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工商局 2018 年流通领域移动电源抽查检验合格商品汇总表 

序号 样品名称 受检单位 标称生产单位 标称商标 规格型号 综合判定 

1 LED 备电 2 移动电源 合肥市包河区玩加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PISEN 品胜 

TS-D213，容量 10000mAh 37wh

（TYP），输入 5V-2A，输出

5V-2A 

合格 

2 便携式移动电源 合肥市包河区荣启电子经营部 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PISEN TS-D182 合格 

3 移动电源 合肥市包河区荣启电子经营部 爱国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jgo D12 合格 

4 羽博移动电源 合肥市包河区晟辰电子经营部 深圳市锐讯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羽博 

S7，容量 10000mAh， 

输入 DC5V-2A， 

输出 DC5V-2A(max) 

合格 

5 移动电源 合肥市包河区鑫成数码产品商行 深圳市鑫通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世纪飞扬 

C5010，容量 11000mAh，输入

DC5V-2.4A(max)， 

输出 DC5V-2.4A（max） 

合格 

6 移动电源 合肥市包河区鑫成数码产品商行 深圳市鑫通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世纪飞扬 C5050，容量 8000mAh 合格 

7 充电宝 合肥睿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陆通实业有限公司 海陆通 
Y305A,容量 10000mAh， 

输入 5V-2A，输出 5V-2.1A 
合格 

8 充电宝 合肥睿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陆通实业有限公司 海陆通 
Y304A,容量 10Ah， 

输入 DC5.0V/2.0A 
合格 

9 移动电源 合肥市易佰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飞毛腿电池有限公司 飞毛腿 SPK-A15，容量 10000mAh 合格 



 

10 TJ733 移动电源 天海中皖 深圳市诚信通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诚信通达 

TJ733，容量 10000mAh，输入

DC5V-2.1A, 

输出 DC5V-2.1A 

合格 

11 移动电源 合肥蓝科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威澎电子有限公司 金威澎 A18，容量 12000mAh 合格 

12 智能移动电源 合肥蓝科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威澎电子有限公司 金威澎 A6，容量 20000mAh 合格 

13 移动电源 蓝度商贸 东莞市优客诚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博 X16，容量 10000mAh 合格 

14 移动电源 蓝度商贸 深圳市酷客尚品科技有限公司 酷客 K27，容量 10000mAh 合格 

15 智能移动电源 怀宁县政和路金立自有手机卖场 东莞市康友电子有限公司 康友 KP-06，10000mAh 合格 

16 智能商务移动电源 怀宁县政和路金立自有手机卖场 杭州嘿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嘿豹特工 F203，10000mAh 合格 

17 SMART POWER 怀宁县品信特训经营店 广州市奇量电子有限公司 PZX 品之星 C146，10400mAh 合格 

18 移动电源 怀宁县卓越特许经营店 深圳市金宇鸿科技有限公司 PADO 半岛铁盒 U106，10600mAh 合格 

19 移动电源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怀宁县分公

司高河大道营业厅 
广州市奇量电子有限公司 PZX 品之星 C158，20000mAh 合格 

20 LED 薄彩 2 移动电源 桐城市文昌街道畅风通讯经营部 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PISEN 品胜 TS-D212，10000mAh 合格 

21 智能商务移动电源 桐城市文昌街道金诚通讯营业三部 杭州嘿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B 嘿豹特工 F202，10000mAh 合格 

22 移动电源 Power Bank 
安徽慧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铜陵万达广

场店 
深圳市力可普尔电子有限公司 ROMOSS 罗马仕 HO10，10000mAh 合格 



 

23 移动电源 Power Bank 
安徽慧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铜陵万达广

场店 
深圳市力可普尔电子有限公司 ROMOSS 罗马仕 PB10，10000mAh 合格 

24 移动电源 Power Bank 
安徽慧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铜陵万达广

场店 
深圳市力可普尔电子有限公司 ROMOSS 罗马仕 PH50，10400mAh 合格 

25 小米移动电源 2C 安徽优瑞家科技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 
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小米生态链企

业） 
MI 小米 PLM06ZM,20000mAh 合格 

26 
小米移动电源（10000mAh

高配版） 
安徽优瑞家科技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 

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小米生态链企

业） 
MI 小米 PLM03ZM,10000mAh 合格 

27 新小米移动电源 2 安徽优瑞家科技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 
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小米生态链企

