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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课程 线上录播+直播课程

时长

视具体课程而定

语言

汉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直播

简介

目前已有的20门课程，皆可互相搭配以满足学员的各种
需求。

英语版本的课程或内审员课程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降低客户学习的差旅和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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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授课模式

以线上录播+直播课程的形式帮助学员获取知识。

案例：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

60分钟的标准讲解录播课程+1天的直播课程+考试

课程结束后可获取TÜ V SÜ D 学院提供的内审员证书。

价格：2450元/人（不含6%税）

目录

适合课程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

IATF 16949:2016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

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

ISO 45001:2018职业健康与安全体系内审员

FSSC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



特色课程 直播课程

时长

是具体课程而定

语言

汉语

格式

直播

简介

将现有的线下公开课课程完整搬到线上进行直播。

所有课程内容与线下公开课保持一致，使用可互动
式的直播软件，保证讲师和学员面对面学习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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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授课模式

以线上录播+直播课程的形式帮助学员获取知识。

案例：

ISO/IEC 27001:2013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3天的网络直播课程+考试

课程结束后可获取TÜ V SÜ D 学院提供的内审员证书。

价格：3950元/人（不含6%税）

目录

适合课程

全部公开课



课程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讲解

时长

60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简介

通过本课程，您将获得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知识，
从理解质量管理体系的目的和好处，到学习如何应
用ISO 9001:2015要求，使您的组织保持竞争力，改善
几个领域，包括过程和产品的改进，运作效率，和
风险管理。

本课程是专为像您这样的在职学习者而设计，让您
在提高个人能力和职业价值的同时，享受自主学习
的便利。

➢ 与ISO 9001:2008相比，ISO 9001:2015的变化概述；
➢ 高层结构介绍；
➢ 理解标准条款的结构和解释；
➢ 扩展过程模型和基于风险的思想基础；
➢ 风险管理的挑战和机遇；
➢ 总结，练习和测验。

您的收益

在本课程中，你将对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的范围和要求有一个概述。您还将发现在您的组织
中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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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您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的累积时间为60分钟，在完成每个学习单元之
后，您必须通过一个小测验并通过测试，方可进入
下一单元的学习。

目录

汉语：450元/账户
英语：900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IATF 16949:2016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讲解

时长

75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简介

IATF 16949:2016有什么新内容？在这门线上学习课程
中，您将对汽车专用标准IATF 16949:2016的新基本结
构(高级结构)和新要求进行概述，IATF 16949:2016很
大程度上借鉴了ISO 9001:2015。

您将被引导通过个别的标准部分逐步了解IATF 

16949:2016版本的要求。在简短的知识测试中，您可
以在每一章的末尾测试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 IATF 16949:2016变更概述；
➢ 引入高级结构；
➢ 理解标准部分的结构和设计；
➢ 质量管理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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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您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的累积时间为75分钟，在完成每个学习单元之
后，您必须通过一个小测验并通过测试，方可进入
下一单元的学习。

目录

汉语：750元/账户
英语：1500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七大质量工具

时长

45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简介

您是否听说过质量的七个基本工具（Q7），但从来
没有实际应用过？本课程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描述
所有七种高品质工具，并示范它们的应用。您将了
解Q7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以及从根本原因分析到问
题解决，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最棒的是：在线
学习课程包括可下载的工作表，其中包含指导和示
例，使您能够在自己的项目中以最小的努力应用七
个基本的高质量工具。

展示下列工具：

检查表、柱状图、帕累托图、散点图、控制图、鱼
骨图、5Whys分析法.

您的收益

基于一个案例研究，介绍方法和工具以及它们之间
的关系。

可下载的工作表模板，包含使用检查表、直方图、
帕累托图、散点图和控制图的指令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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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您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的累计时长为45分钟，完成每个模块的评估后，
方可完成课程。

目录

汉语：888元/账户
英语：1500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讲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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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

75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本课程是为当今繁忙的专业人士而设，介绍建立环境
管理系统的基本知识，包括了解最高管理层的责任范
围，以及如何落实生命周期的观点。

了解环境政策的基本要求，以及在记录标准要求的信
息时应考虑哪些因素。通过本课程的自主学习和课堂
教学中所采用的严谨标准，您将深入了解环境管理体
系的相关知识。

➢ ISO 14001:2015标准的演变；
➢ 环境管理体系的介绍；
➢ ISO 14001:2015的结构；
➢ 组织架构；
➢ 领导；
➢ 规划；
➢ 支持；
➢ 操作；
➢ 绩效评估。

您的收益

在本ISO 14001:2015线上课程中，您将大致了解环境
管理体系的范围及成功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步骤。
您还将发现影响法规遵循的风险、最高管理层在运
行环境管理体系中的角色及绩效评估的范围。

