮目标完成情况：

b）内部及外部审核结果，包括纠正措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c）客户、利益相关方和 IATFOEM 的反馈：

d）巾诉和投诉数量、及时性和状态：

e）每月 IAτF 数据库准确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总结（见第 9.1 条〉；

f) IATF 数据库关键绩效指标 CKPI ）状态：

g）认iiE决定的状态和结果：

h）满足持续个人发展（CPD）要求的审核员状态：

i) 内部见证审核的状态和结果：

j) 每次审核中不符合项数量和分类分析（如z 严重／一般），处理软弱审核和软弱分级证据的措施：

k）弃权申请分析，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IATF 16949！在五版
© 2016 －美国汽车工业行动袋团（AIAG）、 ©2016 “意大利汽车卫业协会（ANFIA）、

© 2016 －厨际汽车工作组法国〈办公室〉 (IAτ町、 ©2016 ”英因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 、
©2016斗惠圈汽车工业协会质这管理中心（VDAQ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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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预防和纠正措施状态：

m）委员会对公正性保证的反馈；

n）影响管理体系的内部或外部变化：

口）先前管理评审的措施状态。

2工2 评审输出
管理评审的文件化输出应包括以下方面的相关决定和措施－

a）管丑It体系及其过稳有效性的改善：

b）认liE活动改善；以及

c）资源需求。

2.8 认证机构内部体系审核

认lil：机构应制定一个内部审核过程，以验证规定的关键过程和操作程序得到有效实施。

内部体系审核过程应包括对参与 IATF 16949 的所有办公室进行的 IATF 才6949 认liE活动的专门内部体
系审核，以证明其符合本“规则＂的要求。

内部体系审核方案应按年度进行计划。

内部审核应在签约办公室以及参与 IATF 才 6949 认证活动的所有区域办公室至少每十二（ 12）个月进行
一次。如果认证机构能够证明其按照本“规则”持续有效地实施了管理体系〈见第 2.7.1 条〉，在区域办公
室进行的内部审核频率可以减少。

认证机构签约办公室应管理内部审核方案，以确保：

a）内部审核由合格的人员进行（见第 4.6 条）：

b）每次审核都编制j有审核计划：

c）内部审核采用过程方法进行：

d）选择的审核员能够保证公正性和客观性：

e）为所有 IATF 16949 相关过程和程序以及适当数量的客户文件（包括第 1 和第 2 阶段认证审核、监
督、再认证、特殊审核、转移审核〉抽样，以及 IATF 数据库评审计划了充足的时间：

。 在每个办公室的每个内部体系审核期间，专门用于审核 IATF 16949 认证活动的时间不少于一（ 1) 

天飞

g）负责受审核过程的个人可以得知审核结果：

h）内部体系审核报告应至少包含2

受审核的关键过程和程序列表：
抽样的客户名称和审核类型：
确定的不符合项。

i) 内部审核的任何行动部及时、适当地进行：

j) 参与 IATF 16949 相关活动的所有办公室的内部审核结果都汇报给签约办公室，以包含在管理评审过
程中。

IATF 保留观察内部体系审核，或对纠正措施后续跟踪，或基于绩效而进行额外活动的权利。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四” IATF 16949第五版
©2016 ”美国汽车卫业行动集团（AIAG）、© 2016 －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AN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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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这管理中心（VDAQ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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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申诉和投诉

认证机构应制定一个处理客户申诉和利益相关方投诉的过程。该过程在适当情况下应包含以下活动3

a）接收、确认、调查：

b）确定根本原因，

c）确保采取适当的纠正和系统纠正措施：

d）提供进程报告和结果：

的保持申诉、索赔及所采取的措施的记录。

申诉过程应不影响不符合管理（见第 5什条）或认证证书退出过程（见第 8.0 条〉的时间安排。

认证机构应保证有足够伯可用资源，并保证参与申诉和投诉过程的人员不是进行审核和作出相关认证决

定的人员。

2.10 认证机构变更通知

认证机构应向其客户及时告知与认iiE活动和要求相关的变更，还应验证每个客户都符合新的要求。

认证机构应将所有权变更或 IATF 认可丧失等情况告知其客户。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IATF 16949第五版
©2016 甲美国汽车工业行动集团（AIAG）、© 2016 －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ANFIA）、

©2016 －国际汽车工作组法国〈办公室〉 CIATF〕、© 2016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 、
©2016 斗惠国汽车工业协会质盈管理中心（VDAQ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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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认证机构与客户的合同要求

川 与客户的认证协议

认iiE机构应就向客户提供认证活动而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此外，如果认证机构有多个办公室，或
客户有多个现场，认证机构应保证提供认证并出具证书，并与与所有认证范围内的现场之间各有一份具有法

律效力的协议。

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应包括确保其可以扩展到所有活动转移到新的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完成为止
的规定（见第 7才 1 条〉。

认证机构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必须包含以下内容z

a｝客户应向认证机构通知任何变更（见第 3.2 条〕：

b｝客户不得拒绝 IATF 对认证机构的见证审核：

c｝客户不得拒绝认证机构内部见证审核员的出席：

d｝客户不得拒绝 IATF 代表或其委派人员的出席：

e｝客户不得拒绝认证机构向 IATF 提供最终报告的要求：

。 在本认证计划中，只可以在认证机构出具的证书上使用 IATF 标识。禁止将 IATF 标识用作其他任何
rn途，无论是否单独使用：

it，客户可为营销和广告的目的复印带有 IATF 标识的 IATF 16949 证书。

g｝客户咨询顾问不得在审核过程中出现在客户现场或以任何方式参与审核。

审核组应熟悉与客户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3.2 客户变更通知

认证机构应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以确保客户立即通知认证机构有关可能影响管理体系继续满足
IATF 16949 认证要求的能力的事宜。此类事宜包括以下内容的变更：

a｝法律状况，

b｝商业状况（如：与其他组织合资、分包）：

c｝所有权状况（如·合并、收购）：

d｝组织与管理（如．关键管理、决定或技术人员）：

e｝联系地址或地点：

f} 被认证管理体系的操作范围；

g} IATF OEM 顾客的特殊状况（见第 8.0 条和第 10.0 条）：

h｝转移至新的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

针对上述所列变化，认iiE机构可能需要进行特殊审核（见第 7.2 条）。

者客户未能向认证机构通知变更，则视为违反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并应当被开出严重不符合。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 IATF 16949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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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资源要求
认证机构应制定一个过程，以确保在每个运作的地理区域，涉及 JATF16949 认证活动的每项职能的能

力。在执行特定职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之前，认证机构应确定证明其能力的方式：

a）拥有否决权的个入：

b) IATF 才6949 审核员（包指申请人）：

c) JATF 数据库录入入员：

d）内部见证审核员：

e）内部体系审核员：

f) 技术专家。

4.1 否决权资格

认证机构应制定一个开发和提名否决权候选人（见第 5.12 条）的过程。候选人应满足以下准则：

a）为认证机构的永久员工（见第 10.0 条）：

b) （作为审核员或非审核员申请人〉已经通过成功完成 IATF 审核员开发过程中的知识和应用评估，证
明了其技术能力：并且

c）已经在认证机构内部过程中证明了其能力。

认证机构应向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提名满足上述标准的否决权候选人，以在其进行否决权活动之前得
到批准。

4.2 IA TF 16949 审核员申请过程和准则

认证机构应制定一个为 IATF 审核员资格认定过程挑选候选人的过程。担保认证机构的签约办公室应将
每位候选人的完整申请表和相关支持信息提交给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以备审批并进入 IATF 审核员资质确
认过程。

审核员候选人必应满足以下选择准则：

a）符合 180/JEC 17021 以及进行 ISO 9001 审核的相关认可机构规则：

b）已经在制造业进行过至少六（6）次 ISO 9001 第三方审核，其中至少三（3）次为审核组组长：

注：汽车制造业第一方或第二方体系审核经验也可考虑。

c）拥有汽车核心工具的知识：并且

d）过去十 C 10）年间，在满足 IATF 16949 适用范围的组织有过四〔4）年适当的全职实践经验（包括
两（2）年致力于质量保证和／或质量管理活动） （见第 1.0 条〉。

注：在化学、电气或金属商品等类似适用范围内的行业经验也可考虑。

4.2.1 先前获取过资格的 IATF 16949审核员的申请滋程

先前获取过资格的 ISO/TS 16949 或 IATF 16949 第三方审核员，其证书由于下述任一原因（见下文）
tE申请日之前 36 个月内失效的也可以重新申请进入 IATF 审核员资质确认过程：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IATF 16949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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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未能获取所需的 ADP 结果；

b）未能完成要求的最少审核次数和／或审计人日（见第 4.5.1 条）。

4.3 审核员资质确认过程

IATF 审核员资质确认过程分两个阶段：初次资质确认和再确认。有关两个阶段的详细情况见
~.ia白lobalo~ersi口ht.or口。

注： IATF 保留更改、修改或修正审核员开发和资质确认过程的权利。

4.3.1 初次资质确认过程

一旦被批准进入 IATF 审核员资质确认过程，新的审核员候选人应通过成功完成 IATF 强制性面对面初次
资质确认过程来证明其技术能力。成功完成初次确认过程之后，审核员会获得一张 IATF 认证机构审核员身
份识别卡，担保认证机构会获得有效期为两〔2）年的证书，正式允许审核员代表认证机构进行审核。

认证机构应确保审核员在初次资质确认后六十（60）天内进入 IATF 在线审核员开发过程。

在担任审核组组长之前，审核员应成功完成根据 IATF 16949 进行的认证机构内部见证审核（见第 4.4
条）。对于这次认证机构内部见证审核，被见证的审核员应临时指定为审核组组长。

4.3.2 再确认过程

认证机构应确保审核员在初次资质确认后两（2）年内完成 IATF 夜线审核员开发过程中初次知识和应用

评估。

成功完成再确认过程后，审核员会获得一张新的 IATF 认证机构审核员身份识别卡，担保认说：机构会获
得一张证书，正式允许审核员继续代表其进行审核。

4.4 认证机构内部见证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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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应制定一个内部见证审核过程，包括以下规定：

a）提名资格有效的 IATF 16949 审核员（熟悉认证机构内部过程），以获得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批准
为内部见证审核员：

b）所有进行 IATF 16949 审核的审核员都应包含在见证审核年度计划中，无论是全职或是分包。如果审
核员由超过一家认证机构担保，则由每家认证机构分别见证；

c）每位审核员应在初次资质确认后六（6）个月内以及在 IATF 在线审核员开发过程中初次i平估日后六
(6）个月内受到见证。任何额外报保都应视为新担保认证机构的初次资质确认：

d）有一个连续监控审核员绩效的持续过程，要考虑到之前的认证机构内部见证审核、 IATF 见证审核表
现、 IATF 数据库不符合项分析、每年最少审核次数和审核人日、审核后调查、客户及其顾客的反馈
等等。基于年度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认证机构应优先考虑并说明持续见证审核的频率，两次见证审
核之间最多不超过六（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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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注重与汽车行业过程方法、 IATF 16949、本“规则”、 IATF 审核员审核指南、汽车核心工具、 IATF
OEM 顾客特殊要求以及认证机构过程相关的审核技能与技术能力：

f) 从所有审核（第 2 阶段、监督、再认证和转移）中充分抽样：

g）见证审核时间应不少于两（2〕个连续审核日，并应见证整个审核过程。见证审核员每次审核只能见
证一（才）位审核员：

h）优先考虑见证审核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见IiE审核员不得以审核组成员的身份参与。其他组织（如：
IATF、国家认可机构等等）的见证审核不视为认证机构见证审核过程中的一部分；

i) 编制一份书面报告，给出优缺点的客观证据（见第 4.4 e 条），并用于支持审核员资格认证的保持
〔见第 4.5 条）。

4.5 保持审核员资格认证

保持 IATF 审核员资格认证的责任由吉普核员和其担保认证机构共同承担。

每家认证机构应制定一个被担保审核员继续批准或拒绝过程，包括以下规定：

a）监控 IATF 审核员开发过程，包括评估结果和开发进度：

b）持续览控并衡量续效，继续发展，其中应包括 IATF 见证审核、不符合项分析、认证机构内部见证审
核、审核后调查、客户及其顾客反馈等：

c）满足最少审核次数和审核人日的要求（见第 4.5.1 条）：

d）完成并批准最少 CPD （持续个人发展〉小时数（见第 4.5.2 条〉：

e）在签约办公室为所有被担保审核员保持记录（上述自…d ）。

4.5.1 保持最少审核次数和审核人日

在每个完整的日历年，每位审核员有责任满足以下最低要求，以保持其审核员证书的有效性：

a）每季度至少一〔1) 次 IATF 16949 审核，并且

b）每年至少总计审核十（ 10）天。

以下审核均可计算在内：第 2阶段、监督、再认证、转移、特殊审核以及外部支持场地审核。

未能满足上述要求将会导致审核员证书撤销，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和认证机构都应将该审核员的状态
调为失效状态。

