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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标准协会
英国标准协会（BSI） 成立于 1901 年，并于1929年获得英国皇家特许，成为世界上首家国家级标准机构，同时也是国际

标准化组织 ISO 的创始成员之一。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BSI已成为全球公认的良好实践专家，服务的客户遍布全球193个国

家。作为世界最早和最具权威的标准制定和认证机构，BSI参与创立了全球最值得信赖和得到广泛认可的ISO系列管理体系，目

前被广泛运用的ISO 9001、ISO 14001、ISO 27001、ISO 45001均是由BSI 颁布制定的管理体系BS标准转化而来。

BSI于1995年进入中国，协助中国政府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专业审核员并建立认证制度。BSI中国总部设在北京，在全国8个主要

城市都设有分公司及代表处。我们致力于用所拥有的国际地位和专业经验为中国客户提供专业化、职业化和差异化

的服务。 

专业权威的培训服务作为BSI的主要业务之一，在广大客户中积攒了良好的口碑。随着BSI中国区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展，为了更好

地满足客户需求，BSI于2010年6月，成功注册成立英标认证技术培训（北京）有限公司(BSI Learning)，标志着BSI中国培训业

务发展进入全新阶段。BSI Learning目前为客户提供绩效提升、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二十余个课程系列近百

种课程的公开课及内训服务。

BSI Learning快速发展成长，在北上广深等全国十余个主要城市成功开设课程，迅速在运营管理培训市场树立了自己难以撼动的

先锋位置。其强大的专职讲师团队及管理顾问团队所展现的深厚专家底蕴、丰富的专业知识及高水准的职业素养更是受到学

员们的强烈肯定。

在国际合规标准培训领域，BSI Learning是业界的理念先导者，可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您的员工达到相关资格要求，掌握

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并且助力企业通过采用新标准尽享先发优势。

业务成功取决于人，因此，加大人员培训的投资力度以增强其技

能和知识，从而使他们能够更高效地开展工作，这已成为共识。

培训的优势将带来更有效的体系和流程实施、更好的产品与服

务、更高的生产率，并且能够留住更多人才。

BSI Learning

的学员推荐BSI培训服务

根据去年参加
培训的学员反馈

99.5%

培训 产品认证体系认证86,000
全球范围客户 去年，我们向全球113,000

位学员提供了培训服务

全球100,000+业务地点由

BSI认证。我们的审核客户

满意度平均分高达9.25/10

世界上92%的前25位全球

医疗器械制造商信任BSI

作为其公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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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标准协会
英国标准协会（BSI） 成立于 1901 年，并于1929年获得英国皇家特许，成为世界上首家国家级标准机构，同时也是国际

标准化组织 ISO 的创始成员之一。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BSI已成为全球公认的良好实践专家，服务的客户遍布全球182个国

家。作为世界最早和最具权威的标准制定和认证机构，BSI参与创立了全球最值得信赖和得到广泛认可的ISO系列管理体系，

前被广泛运用的ISO 9001、ISO 14001、ISO 27001、OHSAS 18001均是由BSI 颁布制定的管理体系BS标准转化

而来。

BSI于1995年进入中国，协助中国政府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专业审核员并建立认证制度。BSI中国总部设在北京，在全国8个主要

城市都设有分公司及代表处。我们致力于用所拥有的国际地位和专业经验为中国客户提供专业化、职业化和差异化

的服务。 

专业权威的培训服务作为BSI的主要业务之一，在广大客户中积攒了良好的口碑。随着BSI中国区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展，为了更好

地满足客户需求，BSI于2010年6月，成功注册成立英标认证技术培训（北京）有限公司(BSI Learning)，标志着BSI中国培训业

务发展进入全新阶段。BSI Learning目前为客户提供绩效提升、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二十余个课程系列近百

种课程的公开课及内训服务。

BSI Learning快速发展成长，在北上广深等全国十余个主要城市成功开设课程，迅速在运营管理培训市场树立了自己难以撼动的

先锋位置。其强大的专职讲师团队及管理咨询顾问团队所展现的深厚专家底蕴、丰富的专业知识及高水准的职业素养更是受

到学员们的强烈肯定。

在国际合规标准培训领域，BSI Learning是业界的理念先导者，可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您的员工达到相关资格要求，掌握