课程的所有内容都由众多来自课程相关行业且不同
背景的TÜ V SÜ D学院专家所开发。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你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你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的累积时间为75分钟，在完成每个学习单元之
后，您必须通过一个小测验并通过测试，方可进入
下一单元的学习。

目录

汉语：888元/账户
英语：1500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信息安全意识培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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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

60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该线上课程提供所有员工提供最重要的信息安全基础
知识。课程竟可能不带外来用词地简单的文字来解释
信息安全的相关内容。本课程共计8个单元，其中7个
单元的最后包含考试，全部单元学习完毕并考试通过
后可获取电子证书。

➢ 为什么参加这个培训；
➢ 电子邮件；
➢ 互联网和云；
➢ 密码；
➢ 信息-分类；
➢ 安全的工作场所；
➢ 在路上；
➢ 社交网络。

您的收益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你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你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的累积时间为75分钟，在完成每个学习单元之
后，您必须通过一个小测验并通过测试，方可进入
下一单元的学习。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你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你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的累积时间为60分钟，在完成每个学习单元之
后，您必须通过一个小测验并通过测试，方可进入
下一单元的学习。 目录

汉语：99元/账户
英语：199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氢气安全意识培训

时长

180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简介

实用的和基于网络的自学课程确保员工接受适当的
培训。员工随后将意识到氢造成的危害，并知道如
何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急救。该课程包括几项综合测
试，学员将取得培训证书。

➢ 氢的基础知识；
➢ 氢技术；
➢ 潜在危害；
➢ 潜在的防护措施；
➢ 与氢能源相关的职业健康安全原则；
➢ 理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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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

电脑端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您电脑，
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累计时间180分钟，完成每个模块的评估后，方
可完成课程。

目录

汉语：888元/账户
英语：888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电动汽车高压安全 Level 1

时长

45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简介

通过我们的线上课程，员工将意识到与高压系统
相关的危险，以及如何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急救。
该课程包括几个理解测试和最终证书作为适当的
文件，以证明参与者处理有关高压系统机动车辆
危险的能力。

➢ 高压系统的布局；
➢ 电流危险；
➢ 事故预防措施；
➢ 电工事故的急救措施；
➢ 技术保障措施；
➢ 知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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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您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累计时间为45分钟，完成每个模块的评估后，
方可完成课程。

目录

汉语：888元/账户
英语：888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根本原因分析法-鱼骨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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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

30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鱼骨法或石川法是什么？如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
团队中结构化问题的解决？了解一种简单易用的
方法，学习如何以说明性的方式呈现复杂的因果
关系，并从本课程中找出问题的根源。

线上学习让你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和地点学会如何
单独或在团队中使用这种方法。

➢ 鱼骨法的介绍；
➢ 在案例研究的帮助下展示方法；
➢ 反思该方法的优点；
➢ 在小测验中对所学知识的检验。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你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你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的累积时间为30分钟，在完成所有学习后，您
必须通过一个小测试。

目录

汉语：19.9元/账户
英语：100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根本原因分析法-5Whys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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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

30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在我们解决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它的实
际根源。通常，我们倾向于关注最明显的原因，
然后想知道为什么问题仍然存在。5Whys质量管
理方法通过引导我们找到问题的症结来解决这一
现象。

学习以结果为导向的5Whys法技术，并快速、可
靠地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线学习课程根本原因分析法-5Whys法让您随时
随地学习这个提问技巧。通过完成在线学习课程
结束时提供的测验来检查你的知识。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你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你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的累积时间为30分钟，在完成所有学习后，您
必须通过一个小测试。

目录

汉语：19.9元/账户
英语：100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ISO 45001:2018职业健康安全标准讲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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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

180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您将了解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基础知识——

从理解概念和利益到标准的关键要求。通过模块化课
程设计，您将从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中深入了解
每个方面。

了解如何提高组织的职业健康与安全绩效，以防止与
工作相关的伤害和疾病，履行合规义务，维持安全和
健康的工作场所。

课程包含三大部分：

➢ 第一部分：ISO 45001:2018职业健康与安全意识培
训（60分钟）

➢ 第二部分：ISO 45001:2018基于风险的思维（危险
源辨识和风险评价）（60分钟）

➢ 第三部分：ISO 45001:2018职业健康安全（OH&S）
运行控制，绩效评价和改进（60分钟）

您的收益

本课程是专门为帮助您提高ISO 45001:2018的知识和
技能而设计的，该课程提供了职业健康安全范围的
概述，并补充了成功建立该体系的步骤。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你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你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目录

汉语：1749元/账户
英语：1749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欧盟GDPR意识培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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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