4.5.2 持续个人发展（CPD)

认证机构和每位审核员个人共同负责保证每年至少二十（20）小时相关科目的 CPD （见第 10.0 条）。

认证机构应负责在每个日历年向每位被担保审核员提供至少五（5）小时的 CPD 结构化培训｜｜。

每位审核员个人有责任每年完成总计二十（20）小时的非结构化以及结构化持续个人发展（见第 10.0
条〉。非结构化总小时数比例不得超过二十（20〕小时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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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员负责在 IATF 在线审核员开发过程中保持 CPD 记录。

4.6 认证机构内部体系审核员资质确认

22 

认iiE机构应向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提名满足以下准则的 IA丁F 16949 内部体系审核员个人进行审批：

a）己经证明了满足 ISO/IEC 17021 的能力：

b) （作为审核员或非审核员〕已经通过成功完成 IATF 审核员开发过程中的在线知识和应用评估，证明
了其技术能力：并且

c）已经在认证机构内部过程证明了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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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IATF 16949 审核过程一般要求

5.1 审核和证书周期

审核方案中审核周期为三（3）年，证书周期也为三（3）年，如图 5.1 所示。

5.1.1 审核周期

第一个审核周期包括一个两阶段（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初次审核、按照约定时间间隔在第一、第二和
第三年进行的监督审核（见表 5.1 ）以及在第三年进行的再认证审核。

首个三（3）年审核周期从初次审核第 2 阶段最后一天开始。每个随后的审核周期从再认证审核的最后
一天开始。

监督审核从初次审核第崎2 阶段或再认证审核最后一天开始安排，见表 5.1 。在可能会超过监督审核时间
选择的情况下，认证机构应启动认证退出过程（见第 8. 才 e 条）。

一旦确定，表 5.1 中详细列出的监督间隔应保持一个三（3）年审核周期。

表 5.1 监督间隔

监督间隔 6个月 9个月 12个月

每二年周期的
5 3 2 

审核次数

允许的时间选择 斗个月／什个月 在个月／刊个月 自3个月／什个月

首次再认iiE审核的最后一天不得超过初次审核第 2 阶段最后一天后的三（3〕年（”3 个月，＋O 天）。如
果超过该时间，客户应从初次认证审核（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重新开始。再认证审核的时间安排应为关部j
或能 100%解决可能在再认证审核〔见第 5.11 条）中出现的不符合提供足够的时间，认证决定应在现有
IATF 才6949 证书到期前作出（见第 5.12 条）。

随后再认证审核的最后一天不得超过前一次再认证审核最后一天后的三（3）年（－3 个月，＋O 天）。如
果超过该时间，客户应从初次认证审核（第 T 阶段和第 2阶段）重新开始。

5.1.2 证书周期

三（3）年认证周期从认证决定臼开始（见第 5.12 条〉。认证决定日为证书发放日（见第 5.13 d 条〉。

一个新的三（3）年认证周期从再认证决定日开始。再认iiE决定必应在现有证书到期日之前作出。再认
证决定日为新证书的发放日。现有证书在该日作废。

证书到期日为认证和／或再认证决定日后最多三〔3）年减一（ 1) 夭。证书一旦发放，在其到期作废、
注销或撤销之前一直有效。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Jiltl····IATF 16949第五版
©2016 响美国汽车工业行动集团（AIAG）、 ©2016 －兹大利汽车工业协会（ANFIA）、

©2016 －睦际汽车工作组法国〈办公室〉 CIATF）、 ©2016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
©2016 斗藉国汽车工业协会质这管理中心（VDA QMC) 

版权所有

23 

iso19011@hotmail.com



图 5.1 审核和证书周期

第一个 3年审核周期，从初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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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审核人日确定

认证机构应制定一个确定最少审核人日的文件化过程，对于每一个客户，认证机构应确定计划并完成能
够对客户的管理体系进行一次完整有效的审核的最少审核人日。

认证机构应根据表 5.2 确定初次认证第 2 阶段审核和每次监督审核的最少审核人日。表 5.2 还应用于确
定再认证审核的最少审核人日。认证机构应记录对每次审核确定的总审核人日和如此确定的理由。

在确定审核人日时，除了其他方面，认证机构应考虑以下各点：

a）一个标准审核人日为一个完整的八（8）小时正常工作日。半天审核人日通常为囚〔4）小时工作
曰：

b）不得通过超过每个工作日的八 (8）小时来减少总审核天数，但三班工作制（即：超过现场正常工作
时间以外的倒班〕情况除外。每次审核，用于审核三班工作制的额外小时数最多不得超过 0.5 个审核
人日 C 吕P: 4 小时〉；

注2 如果客户实行两班工作制，不可以通过每个工作日排班时长超过八（ 8）小时，来达到缩短审核天数
的目的。

c）每次审核（第 2 阶段、监督、转移和再认证〉应包括对所有班次进行审核（见第 5.8 n）条）。对制
造的审核应在发生的所有班次进行。每次审核还应审核多个轮班模式。制造方面的最少审核时间
（见第 10.0 条〕应至少为总审核人日的三分之一：

d）之前审核的纠正措施的现场评审应额外于规定的审核人日，但不录入 IATF 数据库：

e）受审核实体包括2

所有现场员工总数（包括永久、兼职、合同、之前六（ 6）个月日薪工人平均数和临时员
工〕，以及
（外部或现场〉支持活动相关员工数。支持功能的员工应按照“附件 2－一审核人日计算示
例”分摊至每个现场。

f) 若认证机构审核员无法流利地用现场语言表达，应使用翻译。在此情况下，使用栩译的审核部分的
时间应至少增加 20%:

g）在总审核人日中，编制审核报告最多可占 10%;

h）如果现场的一部分专门用于汽车制造，则在以下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该部分的员工总数可用于确定
审核时间：

在实施之前获得了相关监督办公室的批准：
所有汽车制造过程都与非汽车制造实际分离（如：汽车和非汽车生产线／机器等都用单独建
筑、永久屏障隔开〉；
在汽车制造过程区域的人员完全致力于汽车制造，
支持活动员工总数应当采用相同的比例。

注：如果汽车制造过程在制造车间与非汽车制造过程整合在一起，则本要求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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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 第 1 阶段准备评审（在现场 1 到 2天〕应为第 2 阶段审核人日的额外日数，见表 5.2;

j) 预审核（若有）日数不得包含在总审核人日中（见第 6.3 条）：

k｝在任一个三（3）年审核周期中，在第一、第二和第二年（按照表 5.1 的约定时间间隔）进行的总监
督审核人日应等于表 5.2 中列出的初次审核人日，持续时间也应相等。每年应至少有一（ 1) 次监督
审核，

I) 审核入日的允许减少见第 5.3 和 5.4 条：

m）如果监督或再认证审核中扩大了认证范围，则认证机构应增加总审核入日。审核策划文件中应保持
针对额外范围为总审核人日所增加的时间的理由：

n）认证机构的审核计划应确保每位审核组成员的审核时间至少为 0.5 天：

。）如果总审核人日的计算值超过五（5）天，认证机构应指派一个至少有两（2）位审核员的小组；

p）计算审核入日时，结果应向上四舍五入至最近半天（见附件 2回国一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即： 2.02 哼
2.5）。事核人日的四舍五入应对计算审核人日的最终结果进行；

q）如果现场员工总数在审核之前或期间发生变化，要重新计算最少审核入日。如果最少审核人日增加
或减少，应将此改变用于当前审核，并保持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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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初次认证第 2 阶段审核和再认证审核最少审核人日

初次认证第 2阶段现场审核 再认证审核

受审核实体2 第2阶段现场审核最 受审核实体＝ 再认证审核查查少审核人

员工人数 少审核人日 员工人数 日

1-6 2.0 才－ 14 2.0 
7-11 2.5 15 一 28 2.5 
才2-18 3.0 29-49 3.0 
19-27 3.5 50-80 3.5 
28-39 4.0 8才－ 122 4.0 
40-54 4.5 123-176 4.5 
55 一 7才 5.0 177 一 246 5.0 
72-93 5.5 247-332 5.5 
94-117 6.0 333-436 6.0 
118-146 6.5 437-562 6.5 
147 -179 7.0 563 一 710 7.0 
180-216 7.5 711-883 7.5 
217 - 257 8.0 884-1082 8.0 
258-304 8.5 1083-1310 8.5 
305-348 9.0 1311-1569 9.0 
349-422 9.5 1570 -1860 9.5 
423 一 507 10.0 1861 -2187 10.0 
508-602 10.5 2188- 2551 10.5 
603 …711 1 才。 2552-2953 11.0 
712- 832 1 才 5 2954-3398 11.5 
833-968 12.0 3399-3886 12.0 
969-1119 12.5 3887-44才 9 12.5 

1120-1286 13.0 4420- 5001 13.0 
1287 -1470 13.5 5002-5632 13.5 
1471 -1673 14.0 5633-63才 7 14.0 
1674-1895 14.5 63才8 一 7057 14.5 
1896-2138 15.0 7058 + 15.0 
2139-2402 15.5 
2403-2688 16.0 
2689-2999 16.5 
3000 一 3334 17.0 
3335-3695 17.5 
3696-4084 18.0 
4085-4502 18.5 
4503-4949 19.0 
4950 - 5427 19.5 
5428-5937 20.0 
5938-6482 20.5 
6483 一 7061 21.0 
7062 一 7676 21.5 

7677 +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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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审核人日确定－集团审核方案

“集团”审核方案适用于集体审核具有共同支持场所的多个制造现场。

“集团”审核方案只适用于基于“集团”质量管理体系的多个制造现场，该质量管理体系满足以下条
.. t f 

a）该质量管理体系应集中结构化并管理，在所有现场定期进行 IATF 16949 内部审核：

b）该质量管理体系应符合 IATF 16949；并且

c）集中管理的活动包括〔视情况而定〕：

1）战略策划、政策制定：

2）合同评审（允许当地接受订单的情况下〕：

3）供应商批准：

4）培训需求评估（活动可能有当地方面的因素〉：

5）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化（第 1 级和第 2级〕和变化：

6）管理评审：

7）纠正措施评估：

8）内部审核策划和结果评估：

9）质量策划和持续改进活动（活动可能有当地方面的因素）：

才0）设计活动。

为了充分评估质量管理体系，应对所有现场进行审核。不允许进行现场抽样。

如何在现场和（现场或外部〕支持功能之间分配审核入日是认证机构的责任。如果认证机构显著更改基
准员工总数分自己，需在审核计划文件中进行说明。

表 5.3 “集团”审核方案审核人日减少

现场数量 ｜减少百分比，仅用于初次和
再认证审核

2至9 20 

10 至 19 30 

20 及以上 40 

减少百分比只适用于初次和再认证审核入日计算。随后的监督审核基于减少的初次审核人日计算值。

认证机构有责任编制一个总日数基于最小计算值（见表 5.2 和附件 2－…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6）的审核计
划。

