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安全帽等64种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不合格汇总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企业 销售单位/电商 样品来源 抽查结果 不合格项目

1 安全帽 - T LD+JG 常州羿科安全装备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标识;
2 安全帽 宁乐 T LD+JG 常州市新安安全用品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标识;
3 安全帽 - — 镇江苏铭华盾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标称) 奇胜居家日用旗舰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标识;
4 安全帽 Hynan — 无锡市恒安塑胶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冲击吸收性能（浸水）;标识;
5 安全帽 悦力 — 南京润伽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标识;

6 安全帽 — — 镇江昊安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标称) 梁溪区华东商贸城真森好五金经
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侧向刚性;

7 安全帽 — — 丹阳市和谐劳保用品厂 (标称) 无锡市攀登五金工具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标识;
8 安全帽 — WED-001 无锡市威尔盾安全用品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标识;

9 密目式安全立网 BO TAO ML-1.8m×6.0m 山东滨州波涛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标称) 汇都旗舰店/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断裂强力×断裂伸长;开眼环扣强力;耐贯穿性能;耐冲

击性能;

10 密目式安全立网 BO TAO ML-1.8m×6.0m 山东滨州波涛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标称) 欢喜羊家居专营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断裂强力×断裂伸长;开眼环扣强力;耐贯穿性能;耐冲

击性能;

11 安全平网 亿力源 P-3×6m 宝应县亿力源绳网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系绳间距及长度 ;耐冲击性能;网绳绳断裂强力 ;筋绳绳

断裂强力;
12 潜水电泵 科翔制泵 QS20-30/2-3 江苏科翔制泵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效率 %;

13 污水污物潜水电泵 图形商标 WQ10-10-0.75 浙江水鱼机电有限公司 (标称) 徐州三鱼水泵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过载保护;规定点流量与扬程 ;功率因数;使用说明书安

全内容;电泵引出电缆;
14 单相潜水电泵 — QDX 1.5-16-0.37 浙江潜工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张婷婷 实体店 不合格 电泵引出电缆;效率;规定点流量与扬程 ;
15 单相小型潜水泵 — QDX 1.5-18-0.37A 浙江神农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标称) 张婷婷 实体店 不合格 规定点流量与扬程 ;
16 单相潜水电泵 壹陆捌 QDX1.5-16-0.37 浙江丰浪泵业有限公司 (标称) 靖江市鸿达五金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电泵引出电缆;效率;规定点流量与扬程 ;

17 车用尿素溶液（AUS 
32） 皇睿 10kg/桶 常州翼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标称) 皇睿车品旗舰店 /拼多多 电商平台 不合格

尿素含量（质量分数）;密度（20℃）;折光率20nD;
醛类（以HCHO计）;磷酸盐（以PO4计）;

18 角向磨光机 佳捷仕 J11-100 浙江莱肯工贸有限公司 (标称) 靖江市丰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扰电压-3;
19 电钻 泉有 QY-6105 浙江泉有机电有限公司 (标称) 江苏奥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扰电压-3;
20 角磨机 - QY-9106NM 浙江泉有机电有限公司 (标称) 江苏奥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扰电压-3;
21 角向磨光机 华丽 S1M-HL31-100 华丽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标称) 靖江渊博五金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扰电压-3;
22 角向磨光机 - ZMN 100-2 浙江啄木电器有限公司 (标称) 开发区益昕泰五金机电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扰电压-3;

23 角向磨光机 清方圆 S1M-JY-100 永康市骏一工贸有限公司 (标称) 开发区新开街道博艺五金机电经

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4;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

扰电压-3;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绝缘穿通距离 -22;

24 重载角磨机 - 9115S 索沃克(苏州)工具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开发区新开街道永锐利五金机电

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机械危险-14;

25 角向磨光机 切磨王 S1M-HL70-100 华丽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标称) 开发区新开街道永锐利五金机电
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扰电压-3;

26 角向磨光机 邦力 S1M-BL-100 上海邦力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标称) 南通崇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4;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
扰电压-3;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绝缘穿通距离 -22;

27 电钻 - SDR3006 史丹利五金工具（上海）有限公司(标
称) 梦梓达五金专营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骚扰功率-2;

28 角向磨光机 —— CT-20XAG-BG 无锡奥拓曼机电有限公司 (标称) 正金行五金专营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4;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

扰电压-3;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绝缘穿通距离 -22;

29 冲击电钻 - DS-206AE-BG 永康市佰力仕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标称) 德立士五金旗舰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扰电压-3;

30 角向磨光机 - DY-20XAG-BG 无锡奥拓曼机电有限公司 (标称) 德韵旗舰店/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4;端子骚扰电压-2;端子骚

扰电压-3;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绝缘穿通距离 -22;

31 石材切割机（云石机） 图形商标 AQ11001 浙江精力工具有限公司 (标称) 常州市鑫旭精工机电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机械危险;机械危险;电源联接和外接软线 ;电源联接和