业） 
MI 小米 PLM09ZM,20000mAh 合格 

28 移动电源 
安徽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铜陵分

公司 
深圳市力可普尔电子有限公司 ROMOSS 罗马仕 PIE20，20000mAh 合格 

29 移动电源 铜陵市联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机乐堂科技有限公司 JOYROOM 机乐堂 D-M152，10000mAh 合格 

30 
Candy Power bank（糖果系

列移动电源） 
铜陵市联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机乐堂科技有限公司(监制出品） JOYROOM 机乐堂 D-M150，10000mAh 合格 

31 翼系列移动电源 铜陵市联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机乐堂科技有限公司 JOYROOM 机乐堂 D-L155 PLUS 合格 

32 快充宝 
安徽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铜陵分

公司 
东莞市海陆通实业有限公司 ARUN 海陆通 F1 Air，10000mAh 合格 

33 画阁系列移动电源森之鹿 
安徽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铜陵分

公司 
深圳市机乐堂科技有限公司 JOYROOM 机乐堂 PT-D01，10000mAh 合格 

34 移动电源 铜陵县恒业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乔威电源有限公司 JOWAY 乔威 JP-82，10000mAh 合格 

35 移动电源 铜陵县恒业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乔威电源有限公司 JOWAY 乔威 JP-89，10050mAh 合格 

36 移动电源 铜陵县恒业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乔威电源有限公司 JOWAY 乔威 JP-103，10000mAh 合格 



 

37 移动电源 铜陵县恒业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乔威电源有限公司 JOWAY 乔威 JP-97 合格 

38 移动电源 涡阳县向阳路周艳代办电信业务服务点 东莞市海陆通实业有限公司 海陆通 Y635A 合格 

39 移动电源 涡阳县杨书伟联通代办经营部 深圳市睿禾科技有限公司 REMAX RPL-36，10000mAh 合格 

40 移动电源 涡阳县李小磊移动业务代办点 深圳市金威澎电子有限公司 VIPTEK 金威澎 A5，13000mAh 合格 

41 智能移动电源 涡阳县亿通达电池大全点 深圳市叛逆者科技有限公司 PANNIZHE 叛逆者 叛逆者 D2000，10000mAh 合格 

42 便携式移动电源 芜湖话机世界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 广东铁达信实业有限公司 T.World X-100Q,10000mAh 合格 

43 公牛高端移动电源 利辛县陈刚手机店 宁波公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BULL 公牛 GNV-PBA102 合格 

44 移动电源 利辛县微讯科技电子经营部 深圳市惠世友通讯电子有限公司 惠世通 睿智 160，10000mAh 合格 

45 智能移动电源 利辛县健康通讯二部店 深圳市酷客尚品科技有限公司 酷客 K20，10800mAh 合格 

 

 

 

 

 

 

 

 



 

安徽省工商局 2018 年流通领域移动电源抽查检验不合格商品汇总表 

序号 样品名称 受检单位 标称生产单位 标称商标 规格型号 综合判定 不合格项目 

1 智能移动电源 合肥市包河区易分利电子经营部 深圳市同方鑫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融科 

5105，容量 12000mAh， 

输入 DC5V-2.1A， 

输出 DC5V-2.1A 

不合格 额定容量 

2 移动电源 
合肥市易佰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新银河通讯商城 
深圳市首力电子有限公司 守护者 

M13，容量 15000mAh， 

输入 5V/1A，输出 5V/1A 
不合格 

额定容量和过

充电 

3 移动电源 
合肥市易佰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新银河通讯商城 

客天下香港国际电子有限公司（深圳

市首力电子有限公司监制） 
银龙 

M18，容量 16000mAh， 

输入 5V/1A，输出 5V/1A 
不合格 

额定容量和过

充电 

4 
高速大容量移动

电源 
天海中皖 东莞市龙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横毅电子 

T6，容量 16800mAh， 

输入 5V-1A，输出 5V-2.1A 
不合格 额定容量 

5 充电宝 天海中皖 深圳市龙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横毅电子 L9，容量 20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和过