集团审核方案中的每个现场都必须有一个单独的：

a）审核计划和审核策划（见第 5.7 条〉：

b）审核报告（见第 5.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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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认证决定（见第 5.12 条〕：

d）证书（见第 5.13 条〉。不允许只用一个证书列出所有现场或采用集团证书。

5.4 审核人日确定－允许的减少

在确定审核人日时，以下情况下可以允许人日减少：

a）非产品设计职责（见第 6才条〕的客户实体〔包括外部支持功能在内的现场）可减少 15%的现场审
核人曰：

b）从现有 VDA 6.1 与 ISO 9001 证书升级到 IATF 16949。初次审核第 2 阶段日数可减少不超过表 5.2
中规定的审核人日的 50%:

如果范围扩大，则不得减少审核人日，要 100%保持初次审核要求的审核入日。
c）从 ISO 9001 升级3i1j IA TF 16949。初次审核第 2 阶段日数可减少不超过表 5.2 中规定的审核人日的

30%, 

如果范围扩大，则不得减少审核人日，要 100%保持初次审核要求的审核人曰：
新的 IATF 16949 认证的认证机构应和现有 ISO 9001 认证机构是同一机构。如果 ISO 9001 
认证客户转移至新的认证机构，新的认证机构在 IATF 16949 升级审核之前，应进行至少一
( 1 ）次 ISO 900才监督审核。

d）采用“集团”审核方案（见第 5.3 条〕：

的支持功能涉及多个认证机构。没有进行外部支持功能审核的认证机构可减少审核人日，减少的数量
等于外部支持功能审核所用的人曰：

f) 在过程简单或绩效己证明的情况下，应采用表 5.2 中为初次审核第 2 阶段和再认iiE审核规定的审核
人日，但如果根据认证机构经验，为了周期平衡有理由要减少审核人日，则要在下一个监督审核前
向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提出申请：

g）从符合证明函（见第 5.14 条）升级到 IATF 才 69490 新的 IATF 才6949 认证认证机构应该与现有符合
证明函的发布机构是同一机构。

\1）先前证书撤销后的初次审核。初次第 2阶段审核人日应等同于再认证审核（见表 5.2），如果：

初次审核的认证机构与撤销先前证书的认证机构是同一机构：并且
离先前证书被撤销不超过 12 个月。如果超过才2个月，审核人日应不得减少。

在上述 5.4 a-h 条都存在的情况下，最大综合可能减少的审核人日为 50% 。

5.5 支持活动

现场或外部的支持功能（如：产品设计、合同评审、采购、仓储等等〉应按照要求审核以对现场促供支
持，但是应包含在初次审核第 2 阶段中，在监督审核周期过程中至少再进行一次，在再认liE审核中也要ill
行。唯一的例外是负责产品设计的客户应在每个连续的十二 C 12）个月中至少审核一次其现场或外部设i;l功
能。

在计划初次审核第 2 阶段时，外部支持功能要在现场之前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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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在支持现场被看到的己证明的绩效，可能会需要迸行额外的外部支持功能审核。

认证机构应用文件记录如何在现场和任何现场或外部支持功能之间分配审核人日。

如果外部支持功能支持多个现场，且这些现场被超过一家认证机构审核，客户有两个选项z

逃项 1：每家认证机构可审核外部支持场所。

选项 2：认证机构可接受另一家认证机构对外部支持场所的审核，但在审核之前应满足以下条件：

1) 审核由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按照 IATF 16949 进行：

2) 审核涵盖这些功能的全部产品范围，与基于过程的审核法一致：

3) 在审核之前，客户向认证机构提供另一家认证机构的审核计划、审核报告、所有发

观、电所有纠正措施和验证措施的副本。该信息的语言自客户和认证机构协商确定：

4) 有信息、确认另一家认证机构审核了外部支持场所和现场之间的所有接口：

5) 审核外部支持场所的认证机构验证了客户纠正措施。客户应将所有现场验证活动报告

的副本提供给认证机构。

如果不能满足逃项 2 的条件，认证机构应通知客户，并返回选项仁

5.6 成立审核组

认证机掏应制定一个选择并任命审核组审核员（包括审核组组长）的过程，要考虑其实现审核目标所后
的能力。如果只有一位审核员，该审核员应能够履行审核组组伏在审核中的职责。

审核组应由 IATF 合格审核员组成，具有以认证机构名义进行审核的有效证书，记录在 IATF 数据！年11" 0 

市核组应具有适用于客户认证范围的所有产品代码相关的行业特定经验。

审核组的能力可通过技术专家和翻译得到补充，技术专家和翻译应按照审核组组长的指示操作。者任户g
翻译，则要选择不会对审核造成不当影响的。在任用技术专家的情况下，专家不属于审核组，其时间应额外
r最少审核入日（见第 5.2 条〕。

对于初次认证审核（第才阶段和第 2 阶段），认证机构应指定在过去三（3）年间没有对客户进行 IATF
16949 审核的审核组，除非这个客户是从符合证明函进行的升级（见 5.14.4 条〕。第 t 阶段由指派进行第 2
阶段审核的审核组的一名成员进行，最好是帘核组组长。

30 

认证机构应指派至少一位第 2 阶段审核的审核员参与三（3）年审核周期中的每次监督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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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_ 

注·如果监督审核指定不同的审核组成员，审核员轮换是由于以下情况，认证机构无需获得相关监督办
公室批准，如：

合同终止、辞职、失去认证机构的担保；

在 ADP 和 IATF 数据库中审核员资格失效；

与客户有利益冲突：

个人问题（例如：身体状况、死亡等〕：

不可抗力。

认证机构需要保持在监督审核时更换审核员的理由的记录

对于随后的审核周期，应指派不同的审核组。认证机构可指定上一个三（3）年审核周期的一位审核员
参与再认证审核，以确保和新审核组之间的有效过渡。该审核员不能是审核组组长，不允许参与此监督审核
周期的审核，但可以参与随后的三（3〕年审核周期。

认证机构应指派至少一位再认证审核组的审核员参与每次监督审核。

认证机构在计算审核人日时，应符合对审核组的规定要求（见第 5.2 条）。

5.7 审核策划一所有审核

认证机构应具有过程以确保在现场审核开始前完成审核策划。

5.7.1 用于审核策划的客户信息

认证机构应要求客户提供以下信息，作为编制审核计划的输入3

a）现场和所有相关外部支持场所的员工数量；

b）客户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资料，包括符合 IATF 16949 要求的证据，并显示与任何外部支持功能和／或
外包过程的联系和接口：

c) 自上次审核以来的顾客和内部绩效数据．

d）自上次审核以来的顾客满意度和投诉总结，包括最近的顾客报告和l或记分卡副本：

e）自上次审核以来任何顾客特殊状态的标识：

f) 自上次审核以来任何新顾客通知：以及

g）自上次审核以来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结果。

注．对于特殊审核，可能无需上述部分信息。

5.7.2 审核计划

认证机构应对客户提供的必需信息（见第 5.7.1 条〉进行分析，以根据对顾客的风险、绩效趋势和iif]i1
关键性，确定要优先考虑的关键区域。

注：认证机构应当考虑对客户网站进行评审，以验证其提供的信息（如：组织结构、顾客、支好活动、认
证范围、 IATF 标识使用情况等等〉。

对于客户所提供项目的客户绩效总结（见第 5.7.1 条〉、分析结果和确认的优先顺序应记录并保留为冲’
核记录（见附件 3）的一部分，作为最低限度的内容。审核组成员应为每项审核（初次、监督、再认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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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平 i转移审核）编制一个基于过程的审核计划。审核组组长应确保计划符合第 5.7.2 条要求。

若客户在审核计划发布之前没有提供所要求的信息，审核计划应包含在与现场管理团队召开首次会议之
前用于收集并评审缺失信息的时间，否则需启动认证退出过程（见第 8.1 f 条〕。现场缺失信息评审的时间
应额外于规定的审核入日。

每个审核计划应．

为首次会议之前的现场验证提供至少一（ 1) 个小时，用来验证当前顾客和内部续效数据以及变化，
以及当前在线顾客报告和l或顾客记分卡。如有需要，审核组应基于新验证的所收集到的信息调整审
核计划。这一（ 1〕个小时额外于规定的审核人日，不录入 IATF 数据库：

a) 

注．如果外部顾客绩效数据直接报告至外部支持功能，那么现场的至少一（ 1 〕小时也适用于在外部支持
功能的审核。否则，在外部支持功能不需要预备此一（ 1 〕小时。

b）识别待审核客户过程的名称：

c）识别何时审核与外部支持功能的相互作用：

d）识别每个待审核制造过程的特定名称和班次：

e）识别何时验证之前审核中纠正措施的现场评审（见第 5.2 条）；

。 识别哪些顾客特定要求安被审核：

g）记录每天审核总小时数以及每位审核组成员的总审核人曰：

h）当审核主现场和各扩展制造现场时，识别各自的审核日期和时间，如果需要，识别在不 li\J地圳的圳
场之间转换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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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基于过程的审核计划时，要考虑在连续几天进行的活动的时间选择，以避免对向一过程进行不必
要的重复访问。

注z 审核策划指导见 180/IEC 17021 以及 IATF 16949 的 IATF 审核员指南。

审核计划在审核开始之前要传送给客户。任何已发布审核计划的变更都要保留为审核记录的一部分（见
第 9.1 条）。

进行现场审核活动

认证机构应制定一个过程，以按照 180/IEC 17021 以及 IATF 16949 的 IATF 审核员指南的相关指导进
行现场审核，并采用汽车行业过程方法评估质最管理体系按照 IATF 16949 的实施级别。

每次现场审核（第 2阶段、监督、再认证和转移）应评估至少以下内容：

5.8 

a）符合 IATF 16949 要求的信息和证据。在第 2阶段审核、监督审核周期和再认证审核中，要审核所有
IATF 16949 要求的有效实施情况；

管理层对其政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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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评审的有效性和行动结果：

政策、续效目标、责任、人员能力、操作、程序、续效数据、内部审核发现和结论之间的联系，以
及客户组织或管理层的变化：

基于过程的内部审核以及己实施的纠正措施有效性分析；

自上次审核以来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顾客投诉和客户响应（再认iiE审核见第 6.8 条），包括评审适用的在线 IATF OEM 顾客绩效报告
（如：记分卡、特殊状况等〉：

h）有哪些计划用于确保实现关键顾客绩效目标，并且在目标未达成时客户会有纠正措施计划。如果没
有行动计划来解决没有实现的关键顾客目标／指标，如果计划没有及时实施和l或发现己完成的措施没
有有效实施，应开具严重不符合：

自上次审核以来新客户要求的实施情况；

客户收集、传递并实施顾客特定要求的过程。 IATF OEM 成员优先：

顾客特定要求，包括受审核的顾客特定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信息和证据。在三（ 3）年审核周期中要
对顾客特定要求进行抽样以检查有效实施情况，要保留受审核要求的特定记录。 IATF OEM 成员
（宝马集团、美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戴姆勒公司、意大利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福特
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致雪铁龙集团、法国雷诺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的顾客特定要求优

先：

c) 

d) 

)) eAH79 

注：此类 IATF OEM 顾客特定要求可以以 IATF OEM特定要求、合同条款、服务级别协议、 SQA程序形
式发布。

客户过程、顺序和相互作用、绩效与确定措施，着重于直接影响顾客的过程。过程应在其发生的场
所进行审核：

m）客户过程的操作控制，

n）制造情况应在发生的所有班次审核，包括对换班的适当抽样。在第 2 阶段、再认证和转移审核中，
每一班次的所有制造过程都必应审核。不允许对班次或过程抽样。在随后的监督审核周期中（取决
于审核次数，见第 5.1.1 条），每一班次的所有制造过程都应审核：

。）顾客关注点和相关过程文件（即z 控制计划、 FMEA 等等〕之间的联系，包括任何变更的有效实施
情况：

（在制造的审核期间）控制计划、 FMEA 以及相关文件的有效实施情况：

IATF 16949 证书中包含信息的准确性；

r) 所选认证结构的判定依据持续满足附件4 中的要求。

审核组在审核中应就审核进度与客户定期沟通。

审核组应在其审核员笔记中记录符合以及不符合要求的客观证据，
〔见第 9.1 条）。

此证据要保留为审核记录的一部分

j) 

k) 

p) 

q) 