外接软线;端子骚扰电压;端子骚扰电压;
32 角向磨光机 图形商标 S1008 浙江精力工具有限公司 (标称) 常州市鑫旭精工机电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结构;端子骚扰电压;端子骚扰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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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企业 销售单位/电商 样品来源 抽查结果 不合格项目

33         —— S1M-KP21-100 浙江博大实业有限公司 (标称) 常州市东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端子骚扰

电压;端子骚扰电压;
34 电锤 DOLIZ BA228 博来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标称) 姑苏区瑞棱贸易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电源联接和外接软线 ;端子骚扰电压;端子骚扰电压;
35 双功能电锤 Z1C-HL-26C 华丽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标称) 姑苏区欢达五金机电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端子骚扰电压;端子骚扰电压 ;

36 电锤 灵威 Z1C-LW-26 永康市灵威电器有限公司 (标称) 张家港市杨舍镇盛银金机电经营
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电源联接和外接软线 ;

37 电钻 美仕德 J1Z-JF-10B 上海尊合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标称) 太仓市城厢镇固克创五金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
电源联接和外接软线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电气间

隙;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端子骚
扰电压;端子骚扰电压;

38 石材切割机 —— Z1E-KP10-110 浙江博大实业有限公司 (标称) 海门市垦扩电动工具经营部 /淘宝 电商平台 不合格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
电源联接和外接软线 ;电源联接和外接软线 ;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端子骚扰电压;端子

骚扰电压;
39 石材切割机 图形商标 BA116 博来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标称) 柘荣县允从日用品经营部 /淘宝 电商平台 不合格 电源联接和外接软线 ;端子骚扰电压;端子骚扰电压;

40 冲击钻 —— DLX-KC-13A 杭州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标称)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

采购中心/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发热;机械危险;机械危险;
机械危险;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结构;发热;发热;

发热;爬电距离、电气间隙
;端子骚扰电压;端子骚扰电压;发热;发热;

41 电动自行车 豪顺 TDT24Z 无锡人杰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结构-防碰擦;电气装置-短路保护;
42 电动自行车 绿能 TDT716Z 天津华贵源电动车业有限公司 (标称) 金湖小倪车行 实体店 不合格 充电器与蓄电池-蓄电池防篡改 ;
43 电动自行车 五星黑马 TDT114Z 天津萨博车业有限公司 (标称) 金湖县塔集镇成明车行 实体店 不合格 电气装置-短路保护;充电器与蓄电池-蓄电池防篡改;
44 电动自行车 -- TDT1040Z 天津华贵源电动车业有限公司 (标称) 港闸区梦飞电动自行车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电气装置-短路保护;
45 电动自行车 -- TDT1929Z 天津绿佳车业有限公司 (标称) 连云港温佳商贸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充电器与蓄电池-蓄电池防篡改 ;
46 电动自行车 -- TDT05Z 天津帅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标称) 海州区晶京电动车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电气装置-短路保护;充电器与蓄电池-蓄电池防篡改;
47 电动自行车 宝雕摩托 TDT21Z 江苏宝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标称) 江苏宝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车速限值;车速提示音;电气装置\短路保护;
48 电动自行车 美羚 TDT806Z 常州市凯旋车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淋水涉水性能;
49 电动自行车 豪顺 TDT191Z 天津市雅森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江都区浦头镇天龙电动车超市 实体店 不合格 电气装置\短路保护;

50 电动自行车 祥龙 TDT1019Z 嘉年华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标称)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祥龙电动车
店

实体店 不合格 车速提示音;电气装置\短路保护;

51 电动自行车 青春之歌 TDR011Z 常州金色年华车业有限公司 (标称) 青春之歌旗舰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充电器与蓄电池 \充电器\非正常工作;

52 电动自行车 五羊 TDT813Z 福清市信田车业有限公司 (标称) 五羊鑫悦途专卖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车速限值;车速提示音;淋水涉水性能;电气装置\短路

保护;充电器与蓄电池 \充电器\非正常工作;充电器与
蓄电池\蓄电池防篡改;车速限值;整车质量;

53 电动自行车 建设 TDT30Z 无锡汇之力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建设旗舰店/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淋水涉水性能;充电器与蓄电池\蓄电池防篡改;整车质

量;

54 电动自行车 TDT066Z 江苏大隆建豪新能源工业有限公司 (标
称) 无锡朔正商贸有限公司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电气装置;整车质量;

55 电动自行车 TDT002Z 无锡市喜鹿电动车有限公司 (标称) 锡山区艾雅助动自行车商行 /淘宝 电商平台 不合格 车速限值;车速提示音;车速提示音;

56 电动自行车
TAENT踏

浪
TDT007Z 无锡踏浪车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结构\脚蹬间隙\地面距离;

57 电动自行车 乐行电车 TDT022Z 无锡智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电气装置\短路保护;结构\脚蹬间隙\地面距离;
58 电动自行车 钧丰哈罗 TDR2102Z 常州洪都电动车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电气装置\短路保护;
59 电动自行车 英诺英科 TDR02Z 江苏英诺英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标称) enoeco英诺英科旗舰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车速限值;车速提示音;电气装置\短路保护;