充电 

6 移动电源 蓝度商贸 东莞市优客诚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博 X20，容量 20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7 POWER 怀宁县高河镇天成联通手机卖场 深圳市移信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YIXNTO 移信通 M9，104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8 POWER BANK 怀宁县高河镇怀高通讯营业厅二店 深圳市创造者科技有限公司 创造者 X1（小块头），10400mAh 不合格 
标记和说明、额

定容量 

9 POWER BANK 怀宁县高河镇怀高通讯营业厅二店 深圳市创伟佳源科技有限公司 deimi 戴米 Q5，104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10 智能移动电源 
安庆市信联通信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怀宁

分公司 
深圳百宇科技有限公司 JC 捷巢 L60，104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11 POWER BANK  怀宁县高河镇诚联移动通信特许经营店 深圳市美创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美创威 MC-M2,138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12 移动电源 怀宁县高河镇季安通讯经营部 杭州嘿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ivan 印凡 YFF201，10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常温

外部短路和过

充电 



 

13 智能移动电源 桐城市太阳城购物中心一楼 深圳市佳美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OUYI 欧意 Z3，10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14 智能移动电源 桐城市太阳城购物中心一楼 深圳市佳美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OUYI 欧意 / 不合格 

标记和说明、额

定容量和过充

电 

15 狄曼移动电源 桐城市龙眠街道奉时通讯经营部 深圳市睿迈科技有限公司 WK DESIGN WP-018,10000mAh 不合格 
标记和说明、额

定容量 

16 POWER BANK MC-9X 桐城市龙眠盛百京都移动特许经营店 深圳市美创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MCW 美创威 MC-9X,108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17 POWER BANK 桐城市龙眠盛百京都移动特许经营店 深圳市羽亿科技有限公司 yuyi 羽亿 / 不合格 
标记和说明、额

定容量 

18 移动电源 桐城市春华通讯手机卖场 / 创造者 /，15000mAh 不合格 
标记和说明、额

定容量 

19 移动电源 桐城市文昌街道沃首手机卖场 深圳市佳美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电高科 JM-235，104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20 移动电源 桐城市文昌街道沃首手机卖场 深圳市佳美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电高科 JM-6133，104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和过

充电 

21 SMART POWER 铜官区万政通讯经营部 深圳市亿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PENYU 亿品原 E566，12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22 移动电源 
安徽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铜陵分

公司 
广州市顺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DX 铁达信 X-100Q,10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23 POWER BANK 铜官区义安南路天成手机卖场 / vivo 18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24 POWER BANK 铜官区义安南路天成手机卖场 / OPPO 18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25 便携式电源 涡阳县新宇通信营业厅 广东古尚电子有限公司 Gusam 古尚 A1，3.7V-10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26 
智能数显移动电

源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涡阳县分公

司向阳南路营业厅 
东莞市康友电子有限公司 康友 KP-01，104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27 第 3 代移动电源 涡阳县何梦婷中国移动通信代办点 代理商：深圳市歌奈时代科技有限公 GENAI 龟纹宝 A41，10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龟纹宝 司 

28 
F-85 纯系列移动

电源 
涡阳县亿通达电池大全点 深圳市最佳拍档电子有限公司 好拍档 

F-85 纯系列移动电源，

20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29 
高速大容量移动

电源 
环宇通信 东莞市龙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龙奇 T6，168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和过

充电 

30 大容量移动电源 利辛县奇兴通讯营业厅 深圳市龙奇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金伯利 L8，20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和过

充电 

31 
经典商务移动电

源 
利辛县华亿通讯部 深圳市聚力信科技有限公司 ABF 阿不凡 Z4,168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32 智能移动电源 利辛县西城新话机世界 南京同方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清华同方 TF-8306，12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33 
HIGH-ENERGY 

POWER BANK 
优质手机快修 深圳市龙奇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金伯利 X5，168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34 
HIGH-ENERGY 

MOBILE POWER 
利辛县城南胜华通讯 深圳市创造者科技有限公司 创造者 R11，10000mAh 不合格 额定容量 

35 
充电宝 POWER 

BANK 
利辛县金宁手机店 深圳春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Spring Rain CY-大力神 006，15000mAh 不合格 

标记和说明、额

定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