认证机构不应由于不符合的识别而终止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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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发现

审核组应记录与审核准则的符合和任何发现的不符合情况，以支持认证决定过程（见第 5.12 条〕。

审核组应确认并向客户报告任何不符合及支持的审核证据。确认不符合时，审核组应按照第 10.0 条中
的定义，将其分成严重或一般。确认的不符合不得被报告为改进机会，不得在审核过程中关闭。

不符合应分为三个不同部分进行文件记录：

5.9 

不符合陈述：

要求，或要求的具体参考；

支持不符合陈述以及证明不符合分类合理的客观证据。

4EqLqa 

注：一个不符合可能涵盖超过一个“应的”要求。

审核组不得向客户建议解决己确认的不符合的具体办法。在符合的情况下，可以确定改进机会（见第
10.0 条）。

5.10 编制审核报告

审核组应分析所有在审核过程中收集的信息和审核证据，并且就审核结论达成一致意见。认证机构应在
每个现场或外部支持场所的末次会议上向客户提供一份书面审核报告（初稿或终稿）。审核报告初稿应描述
所有不符合、改进机会（见第 5.9 条）和审核组对认证机构决定职能部门的建议。在发布严重不符合的情况
下，审核组应通知客户相应的认iiE退出过程所需后续步骤和时间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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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应在每次审核之后十五（ 15）个日历日出具最终审核报告。最终审核报告应得到客户管理者代
表的确认（如：通过手写签名、注有日期的电子邮件等〕。

最终审核报告应基于 ISO 17021 规定的相关指导，并包含以下信息：

范围、产品和审核周期中要求受审核的全部汽车顾客名单：

现场员工总数，包括永久、兼职、合同、日薪工人平均数和临时员工。对于有扩展制造现场证书结
构的单一现场，各现场的员工总数应分别确认；

全部汽车顾客名单，如果适用，还有其顾客特殊要求的最新日期：

a) 

b) 

客户制造现场的 IATF OEM 供应商代码列表：

客户对 IATF OEM 顾客的绩效（如：产品质量、交付和特殊状况〕总结，以及绩效未能满足时所采
取措施的书面信息：

受审核过程总结（见附件 1.1 中的表格〉，以及每个受审核过程绩效的书面信息（如：确定的目标、
指标和当前绩效〉，包括与己审核的其他现场和／或外部场所的支持／被支持过程相互作用的书fffi Jil'i 
述：

))) CAue 

f) 

g）受审核制造过程总结〔见附件 1.2 中的表格）：

审核过程中获取证据支持的不符合和改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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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组名称以及任何任用的相关技术专家或翻译：

IATF 16949相关条款和客户质量管理体系不符合的相互参照；j) 

k) 如果报告中包括外部支持场所，则应说明其地址、功能、所支持现场的列表以及受审核相互作用的
书面描述：

!) 确认符合规则 5.2.h 中条件的书面总结（如适用）：

m）审核组对认证机构决定职能部门的建议：

n）最终审核计划的副本（见第 5.7.2 条〕：以及

的对于具有扩展制造现场认iiE结构的单一现场，该报告应包括所有现场的完整地址，包括主制造现场
的识别和涵盖所有现场的认证完整范围。该报告应包括对具有扩展制造现场的单一现场的认证结构
的判断理由，以及对当前条件的确认（见第 5.8 r 条〕。

外部支持场所的最终审核报告还必须包括其所支持的现场列表以及受审核相互作用的书面描述。

5.11 不符合管理

客户和认证机构有责任管理不符合的有效关闭，按照下文所示。

5.11.1 客户对严重不符合的资任

认证机构应要求客户在现场审核末次会议后最多二十（20〕个日历日内提交以下内容的证据：

a）己实施的纠正：

b）根本原因，包括所使用的方法、分析和结果：

认证机构应要求客户在现场审核末次会议后最多六十（60）个日历日内提交以下内容的证据：

已实施的用于消除不符合的纠正措施，包括对其他类似过程和产品影响的考虑：c) 

d) 已实施的纠正措施有效性验证。

5.竹 .2 客户对一般不符合的责任

认证机构应要求客户在现场审核末次会议后最多六十（60〕个日历日内提交以下内容的证据：

a）已实施的纠正：

b）根本原因，包括所使用的方法、分析和结果：

c) 己实施的用子消除不符合的纠正措施，包括对其他类似过程和产品影响的考虑：

d) 已实施的纠正措施有效性验证。

5.11.3 认证机构责任

认证机构应在现场审核末次会议后最多九十（90）个日历日内评审提交的信息，并对其可接受性进行Vi: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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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接受，关闭不符合，认证机构应在下一次审核中验证己确认纠正措施的有效实施情况（见第 5.2
条和第 5. 才 1.5 条），除非进行了特殊审核（见第 5.11.4 条和第 7.2 条）。

如果不可接受，认证机构应在审核末次会议后最多九十（90）个日历日内与客户解决未解决的问题。若
无法解决，最终审核结果应被视为失败， IATF 数据库应进行更新。认证决定应为否定的（见 5.12 a-d 
条〉，客户应从初次认证审核（第才阶段准备评审和第 2 阶段审核〕重新开始。当前有效的证书也要立即撤
销。

在纠正措施无法在现场审核末次会议后最多九十（90）个日历日内实施完成的特殊情况下，如果满足以
下条件，认证机构应考虑不符合保持开放但才00%解决z

a）已经对情况进行遏制以预防顾客风险，包括评审对客户过程的系统影响；

b）有证明消除不符合项的可接受措施计划、说明和记录的文件化证据，包括评审对客户过程的系统影
响：

c）在下一次审核之前安排了基于已接受措施计划的现场特殊审核〈见第 7.2 条）：

d）在 100%解决己经确定的情况下，认证机构应保持说明理由的记录。

认证机构应在下一次审核中验证己确认纠正措施的有效实施情况（见第 5.2 条〉。

!
iill

:; 

::

jilli 

5.11.4 严主量不符合的现场验证

如果是严重不符合，认证机构应进行现场特殊审核（见第 7.2 条〉以验证纠正措施，并在现场审核末次
会议后最多九十（90）个日历日内完成特殊审核。

如果发现针对严重不符合的已接受的纠正措施计划未能有效实施，审核结果应被视为失败， IATF 数据
库应进行更新，证书也要撤销（见第 8.4 条）。

在纠正措施验证完成之后，认证机构应向客户出具一份补充报告，其中包含每个不符合验证的详细信
息。

5.11.5 一般不符合的现场验证

在现场审核末次会议后最多九十（90）个臼历日内对一般不符合的纠正措施的现场验证，由认证机构根
据知识和经验自主决定。

如果发现针对一般不符合的已接受的纠正措施计划未能有效实施，针对纠正措施过程，将会提出新的严重
不符合（见 IATF 16949 第 10.2 条），之前的一般不符合将重新确定为严重不符合。

在纠正措施验证完成之后，认证机构应向客户出具一份补充报告，其中包含每个不符合验证的详细信
息。

5.12 认证决定

认证机构应至少有一名承担认证决定职能的成员，对认证决定行使否决权。此类人员由相关 IATF 监督
办公室批准（见第 4.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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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F审核要求有认证决定 mp，授予或不授予〕 z

• 初次审核之后的初次认证；
@ 每次监督或特殊审核之后的连续认证：
@ 再认证审核之后的再认证；
@ 转移审核结论之后的认证。

在作出认证决定之前，认证机构应确认t

a）审核组最终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对于认证要求和范围而言是足够的：

b）任何提出的改进机会均有对符合（见第 10.0 条）的文件化客观证据的支持，而非将不符合误分类为
改进机会，或写入可以被视为解决不符合的咨询或建议的条款中：

注： IATF 将改进机会的误用或不当应用视为对认证机构的严重不符合。

c）在审核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已经评审并接受，纠正的有效性、根本原因和纠正措施己经验证，或者
客户的计划纠正、根本原因和纠正措施被视为才00%解决：

d）审核员作出的关闭或视为 100%解决的决定满足第 5才 1.3 条的要求。

认ii.E决定职能部门应在审核发现、结论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信息（如：公共信怠、客户对审核报告的意见
等邻〕评估的基础上作出认证决定。在作出认证决定之前，认证决定职能部门可要求额外信息，以便澄清审
核统战终报告的所有方面。

认ii.E决定应在第 2 阶段、监督、再认证、转移或特殊审核（见第 5.1.1 条）最后一天后最多才20 个日历
｜牙以内、上一个证书到期之前作出。认ii.E决定日不允许提前或推后。如果超过认证决定的时间限制，客户应
从初次认证审核（第 T 阶段准备评审和第 2 阶段审核〕重新开始。

认证机构应确保进行初次认证、监督、再认证、转移或特殊审核决定的认证决定职能人员不同于那些进
行审核的人员。

5.13 认证和证书出具

在作出肯定的认证决定之后应出具证书。证书的内容应－

a）采用客户规定的语言，但应有英文版本，

b）只包括满足证书范围声明（见第才0.0 条〉中 IATF 16949 适用性的汽车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全部设计
和制造活动：

c）包括 IATF 16949 的发行版本；

d）包括认证日期（认证机构作出认证决定当日〉和到期日期（认证日加上最多 3年减 t 天）：

e）包括 IATF 16949 第 4.3.1 条“应用”中规定的允许除外条款：

f) 在首页列出被认证机构的名称及其完整地址。对于具有扩展制造现场的单一现场的认liE结构，主观
场应被列在证书的首页，随后为每个附加的扩展制造现场名称和完整地址。如果附加的扩版flit］边现
场不适合列在证书首页，认证机构可以将其移至证书的第 2 页，并在证书首页对其进行交义引用。
不允许将邮箱（即： P.O.〕做为地址。允许一个现场有多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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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只有当客户能够证明多个公司名称根据相关国家法律被列在单一登记文件上，才允许使用多个名
称。

g）如果证书中包含附录／附件，则应包含页码（如·第 T 页l共 3 页〕，并且每个附录都应标有 IATF 和
认证机构的证书编号：

包括发布日期或使用页脚，以控制证书和附录的版本级别；

在证书附录中包括作为质量管理体系－部分并且受到审核的外部支持功能（如：设计、采购、合同
评审等等〕。证书应包含其完整地址和职能。所列出的职能应符合 IATF 数据库中确认的职能列表。
如果一个外部支持功能支持的现场超过一个，则每个现场证书都应包含此外部支持功能：

) 
K
H
A

叮
，

j) 

k）在证书每一页与认证机构标识同样显著地标示 IATF 标识。证书上不允许出现客户标识：

I) 证书上不标出认证机构成员标识；
m）为集团审核方案中的每个现场出具一个单独证书，编号为通用的认证机构证书编号加上后缀：

n）包括认证机构证书编号和 IATF 证书编号：

的不应包括认证机构不被 IATF 认可的其他标准〔如： ISO 900们。

向客户出具的证书草稿应带有水印。 IATF 才 6949 证书只能自 IATF 签约认证机构办公室或受该办公室控
制的区域办公室出具。

包括认证机构签约办公室的名称和地址（城市l州l国家〉：

iji 

证书出具日期为认证决定日（见第 5.12 条）。证书信息应在认证决定后七（7〕个日历日内用英文录入
IATF 数据库，并采用规定格式。

在证书信息录入当日后二十（20）个日历日内，应向 IATF 数据库上传证书。若证书作出任何修订，修
订后的证书应在二十（20）个日历日内上传至 IATF 数据库。

上传证书的格式应满足以下要求：

至少为英文：
包含证书的所有附录（只可上传一个文件）：
保存为黑白、彩色或灰度：
采用.pdf格式文件（拒绝其他所有格式〉：并且
文件（包括全部附录在内）不得超过 2MB。

5.14 符合证明函

符合证明函用于确认在客户由于以下原因无法实现 IATF 16949 认证的情况下，存在满足 IATF 16949 
和本“规则”要求的过程z

a）内部或外部认证范围内汽车生产和／或服务零件绩效数据不足十二（才2）个月的新现场；

b）能够证明其在要求认证或符合 IATF 16949 的顾客的有效投标人名单中的现有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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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 符合证明函决定