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并且助力企业通过采用新标准尽享先发优势。

业务成功取决于人，因此，加大人员培训的投资力度以增强其技

能和知识，从而使他们能够更高效地开展工作，这已成为共识。

培训的优势将带来更有效的体系和流程实施、更好的产品与服

务、更高的生产率，并且能够留住更多人才。

BSI Learning

培训 体系认证80,000
全球范围客户 2015年，我们向全球

113,000位学员提供了

培训服务

全球100,000+业务地点由

BSI认证。我们的审核客户

满意度平均分高达9.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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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培训

为什么培训
至关重要

将我们的经验
转变为您的
专业优势

出色的业务离不开优秀人才
研究表明，投资于培训和发展的企业将因此而获益匪浅：

*信息来源：布里斯托尔市 (City of Bristol)培训优势文章

最佳学习体验
我们在一流的学习场所为您提供五星级的学习体验。这些场所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为您提供尽可能最佳的学习环境，您可以

尽享一流的设施和精心准备的茶点。因此，您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并且获得最佳的学习体验。

如果不对其员工进行培训，
业务失败的可能性会高出
2.5倍*

我们成就了世界上最广泛采用的管
理体系标准，其中包括ISO 9001、
ISO 14001和 ISO/IEC 27001

99.5%的学员会推荐BSI

2015年，我们对来自中小企
业以及全球企业的113000名
人员进行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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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培训

为什么培训
至关重要

将我们的经验
转变为您的
专业优势

出色的业务离不开优秀人才
研究表明，投资于培训和发展的企业将因此而获益匪浅：

*信息来源：布里斯托尔市 (City of Bristol)培训优势文章

最佳学习体验
我们在一流的学习场所为您提供五星级的学习体验。这些场所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为您提供尽可能最佳的学习环境，您可以

尽享一流的设施和精心准备的茶点。因此，您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并且获得最佳的学习体验。

一年中，BSI会花相当于 
195000天的时间与客户
打交道，因此，我们深知
企业需要什么，并且理解
他们的需求

83%的人认为，员工是保
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全球250位讲师均具有
多年丰富的管理体系相
关从业经验

45%的员工坦言，如果
其所在的企业投资于技
能培训，他们会感到更
有动力*

如果不对其员工进行培训，
业务失败的可能性会高出
2.5倍*

我们成就了世界上最广泛采用的管
理体系标准，其中包括ISO 9001、
ISO 14001和 ISO/IEC 27001

99.5%的学员会推荐BSI

去年，我们对来自中小企业
以及全球企业的 113000名
人员进行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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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选择计划实现个人和组织共赢

相关课程

能力提升服务

企业内训

公开课

组织竞争力

组织能力

团队能力

个人能力

多样化的
培训选择

公开课
我们提供绩效提升、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二十余个课程系列近百种课程，全国

十余个主要城市开设课程，满足不同地域企

业的不同需求。

企业内训  
您可以从我们广泛的培训项目范围中选择课程，

然后再根据自身需求让我们为您提供有针对性的

课程。同时，BSI能够提供更多课程，为组织提

供有计划、有系统的培养，以满足贵公司的业务

目标。

能力提升服务 
BSI专业人士协同客户方人员共同组成团队，

借用其深厚的专业知识、行业经验、工具和

方法，启迪并激发客户方人员思维，为客户

培养专业人才，促进员工充分参与管理改

革，从而帮助企业推进战略实现。

增值审核
通过BSI增值审核，可帮助企业从管理机制深层

次发现改进机会，确保遵循企业的价值观和行

为准则。并通过强化体系和过程的有效性确保

企业获得并保持市场竞争的优势和持续发展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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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选择计划实现个人和组织共赢

定制化审核

教练式服务

企业内训

公开课

组织竞争力

组织能力

团队能力

个人能力

多样化的
培训选择

公开课
我们提供绩效提升、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二十余个课程系列近百种课程，全国

十余个主要城市开设课程，满足不同地域企

业的不同需求。

企业内训  
您可以从我们广泛的培训项目范围中选择课程，

然后再根据自身需求让我们为您提供有针对性的

课程。或者您可申请完全定制化课程，由我们据

此为您量身设计，以满足贵公司的业务目标。

教练式服务 
BSI专业人士协同客户方人员共同组成项目

推进团队，将客户方人员对企业自身的深入

了解和行业经验与BSI的经验、工具和方法

紧密结合，共同完成项目，着重于为客户培

养专业人才，促进员工充分参与管理改革，

帮助企业持续改进。

定制化审核
无论是审核准则、审核团队、审核范围，还是审

核方式及报告方式，均由BSI为您量身定制。基

于审核对象的特点以及组织的价值主张和期望， 

BSI将与您共同策划、确定一套完整的审核方

案，以确保充分遵循您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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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培训领域