60 分钟

语言

英语（暂不会有汉语版本）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规例》（GDPR）现已全面生效，
数据保护已成为全球机构的首要工作。通过TUV SUD

最新的电子学习服务，您可以了解如何在增强公司自
身数据安全性方面取得进展。

本课程旨在加深您对欧盟最新条例的了解，该条例旨
在保护和控制市民的个人数据。通过参加该GDPR在线
学习课程，您将知道如何领导执法整个组织的数据保
护，亦会了解更多有关个人权利及可采取的措施以有
效应对数据遭泄露的情况。

授课模式

GDPR课程采用各种培训工具，例如先生学习，测试
和其他互动练习，以增强理论知识的传递。通过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可轻松访问，该课程使
您有机会登录并随时随地学习。

该计划的持续时间为60分钟，完成每个模块的评估
后，方可完成课程。

目录

汉语：888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业务经理的安全认证培训12

2021/2/26TÜ V SÜ D GCN ACADEMY

时长

300 分钟

语言

英语（汉语版本预计11月上线）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SCC（承包商安全认证）是用于技术服务的健康和安
全管理系统。 SCC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员工和管理人员
在安全，健康和环境（SHE）主题方面的资格。

因此，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线学习课程，教您SHE标准。
在这个具有时间灵活性的课程中，您将能够确定自己
的学习速度，并通过每个模块末尾的简短知识测试来
检查进度。各个模块是独立的，不必按特定顺序完成。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时随
地登录并学习。

目录

汉语：1100元/账户
英语：2200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雇员的安全认证培训13

2021/2/26TÜ V SÜ D GCN ACADEMY

时长

240 分钟

语言

英语（汉语版本预计11月上线）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SCC（承包商安全认证）是用于技术服务的健康和安
全管理系统。 SCC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员工和管理人员
在安全，健康和环境（SHE）主题方面的资格。

因此，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线学习课程，教您SHE标准。
在这个具有时间灵活性的课程中，您将能够确定自己
的学习速度，并通过每个模块末尾的简短知识测试来
检查进度。各个模块是独立的，不必按特定顺序完成。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时随
地登录并学习。

目录

汉语：900元/账户
英语：1800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ISO 22000:201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意识14

2021/2/26TÜ V SÜ D GCN ACADEMY

时长

90 分钟

语言

英语（汉语版本预计2021年上线）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2018版已进行了重大更
改和发展。找出这些新变化将如何影响您的组织，并
探索如何适应更新的标准。

引入ISO 22000:201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意识课
程。

通过本课程，您将获得有关建立FSMS的知识-从了解
FSMS的目的和好处，到学习如何在组织中应用ISO 

22000:2018要求，以帮助您赢得利益相关者（监管机构，
主要生产者）的信任，食品制造商和包装商，零售商
和消费者），以展示您控制食品安全危害的能力并确
保食品对人类食用是安全的。

该在线学习课程专为像您这样的不断学习的学生而设
计，它为您提供了自定进度学习的便利，同时还使您
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并为您的职业增值。

您的收益

在本课程中，您将了解FSMS范围的概述以及通过
“计划-执行-检查-行动（PDCA）”方法促进FSMS实
施的分步过程。您还将了解ISO 22000:2018的基本概
念和更改，转换过程和时间表。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你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你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该计划的持续时间为90分钟，完成每个模块的评估
后，方可完成课程。

目录

汉语：848元/账户
英语：848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基于ISO 19011:2018审核的了解15

2021/2/26TÜ V SÜ D GCN ACADEMY

时长

120 分钟

语言

中英双语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基于ISO 19011:2018的审核理解分为两部分，即审核管
理系统指南和从ISO 19011:2011到ISO 19011:2018的变化。
审核指南详细解释了与审核ISO 19011:2018相关的关键
概念、术语、定义和原则。新版ISO 19011:2018标准的
更改包括术语更新，审核的第七项原则的添加以及第5

至7条对审核的较小改动。

适合人群

企业的内部审核员，管理系统的实施者，外部审核员

课程目标

• ISO 19011:2018相关的关键概念、属于和定义
• 审核类型、审核原则和审核项目管理；
• 现场审核的步骤；
• 从ISO 19011:2011到ISO 19011:2018的关键变化；
• 了解组织环境的审核要求，采用基于风险的审核

方法的重要性；
• 虚拟审核及其优势，审核计划的规划、管理和实

施；
• PDCA模型。

目录

汉语：1590元/账户
英语：3180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精益六西格玛黄带16