在以下情况之后，认证机构可出具符合证明函．

a）客户能够提供第 1 阶段准备评审（见第 6.5 条）所需的信息，包括内部和外部绩效数据，以及一个
完整周期的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但没有十二什2）个月内部审核和绩效数据：

相关现场已经完成初次审核（第 1 阶段准备评审和第 2 阶段审核），没有开放不符合项：并且

通过否决权（见第 4.1 条〉的批准。

b) 

c) 

5.14.2 符合证明函内容

符合证明函出具日期为批准决定日，有效期最多为十二 C 12）个月。符合证明函上不得出现 IATF 标识
和 IATF 证书编号，因此，审核和符合证明函不得录入 IATF 数据库。

符合证明函不应作为证书出现。

符合证明函模板应获得 IATF 监督办公室批准。

5.14.3 重新申请符合证明函

如果要求 IATF 才6949 认证的顾客未在十二 C 12）个月之内出具合同，客户可重新申请另一份符合证明
函，无需进行第 1 阶段准备评审，允许将第 2 阶段审核人日最多减少 50% C见第 5.2 条和第 5.4 g 条〉。

5.14.4 认证资格

一旦客户拥有新现场的十二 C 12〕个月绩效数据，或者客户在要求 IATF 16949 认证顾客的有效投标入
名单中，同一认证机构应从初次审核（第才阶段准备评审和第 2 阶段审核〉开始认证过程，允许将第 2 阶段
审核人日最多减少 50% C见第 5.2 条和第 5.4 g 条〉。

减少 50%只适用于初次审核，并且初次审核在符合证明函到期日之前开始的情况。随后监督审核周期不
得减少审核人日。

应当指派对符合证明函进行初次审核的一名审核组成员参与初次审核以及三（3）年审核周期内的每次
监督审核为。

第 2 阶段审核应在符合证明函到期日之前开始。如果超过该时限，客户应从初次认证审核（第 1 阶段准
备评审和第 2阶段审核〉重新开始，并且不得减少审核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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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审核

6.1 申请 IATF 16949 认证

认证机构应要求申请客户的授权代表提供必要信息，以便认证机构能够基于以下内容确定完整报价：

a）期望的认证范围：

b）期望的认证结构（见第 10.0 条和附件的，包括申请客户的基本信息，如客户名称、现场地址以及
附属的扩展制造现场和所有相关外部支持场所的地址。如果适用，应提供主现场和附属的扩展制造
现场之间路途所需时间：

注：认证机构应了解串请客户的法律结构、过程图、质盘手册、现场1司产品和制造运行这些E重要方面的信
息。

c）与会影响要求符合性的客户所有外包过程有关的信息：

d）与管理体系咨询的使用有关的信息；

的与产品设计责任有关的信息：

f) 汽车顾客信息，包括 IAτF OEM 供应商代码：

g）员工总数，包括全职、兼职、临时和合同：

h）关于现有或以前 IATF 16949 认证的信息，包括以前认证机构名称、前三（3）年审核周期的审核报
告、所有关闭不符合的证据以及证书的状态（即：注销、撤销或颁发）。如果申请客户的证书被撤
销，认证机构应联系其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以获取关于撤销原因的信息（见第 8.7 条〉。

客户未能披露以前 IATF 16949 认证信息将被视为违反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并将导致客户 IATF
16949 证书的撤销或不能作出肯定的认证决定。

确定产品设计责任时，认证机构应允许两个选项：

1) 客户责任，包括外包设计；或

2) 顾客责任。

如果客户提供了其不负责设计的证据，认证机构应从审核范围内排除 IATF 16949 第 8.3 ；击“产1品设
计”。

根据申请客户提供的信息，认证机构应确定期望的认证范围是否符合 IATF 16949 的适用性要求（第
1.0 条〉以及期望的认证结构是否符合附件 4 的要求。

认证机构应保留证明满足本条要求的文件资料。

6.2 申请评审

在执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见第 3.1 条〕过程之前，认证机构应对现有报价和认证补充信息Jlt行评
审，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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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认证要求都己明确、记录，并提供给申请客户：

c）认证机构与申请客户之间的任何已知理解差异已经解决：

d｝认证机构有能力履行认谊活动：

e）认证范围、申请客户操作场地、完成审核需要的时间以及任何其他影响认证活动的事项都考虑在内
（如：语言、安全条件、公正性威胁等〕：

f) 保持进行审核的决定的理由记录。

根据申请评审，认证机构应确定所需要的审核组（见第 5.6 条〕能力和认证决定（见第 5.12 条〉能力。

6.3 预审核

在客户的要求下，认证机构可在第 1 阶段准备评审之前进行“预审核或事前评估”。预审核属于一种审
核，但是不属于初次审核（第丁阶段准备评审和第 2阶段审核）。

预审核应：

a）对客户的一个现场单独进行一次。如果对同一客户的任何现场进行超过一次预审核，则视为管理体
系咨询：

b｝少于初次审核第 2阶段（见第 5.2 条〉审核时间的 80%,

c）不减少初次审核（第才阶段准备评审和第 2阶段审核〕 （见第 5.2 条〕的审核时间。

派遣进行预审核的审核员不得是初次审核（第 1 阶段准备评审和第 2 阶段审核）审核组的成员。预审核
可能会产生不具约束力的发现，不提供解决方案建议。

6.4 初次审核

初次审核分两个阶段z 第才阶段一准备评审和第 2 阶段一现场审核，包括任何外部支持功能（见第 5.5
条〕。

认证机构应在客户现场进行一（ 1 ）到两（2）天的第 1 阶段准备评审。对于集团审核方案，认LiE机构j虫
在客户的每一个现场分别进行一（才） iU两（2〕天的第才阶段准备评审。

在特殊情况下，认证机构可向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申请批准：

a）不访问客户现场而完成所有要求的第 T 阶段活动；或

均不访问集团审核方案中的所有现场而完成所有要求的第 1 阶段活动。

不进行访问的决定必应是有正当理由的、有文件记录的，并且获得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flt1fI ，此类现
由应基于客户规模、地点、风险考虑因素、之前的知识和多个现场相同的过程，并且应告知客户第 2 阶段现
场审核的策划可能是不准确的。

6.5 第 t 阶段准备评审活动

第 1 阶段由为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审核成立的审核组成员之一进行，最好是审核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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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第 T 阶段策划

认证机构应要求客户提供必要的文件资料以备评审，包括以下内容z

a）对提供外部场所和支持的描述：

b）对显示顺序和相互作用的过程的描述，包括确认外部支持功能和外包过程：

c）至少前十二（ 12）个月的关键指标和绩效趋势：

d）客户过程己经满足 IATF 16949 全部要求的证据：

e）质量手册，包括与现场或外部支持功能的相互作用；

。 已经按照 IATF 16949 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内部审核周期及随后的管理评审的证据：

g）合格内部审核员名单以及资质确认准则：

h）汽车顾客名单及其顾客特定要求（如适用〉：

i) 顾客投诉总结、响应、记分卡和特殊状况（如适用）。

6.5.2 第 1 阶段活动

第 1 阶段用来z

a）评估客户管理体系文件资料，包括与任何外部支持功能和外包过程的关系和联系，

b）评估客户场地和现场特定条件，与客户人员商讨以确定为第 2 阶段审核准备就绪：

c）评估客户状态和对标准要求的理解，特别是确定管理体系的关键绩效或重要因素、过程、目标和操
作：

d）收集与管理体系范围、过程和客户场地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因素和合规性（如：质量、环境、客户悚
作的法律因素、相关风险等等〕有关的必要信息：

e）评审第 2 阶段审核的资源分配，与客户就第 2阶段审核的细节达成一致意见：

f) 通过充分理解可能的重要因素背景下客户的管理体系和现场操作，为第 2 阶段审核策划提供111点；

g）评估是否计划并执行了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并且管理体系实施级别验证客户已经准备好进行第 2
阶段审核：

h）验证客户和设计承包商有适当的能力满足 IATF 16949 第 8.3 条的全部要求，包括客户与承包阳之间
的接口。

6.5圃3 第 1 阶段决定

审核组应基于在准备评审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确定客户是否已为第 2 阶段审核做好充分准备。！徐＞ll0Ip
核组得出以下结论，否则现场被视为“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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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所需项目不存在或不完整；或

b）有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第 2阶段审核中管理体系有效实施的严重不符合。

审核组应在第才阶段末次会议中向客户告知决定，并出具书面报告。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Jiltl ··-· IATF 16949第五版
© 2016 －美国汽车工业行动袋团（AIAG）、© 2016 －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ANFIA）、

©20俑『国际汽车工作组法国〈办公室〕 (IATF）、© 2016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 、
© 2016 －德留汽车工业协会质盈管理中心（VDA QMC) 

版权所有

iso19011@hotmail.com



6.6 

第 1 阶段书面报告必应包含以下信息：

a）有关第 6才 a-h 条的详细信息：

b）任何可能在第 2阶段审核中被分类为严重或一般不符合的疑虑区域：以及

c）审核组决定（即： “准备好”或“未准备好”）。

第 1 阶段准备评审报告中不提出不符合。

若审核组确定客户“未准备好”进行第 2 阶段审核，客户应进行另一次第 1 阶段准备评审。

第 2阶段审核计划应基于对第 1 阶段准备评审所评估的信息来编制。

第 2阶段审核

6.6.1 第 2 阶段审核活动

第 2 阶段审核是一个基于客户管理体系实施〔包括有效性〉评估的过程。第 2阶段审核在现场进行。

在确定第 1 阶段准备评审和第 2 阶段审核之间的时间间隔时，要考虑到客户需要用于解决第 1 阶段准备
评审中确定的疑虑方面。第 2阶段审核从第 T 阶段准备评审肯定决定后九十（90）个日历日内开始。

在确定不符合时，认证机构应遵循不符合管理的有关要求（见第 5.11 条〕。

认证机构应在第 2 阶段现场审核末次会议之后二十（20）个日历日内向 IATF 数据库录入所有要求的审
核数据。信息要采用英文和规定的格式。

6.6.2 授予初次认证的信息

审核组向认证机构决定职能部门提供的信息必应至少包含z

a）书面报告（第才阶段准备评审和第 2阶段审核〉：

b）不符合顶和纠正、根本原因分析以及客户采取的纠正措施：

c）是否授予认证的建议，以及任何情况或观察结果。

认证决定应根据第 5.12 条的要求作出。

认证机构应向客户告知认证决定并出具证书。证书信息应在认证决定七（7）个日历日内录入 IATF 数据
库，采用英文和规定的格式。证书要在录入证书信息后二十（20）个日历日内上传至 IATF 数据库。

6.7 监督审核

6.7.1 监督活动

监督活动包括现场审核，评估认证客户管理体系是否满足规定的要求，但不一定是全面的体系审核。

监督审核应遵守第 5.8 条规定的要求。

~认证机构确认有不符合时，在最后一个审核日启动认证退出过程（见第 8.1 c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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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应通过证明客户持续满足 IATF 才 6949 的要求来保持认证。可以根据认证机构决定职能部门作
出的肯定结论来保持客户认证（见第 5.12 条）。

认证机构应在监督审核末次会议日后二十（20）个日历日内，向 IATF 数据库录入审核数据和证书状态
的任何变更。信息应采用英文和规定的格式。

6.8 再认证审核

6.8.1 再认证活动

应策划并执行再认证审核，以评估对 IATF 16949 要求的持续满足情况。再认证审核的目的在于确认管
理体系整体的持续符合性、有效性以及其对于认证范围的持续相关性和适用性。