4

我们的培训领域

4

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

反贿赂管理

组织生存力



体系标准转版整体解决方案

BSI可以为您提供 “差

距分析”服务，帮助您

在正式审核前识别是否

有任何弱点或疏漏，为

正式审核做好准备

获得一份新版

标准  

 

[PS: 标准不对外出售，培

训附赠。]

第一步 
标准 

结合审核转版课程，您将

学习了解新的ISO高层次

结构(HLS)，以及新版主要

变化，也将全面增进自己

的审核技能

  新版标准培训(标准)

  新版内审员培训(审核)

模块化深入精讲培训，将

让您透彻掌握新版核心趋

势及变化点；并帮助您基

于此形成您组织的落地转

版实施方案

   高层管理讲座

  模块深入精讲

  核心变更落地实施指导

 新标实践周

第二步
新版标准基础培训

第三步
模块化深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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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差距分析

体系标准转版整体解决方案

获得一份新版

标准  

 

[PS: 标准不对外出售，培

训附赠。]

第一步 
标准 

结合审核转版课程，您将

学习了解新的ISO高层次

结构(HLS)，以及新版主要

变化，也将全面增进自己

的审核技能

  新版标准培训(标准)

  新版内审员培训(审核)

模块化深入精讲培训，将

让您透彻掌握新版核心趋

势及变化点；并帮助您基

于此形成您组织的落地转

版实施方案

   高层管理讲座

  模块深入精讲

  核心变更落地实施指导

 新标实践周

第二步
新版标准基础培训

第三步
模块化深入培训

十大经典课程十大金牌课程
[情境思维] 成功的质量经理人（3.0版）

[技能突破] 基于问题的流程审核工作坊 （3.0版）

[聚焦影响力] 基于风险的业务流程审计 （3.0版）

[决胜供应链] 供应商质量管理攻略（3.0版）

[效率制胜] 有效的业务流程管理 （BPM 3.0版）

[降本增效] 打造协同化的组织绩效平台（3.0版）

[超越满意] 基于客户口碑的忠诚度管理（NPS）

[以动应变] 构建风险导向的企业内控体系 （3.0版）

[知行合一] 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实践（PRINCE2®）

[转型保障] 成功的项目群管理实践（M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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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大金牌课程
聚焦影响力-基于价值的审核能力提升

聚集关键-问题分析与决策

技能突破-基于问题的流程诊断

降本增效-打造协同化的组织绩效管理平台

让战略落地-有效的业务流程管理

情境思维-成功的质量经理人

以动应变-“创建动态高效的风险管理平台”工作坊

决胜供应链-供应商品质管理攻略

超越满意-基于客户口碑的忠诚度管理

知行合一-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实践

十大经典课程
[BSI Training Academy] CQI&IRCA认可(17955)质量管理体系（ISO 9001:2015）主任审核员

[BSI Training Academy] CQI & IRCA认可(A18190)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ISO 13485:2016）主任审核员课程

[BSI Training Academy] CQI&IRCA认可(A17287)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IEC 27001:2013）主任审核员课程

云安全STAR认证评估师（CSA注册）

基于BS 10012和GDPR的个人信息管理体系实施专家（CBGP-CBGE）课程

资产管理体系(ISO 55001)主任审核员

[BSI Training Academy] CQI&IRCA认可(A17903)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1:2015）主任审核员

[BSI Training Academy] CQI&IRCA认可(1946)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 45001:2018）主任审核员



新！ 2获得可信赖测量数据的保障—MSA测量系统分析高阶班

BSI新产品 
*课程最终解释权归BSI所有

BSI培训教室实景

天数

2

5

2

3

2

5

2

经典！ 5

3

3

2

5

3

3

2

经典！ 5

2

4

2

4

4

4

课程名称 天数

质量工具系列

VDA 6.1 体系审核 3

VDA 6.3 体系审核 3

VDA 6.5 产品审核 1

获得可信赖测量数据的保障—MSA测量系统分析高阶班  新！ 2

量产前的产品失效风险控制工具—FMEA潜在失效模式和后果分析高阶班 新！ 2

让数据说话-统计过程控制(SPC)高阶班  新！ 2

五大核心工具 ( APQP/PPAP/FMEA/SPC/MSA )精要 5

质量成本管理 2

业务连续性管理系列 

基于ISO 22301的BCM建立与实施 2

业务连续性管理(ISO 22301)高级专家 经典！ 5

理解业务连续性管理(BCM)的原理与良好实践-– BCI国际注册课程 5

信息及通信技术服务业务连续性管理(ISO 27031)标准实践 2

云安全管理系列

云安全培训课程：STAR注册评估师 2

风险管理系列

M_o_R (风险管理) Foundation  (AXELOS & APMG 国际认可) 新！ 3

企业风险管理专题-基于BS 10500的清廉管理体系 1

以动应变 - 构建风险导向的企业内控体系（3.0版）金牌！ 2

变革保障攻略 

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实践(PRINCE2)Foundation 
 (AXELOS & APMG 国际认可)    