2021/2/26TÜ V SÜ D GCN ACADEMY

时长

270 分钟

语言

英语（汉语版本预计2021年上线）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该交互式在线课程包含5个模块，向您介绍项目识别的
阶段和项目管理基础的阶段。通过这种模块化方法，
您将学会识别并了解由测量系统引起的变化的组成部
分，从而使您能够根据数据类型使用适当的工具进行
分析。

您还将获得有关如何进行数据流程分析和衡量差距的
根源，这些差距使您无法通过根本原因分析来实现目
标绩效。

您的收益

线上课程包括5个模块，向您介绍项目识别阶段和项
目管理基础阶段。通过这种模块化方法，您将学会
识别并理解度量系统产生变化的组成部分，从而使
您能根据数据类型使用适当的工具进行分析。

您还将了解如何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并通过根本原
因分析衡量减少您实现目标性能的差距。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时随
地登录并学习。

全部5个模块的累计持续时间为270分钟。完成每个
模块的评估后，方可完成课程。

目录

汉语：848元/账户
英语：848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持续改善工具和精益生产中的7大浪费17

2021/2/26TÜ V SÜ D GCN ACADEMY

时长

45 分钟

语言

英语（汉语版本预计2021年上线）

格式

沉浸式互动课程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简介

改善（Kaizen）是指使用改善（Kaizen）工具和技术减
少或消除工作流程中的浪费的持续改进的理念或实践。
通过本课程，您将深入了解7种Kaizen工具，这些工具
可用于从工作流程中消除7种浪费。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时随
地登录并学习。

累计持续时间为45分钟。完成每个模块的评估后，
方可完成课程。

目录

汉语：530元/账户
英语：530元/账户

不含证书



课程 FMEA

时长

100 分钟

语言

汉语

格式

线上线下结合培训

简介

FMEA（潜在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是一种质量管理
工具，用于发现和评价产品/过程中潜在的失效及其
失效后果，找到能够避免或减少这些潜在失效发生
的措施并将上述整个过程文件化。通过该工具的应
用可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是一种预防性的质量控
制方法。

➢ FMEA基础、概念和术语；
➢ 新版标准变化点解析；
➢ 转换策略解读，对IATF 16949审核的影响；
➢ DFMEA最佳实践及案例分析；
➢ FMEA-MSR最佳实践及案例分析；
➢ PFMEA最佳实践及案例分析，P图稳健设计。

2021/2/26TÜ V SÜ D GCN ACADEMY

18

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授课模式

课程分为线上理论介绍以及线下实战应用两个部分，
线上理论部分学习并完成考试后，可参加线下为期
两天的实战课程，线下课程主推南德开发的Excel 

FMEA解决方案，并结合当前FMEA软件方案，通过独
家案例让学员理解掌握DFMEA、PFMEA和FMEA-MSR

的最佳实践，审核要点和新版格式转换策略，尽力
帮助企业以最低成本顺利完成新老FMEA标准过渡。

目录

2968元/人

含证书



课程 FMEA和产品设备可靠性

时长

360 分钟

语言

汉语

格式

线上线下结合培训

简介

本课程不光介绍可靠性基本概念、可靠性管理常见
问题分析，还重点讲解可靠性管理系统和工作流程，
并总共介绍新老FMEA、MFMEA、FTA、Weibull韦布尔
分布、可靠性检验计划、现场失效预期等15个可靠
性工程管理工具。课程通过独家案例让学员理解掌
握可靠性工程管理基础知识，为学员提升从事FMEA

和可靠性工程管理有关岗位的工作技能。

2021/2/26TÜ V SÜ D GCN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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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您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累计时间为360分钟线上和1天的直播课程，完
成所有课程后可获得TÜ V SÜ D 学院提供的培训证书。

目录

3710元/人

含证书



课程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标准体系理解与实践

时长

240 分钟

语言

汉语（12月底上线）

格式

线上线下结合培训

简介

正确解读新一代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的符号、术
语、规则及方法；

理解GPS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功能；

提升产品几何相关设计人员必备技能；

整体纵览庞大的ISO GPS标准体系，以及与美标
ASME Y14.5的差异。

2021/2/26
TÜ V SÜ D GCN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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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

手机端&电脑端

授课模式

本课程采用多种培训工具，如线上学习、测试和其
他互动练习，以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您的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本课程让您有机会随
时随地登录并学习。

课程累计时间为240分钟。

目录

848元/人

不含证书



线上课程登录方式

2021/2/26
TÜ V SÜ D GCN ACADEMY

如何使用手机登录平台？

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可登录线上学习平台，开始您的学习。

手机端 电脑端

如何使用电脑登录平台？

点击网址：http://ndjc.yunxuetang.com/

即可登录TÜ V SÜ D 学院线上学习平台，开始
您的学习。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学习信息和优惠。

http://ndjc.yunxueta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