审核组成员应按照第 5.7 条的规定编制一个审核计划。审核计划输入应包括在认证周期内管理体系绩效
的评审，以及先前监督审核报告评审。

再认证审核应满足第 5.8 条中规定的要求。

再认证审核包括现场审核，落实以下问题：

a）管理体系根据内部和外部变更的整体有效性以及其对于认证范围的持续相关性和适用性；

b）己证明的为了增强整体绩效而保持的管理体系有效性和改进的承诺：

c）认证的管理体系操作是否有助于达成客户政策和目标；

d）质量管理体系规定的所有过程与管理体系整体有效性之间的有效互动。

当认证机构确认有不符合时，在最后一个审核日（见第 8.1 c条）启动认证退出过程（见第 8.0 条〉。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到期之前为实施的纠正和纠正措施确定时间限制，将从暂停过程的最大时间限制中扣
除（见第 8.0 条）。

认证机构应在再认证审核末次会议日后二十（20）个日历日内，向 IATF 数据库录入审核数据和证书状
态的任何变更。信息应采用英文和规定的格式。

6.8.2 授予再认证的信息

认iiE机构根据再认证审核的结果，以及认证周期内体系的评审结果，作出更新认证的决定。

认证决定应根据第 5.也条的要求作出。

认iiE机构应向客户通知认证决定并出具证书。信息应在认证决定后七（7) 个日历日内用英文录入 IATF
数据库，并采用规定格式。认证机构应在录入认证信息后二十（20）个日历日内将证书上传至 IATF 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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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审核类型

转移审核

当 IATF 16949 认证客户决定更换认证机构的时候，发生转移审核。

新的认证机构应建议客户通知以前的认证机构其转移意图（见第 3.1 条和第 3.2 条）。

只要客户和认证机构之间有有效的合同，，以前的认证机构不应在转移过程完成之前使用转移通知作为

理由暂停或注销客户的证书。

7.1.1 转移审核开始之前的活动

求：

新的认证机构应通过使翔 IAτF 数据库半自动转移请求过程检查客户的转移资格，以确保满足以下要

a）新的认证机构应得到 IATF 认可；

b）现有证书是有效的。证书撤销或注销的客户没有转移审核的资格：

的申请转移的客户并非在过去三（3）年间从另一家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转移而来：

d）两次转移审核应最少间隔三年（－3个月〉或两年九个月：

e）审核组成员之前没有审核该客户。 “之前没有审核过”指审核组成员至少在一（ 1) 个完整的三

(3）年审核周期没有加入审核组

应保留批准转移的记录（见第 9.1 条〉。

一旦获得批准，在转移审核开始之前，应满足以下条件：

f) 新的认证机构不得转移处在任何 IATF OEM 特殊状况下的客户，直至现有认证机构至少进行过一次

现场审核，验证了己确认纠正措施的有效实施情况：

g）客户当前 IATF 16949 认证不得处于暂停状态。如果在之前十二 C 12）个月内，证书由于第 8才 a、 b

或 c 条暂停，新的认证机构不得转移客户，直至现有机构至少进行过一次现场审核，验证了己确认

纠正措施的有效实施情况；

h）客户应向新的认证机构提供过去三〔3〕年的审核报告，包括证明现有认证机构发布的现场和任何外

部支持功能的所有不符合项已经关闭的证据。不接受 100%解决；

i) 新的认证机构应对所提供的审核报告和所有发现进行评审，

j) 新的认证机构应进行文件评审，对质量管理体系绩效的关键指标进行评审。

转移审核及其审核日与再认证审核指向（见第 5.2 条〕。审核策划和执行应满足第 6.8 条规定的要求。

新的认证机构应在原先认证机构计划的下一次监督审核或再认证审核之前，完成所有的转移活动，包括

上述 7.1.1 a才条。未能完成所有要求的活动应导致按初此认证审核进行（见第 6.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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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转移审核完成之后的活动

确认不符合项之后，认证机构应按照不符合管理的相关要求进行操作（见第 5.11 条〕。

认证决定应根据第 5.12 条的相关要求，在转移审核最后一天起最多 120 个日历日内、现有的有效

IATF16949 证书到期日前作出。

在满足所有认证要求的条件下，新的认证机构会出具证书，开始一个三（3）年认证周期。

新的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决定后七（7) 个日历日内将证书信息，包括之前的 IATF 证书编号录入 IATF 数

据库。信息采用英文和规定格式。

在新的证书已发出通知盾的七（7〕个日历日内，之前的认证机构应注销之前的证书。

证书信息录入之后二十（20〕个日历日内，应将证书上传至 IATF 数据库。

7.2 特殊审核

认证机构可能有必要对认证客户进行审核：

以调查由于绩效投诉（见第 8. 才 a 条和第 8.1 b 条〕：

导致的客户质量管理体系变化（见第 3.2 条）：

客户现场重大变化：

证书暂停（见第 8.3 条）：

验证针对严重不符合所识别的纠正措施的有效实施（见第 5.11.4 条〉；

验证针对视为开放但 100%解决的不符合识别的纠正措施的有效实施（见第 5.11.3c 条），

证书撤销（见第 8.7 条）。

不得终止特殊审核。

特殊审核以及原因要在审核末次会议后二十〔20）个日历日内录入 IATF 数据库。外部支持功能的特殊

审核不应被录入 IATF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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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进行特殊审核，认证机构应提前将情况告知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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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证书认证退出过程

所有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应具有采用下列定义和要求的规定过程。

8.1 认证退出过程的启动

以下情况的发生日便是认证返出过程的开始曰：

a）认证机构从 IA了F OEM 成员、相关 IATF 监督办公室或客户的任何汽车顾客收到了对客户的投诉：

b）客户向认证机构通知 IATF OEM 的特殊状况，要在收到特殊状况后十（10）个日历日内或顾客规定
的时间通知认证机构：

c）含有不符合项的监督或再认证审核末次会议日（见第 5.10 条〕：

d）客户由于所有权变更或符合认证适用范围的产品制造中断，自愿申请暂停：

e）监督审核未能按照允许的时间间隔和安排进行（见第 5.川条）：

f) 未能向认证机构提供进行有效审核策划的所需信息（见第 5.7 条） 0 

8.2 情况分析

认证机构应对情况采取及时分析，以确定情况的严重程度和对认证客户顾客的风险，在适用情况下要考
虑 IATF OEM 顾客特定要求。分析要在认证退出过程开始日之后最多二十（20）个日历日内完成。

若出现严重不符合项，分析还应包括评审客户提交的根本原因（包括使用过的方法）、分析、结果和己
实施的纠正措施（见第 8.1 a 条和第 8.1 c 条）。

如果受影响现场是集团审核方案中的一部分，分析还应包括对疑虑和其对所有现场影响的评审。

8.3 证书暂停决定

根据情况分析（见第 8.2 条），认证机构决定职能部门应在认证退出过程开始日之后最多二十（20）个
日历日内决定是否暂停证书。对于集团审核方案中的暂停，要保持暂停或不暂停的理由记录。

若由子第 8.1 c 条（含有严重不符合项〉或第 8.1 e 条（未按时执行监督审核〉启动证书认证退出过
程，认iiE决定应为暂停客户证书。

在决定暂停证书的情况下，要在最多十（才O〕个日历日内将决定传达给客户，并更新 IATF 数据库。认
iiE机构应要求客户在暂停通知后最多二十（20）个日历日内提供纠正措施计划。

在监督审核未能按照允许的时间间隔和安排进行的情况下，认证机构应在证书暂停后九十（ 90〕个日历
日内重新安排并执行监督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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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不暂停证书但涉及一般不符合项的情况下，认证机构应要求客户遵守不符合管理的一般过程（见
第 5.1 才条）。在所有其他情况下，要保持第 8.8 条流程图中规定的时间安排。

要保持暂停或不暂停决定的记录或不暂停的理由（见第 9.1 条）。

证书暂停是一个不超过才 10 个日历日的临时状态（见第 8.8 条活动列表的过程图），其结果是证书的恢
复或撤销。在暂停期间，证书仍然有效，并且受到 IATF 认可。

8.4 验证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退出过程开始后最多九十（90〕个日历日内，验证认证客户己确认的纠正措施的有效
实施情况。是否要进行现场验证自认证机构完全自行决定。认证机构应保持决定理由的记录。

在由于严重不符合（见第 8.1 c 条〕而启动认证返出过程的情况下，认证机构应进行现场验证（见第
5.11.4 条），现场审核被视为特殊审核（见第 7.2 条〕，并录入 IATF 数据库。

在由于来自 IATF OEM 的特殊状态条件而启动认证退出过程的情况下（见第 8.1 b 条和第 10.0 条〉，认
证机构应进行现场验证且现场审核将被视为特殊审核（第 7.2 条），并录入 IATF 数据库。

在由于未按时执行监督审核而启动认证退出过程的情况下（见第 8.1 e 条），现场审核应重新安排监督
审核，并录入 IATF 数据库。

在纠正措施未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审核生且应建议撤销证书。

8.5 恢复l撤销决定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退出过程开始后最多 110 个的日历日内，作出恢复或撤销证书的认证决定（见第
5.12 条）。

认证机构恢复或撤销证书的认证决定应与客户的顾客特殊状况无关。

决定要在最多十 C 10）个日历日内传达给客户。要保持撤销或恢复证书决定的记录（见第 9.1 条）。

对于再认证审核，认证退出过程应在再认证决定之前完成。

8.6 证书恢复

若认证机构决定恢复证书，则应－

a）通知认证客户，并

b）更新 IATF 数据库。

8.7 证书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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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认证机构决定撤销证书，则应2

a）通知认证客户，

b）要求认证客户交还 IATF 16949 证书，并

c）更新 IATF 数据库。

获得并保持IATF认可的规则…－ IATF 16949第五版
©2016 ”美国汽车工业行动袋团（AIAG）、© 2016 －兹大利汽车工业协会（ANFIA）、

©2016 “国际汽车工作组法国〈办公室〉 (IATF）、© 2016 ·英国汽车创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 、
© 2016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缝管理中心（VDAQMC)

版权所有

iso19011@hotmail.com



对于集团审核方案中的证书撤销，撤销只适用于受影响的现场。

如果撤销证书是由于特殊审核（见第 7.2 条）中的纠正措施执行无效，并且特殊审核是由于第 8.1 吕
条、第 8.1 b 条或第 8.1 c 条款引发，在进行初次审核（见第 6.4 条〉之前客户应完成另一次特殊审核。特殊
审核应验证导致与证书撤销相关问题的行动得到有效实施。

在客户有时间实施有效的纠正措施后，应由现认证机构或另一家 IATF 认可的认证机构执行特殊审核。

如果客户决定留在现认证机构的情形下，初次审核人日可以减少（见第 5.4 条）。如果客户选择新的认
证机构，客户应向新的认证机构提供所有审核报告和上一个三（3）年审核周期所有不符合的状态（见第 6.1
条〉。新的认iiE机构应对提供的审核报告和所有发现进行评审，并在进行特殊审核之前对导致证书撤销｜问题
的行动计划进行评审。

在特殊审核过程中，如果发现行动计划不能有效地实施，特殊审核应录入 IATF 数据库并显示为失败。
客户应进行另一次特殊审核〉直至行动计划能有效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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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认证机构要求的记录

认证机构应有文件化政策和程序，以规定记录的识别、保存、保护、检索、保留时间和处置所需的控
制。记录保留的时间为当前三（3）年认证周期加上一整个三（3）年认证周期。

注：在一些司法管辖区，法律会规定记录需要保持更长时间。

上述规定的记录可以用硬拷贝或电子形式存储，在办公室评估期间可获取。记录应保持易读、易于坝、别
和检索。

9.1 认证记录

认证机构应保持所有客户的审核和其他认证活动记录，包括所有提交申请的组织，以及所有经过审核、
认证、或者认证暂停、撤销或注销的客户。

认证机构应保持以下记录：

a）申请信息，包括报价、审核日和审核天费用：

b）初次、监督、再认证和转移审核报告，包括客户过程满足所有 IATF 16949 要求的证据：

c）对子另一家认证机构审核的外部支持场所，该认证机构的审核计划、审核报告、所有发现以及采取
的一切纠正措施和验证措施：

d）显示日期、受指派审核员和每位受指派审核员审核期限的审核时间表：

e）审核策划信息（见第 5工2 条）：

f) 显示过程方法和审核期间审核计划的任何变化的审核计划（日程安排〕：

g）显示是否符合要求的审核员笔记：

h) 100%解决情况的理由（见第 5.1 才回3 条）：

i) 差旅费收据，无论由谁支付：

j) 确定审核员时间的理由：

k）显示纠正证据，包括根本原因分析和纠正措施的客户响应（见第 5刊条）：

I) 投诉和申诉记录，以及任何包括根本原因分析和纠正措施的随后纠正：

m）委员会审议意见和决定（如适用〉，

n）认证决定的文件资料：

口）认证文件，包括认证范围；

的月度 IATF 数据库准确性检查和随后行动的记录：

q）转移申请批准。

9.2 人员记录

认证机构应保持最新的人员记录，包括相关资质、培训｜、经历、关系、职业状况、能力和阳何可能提供
的相关咨询服务。除了从事认证活动的人员外，还包括管理和行政人员。

认证机构应确保保持审核员和技术专家能力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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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术语和定义