3

知行合一 - 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实践(PRINCE2®) 金牌！ 
Foundation+Practioner (AXELOS & APMG 国际认可)    

5

转型保障 - 成功的项目群管理实践(MSP®) 金牌！
 (AXELOS & APMG 国际认可)     

3

BSI公开课精选课程

*课程最终解释权归BSI所有

课程名称 天数
经典标准类课程系列

课程名称 天数

 

 

 

 

 

2质量管理体系(ISO 9001:2015)新版内审员

3ISO 9001:2015+ISO 14001:2015内审员

3整合管理体系IMS (ISO 9001/ISO 14001/ISO 45001)内审员

2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1: 2015)新版内审员

3EHS（ISO 14001 & ISO 45001）内审员

2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ISO 13485)内审员

5[BSI Training Academy] CQI & IRCA认可(A18190)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
（ISO 13485:2016）主任审核员课程

2MDSAP认证基础及实践课程 新！

3医疗器械CE Marking简介（MDR）指令

2云安全培训课程：云安全国际标准Foundation课程

5[BSI Training Academy] CQI&IRCA认可(1946)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ISO 45001:2018）主任审核员

3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IATF 16949:2016)内审员

2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IATF 16949:2016）新版标准精要课程

3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IATF 16949:2016)实践者课程

新！ 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 27001)内审员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 45001)内审员 新！

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 45001）新版标准精要课程 新！

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 45001）实践者 新！

5[BSI Training Academy] CQI&IRCA认可(A17287)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ISO/IEC 27001:2013）主任审核员课程

2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实践者课程

数据/隐私保护系列课程

1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基础课程

3基于BS 10012和GDPR的个人信息管理体系实施专家（CBGP-CBGE）课程

2认证隐私信息保护专家（欧洲）（CIPP/E®）培训课程

2《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审核人员课程

1隐私保护培训课程_ISO 27018标准与实践

2数据治理ISO 38505-1:2017标准精要课程

质量工具系列

1VDA 6.5 产品审核

3VDA 6.3 过程审核

5五大核心工具 ( APQP/PPAP/FMEA/SPC/MSA )精要

2质量成本管理

让数据说话-统计过程控制(SPC)高阶班 新！ 2

量产前的产品失效风险控制工具—FMEA潜在失效模式和后果分析高阶班 新版！ 2

信息安全系列课程

云安全培训课程：STAR注册评估师 2

 

BS 65000
组织生存力指南

有关实现组织生存力
的指南

 

ISO 37001
反贿赂管理

证明您的反贿赂
管理承诺

 

ISO 39001
道路交通安全

世界上首个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标准

 

ISO 55001
资产管理

针对物理资产管理的
国际最佳实践

 

沙盘模拟课程 沙盘模拟中进行实操演练

 

质量经理人
全面成功经理人的高
品质课程

 

 

ISO 22325
应急能力评估

应急能力建设的前提

ISO 22301
业务连续性管理

管理业务风险，确保
业务连续性

 

ISO/IEC 27017
云计算安全

云计算安全国际标准

 

ISO/IEC 27018
云隐私保护

公有云个人信息保护
国际标准

 

ISO 22000
食品安全

面对食品行业所有领域的
良好生产实践

 

GDPR欧盟数据
保护条例

强化数据保护
和隐私权

 

敏捷项目管理
规划及指导项目流程
的迭代方法

 

卓越领导力打造高绩效团队

运
营
韧
性
类

信
息
韧
性
类

新！

新！

新！

新！

5[BSI Training Academy] CQI&IRCA认可(17955)质量管理体系
（ISO 9001:2015）主任审核员 经典！

5[BSI Training Academy] CQI&IRCA认可(A17903)环境管理体系
（ISO 14001:2015）主任审核员 经典！

新！

云安全系列课程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业务连续性管理系列

2业务连续性管理(ISO 22301)内审员

4业务连续性管理(ISO 22301)主任审核员

5BSI-DRI ISO 22301 主任审核员& CBCP高级专家双证课程(DRI注册)新！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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