餐后市场零件

并非由。εM采购或发放的应用于服务的更换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按照原始设备规范进行生产。

审核方案

针对特定时间和目的，对一个或多个审核的安排。

审核组

实施审核和支持的一名或多名审核员，需要时，由技术专家提供。

CPD 科自分类

@ 管理体系相关（ISO 9001 、 IATF 才6949 和 AS 9100 等等〉

@ 审核相关（ IS0190竹、 ISO/IEC 17021-3 和 ISO 17025 等等〉

@ 技术知识相关（法令和条例更新〉

非结构化：两〔2）小时被视为一（才）个 CPD 小时，包括3

不评估、不涉及资质确认的公开和远程学习：
阅读专业和技术书籍或其他出版物；
非交互性讲座、研讨会等等。

结构化＝每小时被视为一（ 1 〕个 CPD 小时，包括．

讲座／培训l课程的研究、准备和首次提供；
积极参与认证机构会议：
积极参与与相关 IAFT 监督办公室的会议：
积极参与专业机构会议和标准开发：
强制性 IATF 培训和评估：
IATF 监督办公室见证审核反馈会议：
认证机构内部见证审核反馈会议，
获得资质确认的公开面对面培训课程／评估（如： ADP 监督课程〕。

证书法销

当认证公司要求中断认证合同时，使证书失效的措施；或者是认证机构在核实认证活动战终结束之后作
出的决定。例如，若一个已经认证的客户的产品或服务不再满足长达卡二（才2）个月的适用性的时候，认iiE
机构应注销证书。这并不是制裁行为。

证书范围

IATF 16949 证书或符合证明函中列出的范围。该范围只包括汽车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及制造活动。
不符合 IATF 才 6949 适用范围的制造不包含在 IATF 16949 证书范围内。

证书结构

指由签约认证机构如何构建和管理认证活动的一种方法。该定义的结构将协助认证机构开发一个稳健和
一致的审核方案。认证结构应可能是：。单个制造现场： 2）具有扩展制造现场的单个制造现场，成 3）集
团审核方案（见附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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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撤销

证书有效性的最终中断，属于认证机构针对客户不遵守认证合同而做出的制裁行为。其中也包括由于商
业原因的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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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术语和定义（续〉

认证活动

与认iiE相关的所有活动g 营销、申请、报价、合同评审、审核时间安排、审核实施、认证决定、证书出
具、 IATF 数据库录入等等。

客户
申请 IATF 16949 认证的完整实体（包括所有相关制造现场和外部支持场所）。

咨询

向特定客户或认证机构客户提供培训II 、文件开发或对管理体系实施协助的行为。

纠正

为消除已发现的不符合而采取的措施。

纠正措施
为消除导致已发现不符合的系统性原因而采取的措施。

顾客指定生产零件

作为汽车组成部分的零件。

无生产线制造
生产零件的制造外包给专业制造商的生产零件设计与分配。无生产线公司将设计和制造分离，以专注子

研究、设计、开发和测试。

授予证书

i证书由认证机构出具，具有规定的有效期和规定的认证范围。

安装
按照 OEM 规范设计并生产、通过 OEM 经销商网络在交付顾客前所进行的零部件或附件的装配。

保持证书
证书的有效性受到持续的监督审核、再认证审核以及其他与认证机构合同中规定的条件的约束。

严童不符合

54 

是指以下一个或多个情况：

系统缺失或整体瘫痪，从而无法满足 IATF 16949 要求。针对某项要求的多个一般不符合可
能显示系统的整体瘫痪，因此被视为一个严重不符合。
任何导致不合格产品可能被发运的不符合。可能导致失效或本质上降低产品或服务预期的可
用性的情况。
凭借判断或经验表明可能会导致质量管理体系失效，或本质上降低其确保受控制的过程，frl产
品的能力的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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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术语和定义（续〉

制造

生产或制造生产材料的过程、服务零件的生产、装配，或热处理、焊接、涂漆、电镀，或汽车相关零件
的其他最终加工服务（见 IATF 16949 第 3.1 条〉。

仅当以下活动发生在制造车间现场区域并在现场操作时间内完成， 才可以包括在“创造用三分之一审核
时间”要求中内r

一般不符合

来件检查和／或产品测试活动；
过程中／在线测试、过程控制活动和维护活动：
最终检查、包装和装运活动：
交接班或倒班评审会议。

未能遵守 IATF 16949，但根据判断和经验，不太可能会导致质量管理体系失效，或影响其保证受控过
程和产品的能力。指以下任一情况：

客户质量管理体系的某一部分未遵守 IATF 169490 

在追踪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某一事项时被观察到的单个偏离。

改进机会

改进机会指这样一种情况，目前的证据显示要求已被有效实施，但是基于审核员的经验和知识，采月1某
种改进方法可能会更加有效或稳妥。

永久员工

由单个认证机构直接庭佣或签约的个人。

审核范围

确定实际地点、组织单位、活动、过程以及审核客户质量管理体系所需的时间。

服务零件

按照 OEM 规格进行生产，由 O巨M 采购或发放的用于服务的更换件，包括再制造件。

特殊状态

由于重大的质量问题或交付问题使得一项或多项顾客要求未能得到满足，顾客分派给组织的分炎等级通
知。

支持功能

进行非生产过程的现场或外部设施，向相同客户的一个或多个制造现场提供支持。

技术专家

向审核组提供特定知识和专门技术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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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过程导向审核相对于 IATF 16949 要求完整性的验证表

过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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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且所有制造班次审核验证示例表

创造过程名称 操作班次
初次／再认
t正

冲压 1,2,3 

焊接 才，2,3

热处理 1,2,3 

涂漆 1,2,3 

装配 1,2,3 

在此示{J1J中，轮班时间为：
＠班次 1 (6.00 a.m. 一 2.00 p.m.) 
＠班次 2 (2.00 p. m 一才 0.00 p.m.) 
＠班次 3 （才 0.00 p.m. - 6.00 a.m. ) 

审核周期
首次监督 第一次监 第二次监 第四次监 第五次监

审核 督审核 督审核 督审核 督审核

注·认证机构应指明每个制造过程中的哪个班次在三（3）年审核周期中的每次审核接受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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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审核人自计算示例 t栩 2

单场所认证－审核人臼计算示例 1

先前QMS注册未升级

负贵设计〈无折扣〉

没有外部／支持场地

年度监督审核（3年审核周期内审核2 次〉

采购 段时工程 一个“实际”场所，容纳所有员工

人fl, 5 人』＂＇ 25 

制造和办公室 合λ网员幌＇市5 人员， 200 
~, 

员工总人数＝235 (5+25+200+5) 

正确的计算s

规则的战少,11棋天姓， j边少＂＇核天数要求
局所 年JJl: 市核类型 员工人数 注'5.2 （向上l四合五入＂＇最近 1/2 天）

1 。 第 2阶段初次审核 235 8.0 8.0 

1 1, 2 监督审核 235 初次审核天数（8.0）／监督审核次数 12)=4.0 每次审核 4.0

1 3 再认证审核 235 · 5.0 5.0 

注：假设 3 年审核周期内员工单数、范围、顾窑等没有变动。

单场所认证－审核人日计算示倒 z

ISO 9001•升辑

不负责设计

没有外部／支持场地

年度监督审核（3 年审核周期内审核2 次〉

采购
跚l容j)I!边的 一个“实际”场所，容纳所有虽工

flimrHJ'i l 注所有阳核为酬川条 l人员＇ 5 
人员 25 下的“初次审核”．

·．咱·田…－·－·－·－·－·－~惆惆青同评＊制造和办公室

人员， 200 人员＇ 5 

员工单人数＝235 (5+25+200+5) 

正确的计算2

』挂＆ i!T核天数

规则的fr!少 耳之负 jJ[ 陆：HI· !Ii!求（向上四

员工 ,}l核天数， 民叶的 vi·算得出的地少 级减少 ,1· f在衍出的地少 合五λ?ii.i注近
场所 <µJJ): 'f(Jj去决型 人数 农 5.2 础少如l ·,11核天敖 ITl 市核天'i& 1/2 夭）

1 。 第 2 阶段初次审核 235 8,0 15% (8 天•o 85) = G.s 30% (68 天＇ 7)=4.76 5.0 

初次审核天数（6.8) I 监

1 1, 2 监督审核 235 15% 督审核次数 12) = 3.4 每次审核 3.5

1 3 再认证审核 235 5.0 15% (5.0'0.85) = 4.25 4.5 

注z 假设 3年审核周期内员工且数、范围、顾客等没有变动．

注：升级折扣只适用于初次审核．监督审核和再认ii!审核没有升级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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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3和 4

单场所认证－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3

先前QMS注册未升级
负责设计（无折扣〉
3个外部／支持场地
6个月监督审核（3年审核周期内审核 5 次〉

1iiiii

!
illj 

工
…
一

员
…
…

与
“
．脐
一
一

巾n
F
E
刷
刷
…
一

地
一
…

场
『
甲

部
…
一

直
·
四
个
一
一

一
－
一
…
…

陌
川
一
一

场
一
一

个
…
…
F

』

支持场地 3

设叫工班
人员， ZS 

立排场地 z

果购

人员＇ 5 

立抖场地…4
～合同评审
℃ J,.Jil, 5 

场所主

飞制造和办公室

人员 200 

员工单人数＝235(5+25÷200+5)

I由少审核天她jl!，位

（向上阳市五λ至挝近 1/2 天｝

8.0 

每次审核 2.0

5.0 

规则的i最少市核天数，

场所｜铜直 i 市核类型 ｜必工人数｜ 农 5.2
1 I o I 第 2 阶段初次审核 | 2坦 I s.o 
1 I 1, 2 I 监督布核 | 2坦 | 初次审核天数（8时／监督审核次数（5) = 1.6 

1 I a I 再认证审核 I zas I 5.o 

注假设3年审核周期内员工且数、范围、顾客等没有变动．

单场所认证－审核人日计算示倔 4
先前QMS注册来升级

负资设计（无折扣〉
3个外部／支持场地
年度监督审核（3年审核周期内审核2 次〉

直排场｝也3

设讨:i:rN•心：品工总人放： 401 

IF ·~~~:· 1 1:: 
场所 z I 

制造和办公室 I 
人员， 200 I 

支持场地海 I 
食肉评111 I 
A员2 5 

」一－－－…一……惆－－－“．”M帽.. 嗣嗣惆惆町－－－－圄－“…帽”胃圄’－－－．－“””胃帽－－－－．圄
员工且人数＝235 (5+25+200+5 ) 

正确的计算z
规则的Ii!少111核天数， Ji,少111核天敏捷求

场所 年度 ill核提型 员工λ数 农 5.2 〈向上四古］iλ1§,J陆近 1/2 夭〉

1 。 第 2阶段初次审核 235 8.0 8.0 

1 1, 2 监督审核 235 初次审核天数（8.0）／监督布核次数（2)=4 每次审核 4.0

1 3 再认证审核 235 5.0 5.0 

注：假设 3 年审核周期内员工且数、范围、顾客等没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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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5

多场所认证－审核人日计算示都 5
3个场所证书，有 1个支持所有3个场所的外部／支持场所
先前QMS 注册未升级

虫资设计〈无折扣〉

年/Ji.监督审核（3年审核周期内审核2 次〉

场所 1 场所 2 场所3
人员： 200 人员 100 人员· 475 

立抖j萄J也 4 /!…… ＂＇的方法是将支持场地的员工份分配至三个场所．
人!il, 60 

从支持场地分配虽工的正确方法＝

也数百分比 从立排场地4 分配的Pl工人数
场所 场所的员工人数 （场所员工/775) （屈、数百分比吧。〉 mn吉少if！核天数计算的员工且人J&

1 200 26% 16 216 
2 100 13% 8 108 
3 475 61% 37 512 

且数775

｜注2 如何在场所和外部支持功能之间分配审核天数是认证机构的资任，如果显若望改每个场所的最少审核天数，榕在审核计划文件中进行说明。

场所1正确的计算z

JitJ.>,fI核天数挺求
场所 'l'IJ! rf;f在炎E目 出工人数 WW的报少ifT放天数，在 5.2 （向七四舍五入宠i证i丘 1/2 天）

1 。 第 2 阶段初次审核 216 7.5 7.5 
1 1, 2 监督审核 216 初次审核天激（7.5)/l监督常核次数（2) = 3.75 每次市核 4.0
1 3 再认证＂＇核 216 5.0 5.0 

注2 假设3 年审核周期内员工总数、范围、顾客等没有变动。

场所Z正确的计算＝

Jfl&r,.核天数婴求
场所 年l丘 可f格提到 员工人数 规则的Ji!少 ifI核天姓， J占 5.2 （向 t四舍五入；；；垠近 1/2 天〉

2 。 第 2阶段初次审核 108 6.0 6.0 
2 1, 2 监督审核 108 初次审核天数（6.0）／监督审核次数（2) =3.0 每次审核 3.0
2 3 再认证审核 108 4.0 4.0 

注：假设 3年审核周期内员工总数、范围、顾客等没有变动。

场所3正确的计算g

i由少审核天数要求
场)jf 年应 审核炎型 员工人J& 规则的Ji注＆，11核夭数，说 5.2 ( [lij上四舍五入至1在近 1/2 天）

3 。 第 Z阶段初次审核 512 10.5 10.5 
3 1, 2 监督审核 512 初次审核天数（10.51/监督审核次数（2) = 5.25 每次审核 5.5
3 3 再认证审核 512 6.5 6.5 

注：假设 3年审核周期内员工总数、范围、顾客等没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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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6

袋团方E罪证书－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6

先前 QMS注册来升级

3个生产场所（1、 2、 3)

一个支持所有场所的外部场地（A)

年剧监督审核（3年审核周期内审核 2 次〉

场所 1 场所2 场所3

人员 100 人员， 250 人员· 500 

, ;>. 

飞 7

支持场灿A

人业il, 25 

初次审核第2阶段的正确计算$

且数百仕比 从立持场地 A' 册的巾核天数要求

场所的剑 〈场所员工 分配的员工人数 受市核实体 规则i民少111核天 111日Jjj束。到 9 时？f. (Jft&1阳放天

场所 工人数 /850) (.'a,数百分比＇25) 的血工单人数 数，农 5.2 个J革所）%械＆）il 姓•o.s)

1 100 12% 3 103 6.0 20% 4.8 

2 250 29% 7 257 8.0 20% 6.4 

3 500 59% 15 515 10.5 20% 8.4 

屈、数。 850 19.6 

且审核天数要求（向上四舍五入至最近 1/2 天〉 | 20.0 

注如何在场所和现场或外部主持功能之间分配且申核天数是认iiE机构的贸任，如果显若更改每个场所的最少审核天数，衍在审核计划丈件中进行

说明。

再认证审核剖正确计算z

总数百分比 从立排场j也P

场所（I~且 (J茹j开员工 分配的员工人放 呈＜ ill核实体 朋则j在少叶叶生天 如Ill方架。到9

场所 工人敛 /850) 〈，也数百分比＇25) 的员工且人敛 效， :/i 5 2 个场f{r) %础j,悦

1 100 12% 3 103 4.0 20% 

2 250 29咀 7 257 5.5 20% 

3 500 59% 15 515 6.5 20% 

总敛。 850

住审核天数时（向上四舍五入至最近 1/2 天）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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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7和 8

具有扩展制造现场认证的单场所－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7
不负资设计

没有外部／支持场地

主要制造现场 i 扩艇悄地现场 A I 
人员 550 人员， 40 

国国嗣蛐．．．”…·－－…··－－…·－…国－－－…－－－

员工单人数＝590 (550 主要现场＋ 40 扩展制造现场 A)

正确的计算（主要现场＋扩展创造现场） ' 
觅到工 最少\11核天数'll! 不负 Vl设fr 'll!求的最1>\11核天数（向上

场所 年应 Ill棋决：盟 人数 求，农 5,2 的减少m H·算得出路fl; 11, I主天数 四舍五入至段近 1/2 天〉

1 。 第 2阶段初次审核 590 10.5 15% (10.S 天•o.85) = s.925 9.0 

初次审核天数（8.925)/ l监

1 1, 2 监督审核 590 15% 督审核次数（2) =4.462 每次审核 4.5

1 3 再认证审核 590 6.5 15% (6.S 天•o 851 = 5.s25 6.0 

注假设3年审核周期内员工总数、范围、顾客等没有变动．

具有扩展制造现场认涩的单场所，审核人臼计算示但Is

不负资设计

1个外部支持场地

员工单人数＝615 (550 主要现场＋ 40 扩展制造现场A+25 外部〕

正确的计算〈主要现场＋扩展创造现场＋外部） ' 
且工 l民少巾核天数lZ 丰住进设，1· 班，J<的1注少,!Tl当天数〈向上

场所 年JS! fir核提型 人数 求，农 5.2 (1！，地少！fr 计算衍山i泣声Tll核天数 四舍五入3'-1社ill 1/2 天〉

1 。 第 2阶段初次审核 615 11.0 15% (11.0 天吨，85) = 9.35 9.5 

初次审核天数（9.35) I 监督

1 1,2 监督审核 615 15% 审核次数（2) = 4.675 每次帘核 5.0

1 3 再认证审核 615 7.0 15% (7.0 天•o.851 = 5.95 6.0 

注：假设 3 年审核周期内员工总数、范围、顾客等没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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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9

集愿方案证书’审核人日计算示例 9
先前 QMS认证来升级
3个生产现场（1, 2, 3) 

现场 1包括扩展制造现场

1个外部场所（A）支持所有现场

年度监督审核（3年审核周期内审核2 次〉

场所L主要现场 i 扩照例il'i
场所z 场所3

人员， 550 
现场A

人员： 800 人员， 850 

' 人民， 40 

' λ 

、~

外Im直排场rrr

人员z 口5

初次第 2阶段审核的正确计算g

现场的lj\
，也数百分比 从支持均地 A'

'!1:\11核实体 ＂创ni缺少illj当天 平如\iil! i'I-的
也阳h棠

场所 （场m员工 分祀的员工人数 (2 到 9 个场所〉
工人数

/850) （且数百分比＇25)
的且工且人数 数，’占 5.2 减少时 (15%)

＂型f•Jit (20%) 

1 （主要和扩展的 590 26% 32 622 11.0 9.350 7.480 

2 800 36% 45 845 11.5 9.775 7.820 

3 850 38% 48 898 12.5 10.200 8.160 

且计 850 ,'i!J、计 100% 单it 125 23.460 

制核天数要求（向上四舍五入至最近 1/2 天〉｜ 23.5 

｜注2 如何在城所和外部支持功能之间分配审核天数是认iiE机构的黄任．如果显者更改每个场所的最少审核天数，常在审核计划立件中进行说明。

监督审核的正确计算·

不负击设在l 11! 
场所 现场的且工人数 1位少＊校天敛，在 5.2

减少眈（ 15%)

1 （主要和扩展 A) 622 初次审核天数（11.0）／监督审核次数（2) ＝每次审核 5.5 4.675 

2 845 初次审核天数（11.S) /1监督市核次数（2）＝每次审核 5.75 4.887 

3 898 初次审核天数（12.0）／监督审核次数（2) ＝每次审核 6.0 5.100 

总it· 2,365 

且审核天数酣（向上四舍五入至最近 1/2 天）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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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 个场所〉

减J,li!: (20%) 

3.740 

3.910 

4.080 

1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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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审核策划j过程输出文件编制表

仅囱审核员完成的信息

客户提交前期策划信息的日期 日期：

客户是否在发布审核计划之前向你提供了 口是，客户在发布审核计划之前提供了全部数据。

所有要求的前期策划信息、（见规则第5.7. 才

条〕？ 口否，客户在发布审核计划之前没有提供所有要求的信息。在首
次会议之前需要增加时间以评估缺失信息。此活动显示在审核计划
中，并在总审核人日以及正常的八〔8）小时工作日之外的时间。

发布审核计划的日期 日期：

内部绩效数据（自上次审核以来） 详情：

顾客绩效数据（自上次审核以来〕 详情：

顾客满意度和投诉总结（自上次审核以 详情：

来〉
是否有任何特殊的顾客状况（自上次审核 详情：

以来〕？

内部审核结果 详情：

管理评审结果 详情．

仅用于再认证审核。 详情·
评审当前审核周期的监督审核报告，并识
别需要优先关注的区域。
描述前期策划j如何影响审核计划，并列出 待调查问题：

要优先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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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再…证书结构的资格标准

认证类型 单个制造现场 具有扩展现场的单个制造现场 袋团方案
说明 单个发生增值制造的 单个制造现场扩展至一个或多个具有 集体审核具有共同支持

地址。 不同地址的额外制造现场。 场所的多个制造现场。

资格标准
@ 一个单一的质量主管 @ 用于所有制造场所的单个质量管 @ 具有本地化的集团

注：客户应满足一
理体系（见 IATF 理体系（见 IATF 16949第4.4.1 质量管理系统在各

个类别中的应查标
16949第4.1 条）。 条〉。无局部化管理。 个制造现场。

J挂
@ 犁主决策。 @ 扩展制造现场，没有自主决策 @ 具有集团监督的自

权。依赖于主制造现场。 主决策。
@ 对于运往顾客的最

终产品， 具有与 @ 扩展制造现场，仅接收来自或通 @ 见规则5.3。
其他制造现场无生 过主制造现场的支持（视为在现
产价值流依赖关系 场的支持）。．
的独立现场（即：
有一个连续产品实 @ 主制造现场的最高管理者对各个

现过程）。 扩展制造现场质量管理体系活动

有权力和责任，并且有能力对扩

展制造现场进行组织变更。’

@ 主制造现场的最高管理者有责任
定义、实施和持续改进主现场和
各个扩展制造现场的质量管理体
系（见1809001 :2015第 4.4.1 c 
条、第4.4.1 g条、第5.1 条、第
5.2条、第6.2条和 IATF 16949第
6.2.2.1条）。

@ 主制造现场的最高管理者有责任
进行单个管理评审，并且对在各
个扩展制造现场认证范围内所有
产品和／或服务进行顾客绩效评审
（见IATF 16949第9.3条〉。

@ 主制造现场的最高管理者对在：：£
现场和所有扩展制造现场认证范
围内所有产品和／或服务的纠正措
施和预防措施负有责任（见IATF
16949第10.2条）。

扩展制造现场位于与主制造现场合理
距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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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类型 单个制造现场 具有扩展现场的单个制造现场 集团方案
证书内容 单个证书一遵循“规 单个证书包括主制造现场和所有列出 各个制造现场的单独证

则”第5.13条。 的附属扩展制造现场－见“规则”第 书。不允许单个证书或
5.13条。 集团证书列出所有制造

现场－见“规则”第5.3
条和5.13条。

IATF 数据库录入 作为单个现场录入。 作为单个现场录入主制造现场名称和 在集团审核方案名称
地址。在主现场下， “现场扩展”选 下，作为单个现场录入
项卡中录入扩展制造现场的名称和地 各个制造现场。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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