60 智能铅酸专用充电器 - JK4820 广州市江科电子有限公司 (标称) 金湖鸿利达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输入功率和电流、空载直流输出电压 -1;输入功率和

电流、空载直流输出电压 -2;
61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 JT/48V12Ah Y 安徽省天长市景天电子 (标称) 江都区仙女镇永宏车行 实体店 不合格 机械强度;

62 铅酸蓄电池充电器 — SP330-48 南京西普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标称) 拉斯米尔旗舰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输入功率和电流、空载直流输出电压 ;输入、输出线

及插头;

63 动力锂电池 驴司令 HX13SXH-20AB 江苏湖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江苏湖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淘宝 电商平台 不合格 I2(A）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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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企业 销售单位/电商 样品来源 抽查结果 不合格项目

64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

烯护套扁型电缆
BVVB 2×1.5mm2 无锡市优千电缆有限公司(标称) 泰州市海陵区鹏展线缆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导体电阻-红色;绝缘老化前抗张强度 -蓝色;绝缘老化

前断裂伸长率-红色;绝缘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蓝色;绝
缘老化后抗张强度(80±2℃，168h)-红色;绝缘老化后
抗张强度(80±2℃，168h)-蓝色;绝缘老化后断裂伸长

率(80±2℃，168h)-红色;绝缘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80±2℃，168h)-蓝色;导体电阻-蓝色;绝缘老化前抗

张强度-红色;
65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 BVVB  2×1mm2 常州市润联线缆有限公司(标称) 江苏南通电线电缆批发 /淘宝 电商平台 不合格 导体电阻-红色;导体电阻-蓝色;

66 普通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
60227 IEC 53

（RVV）300/500V 
2×1

江苏宝诚线缆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结构尺寸检查-护套最薄处厚度 ;

67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

烯护套软电缆（普通聚氯
乙烯护套软线）

——
60227 IEC 53

（RVV）300/500V 
3×1

扬州联信线缆电器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绝缘机械性能-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中间值（%）;绝缘机械性能-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中间值（%）;

68 汽油发动机油 泓牌 SG 15W-40 4L/桶 泰兴市润得利润滑油脂有限公司 (标称)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诚信润滑油经

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运动黏度（100℃）;

69 汽油机油 快捷士 SL 10W-40 江苏快捷士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运动黏度(100℃);
70 耐酸碱工业胶手套 威蝶 31A-1 青岛威蝶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标称) 东亚手套直销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耐渗透性;

71 排烟防火阀 — PFHF WSDc-K-
1000×800 臻汇空调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时间; 耐火性能-温感器动作情况 ; 耐
火性能-单位面积上的漏烟量（标准状态） -最大值; 

耐火性能-阀门表面出现火焰情况 ;

72 排烟防火阀 — PFHF WDSc-K-
800×800

苏州工业园区昱盛空调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时间; 耐火性能-温感器动作情况 ; 耐
火性能-单位面积上的漏烟量（标准状态） -最大值; 

耐火性能-阀门表面出现火焰情况 ;

73 排烟防火阀 — PFHF WSDc-K-
1250×800 苏州谢访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时间; 耐火性能-温感器动作情况 ; 耐
火性能-单位面积上的漏烟量（标准状态） -最大值; 

耐火性能-阀门表面出现火焰情况 ;

74 排烟防火阀 — PFHF WSDc-K-
800×630 江苏双富空调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时间; 耐火性能-温感器动作情况 ; 耐
火性能-单位面积上的漏烟量（标准状态） -最大值; 

耐火性能-阀门表面出现火焰情况 ;

75 排烟防火阀 — PFHF WSDc-K-
1250×800 靖江市奇星空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时间; 耐火性能-温感器动作情况 ; 耐
火性能-单位面积上的漏烟量（标准状态） -最大值; 

耐火性能-阀门表面出现火焰情况 ;

76 排烟防火阀 — PFHF WSDc-K-
800×800-Ⅱ 江苏华勇空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时间; 耐火性能-温感器动作情况 ; 耐
火性能-单位面积上的漏烟量（标准状态） -最大值; 

耐火性能-阀门表面出现火焰情况 ;

77 排烟防火阀 — PFHF WSDc-K-
800×630 靖江市安凯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时间; 耐火性能-温感器动作情况 ; 耐
火性能-单位面积上的漏烟量（标准状态） -最大值; 

耐火性能-阀门表面出现火焰情况 ;

78 防火阀 — FHF WSDc-K-
800×800 靖江市联创空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时间; 耐火性能-温感器动作情况 ; 耐
火性能-单位面积上的漏烟量（标准状态） -最大值; 

耐火性能-阀门表面出现火焰情况 ;

79 排烟防火阀 — PFHF WSDc-K-
800×800 靖江市科宝空调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时间; 耐火性能-温感器动作情况 ; 耐
火性能-单位面积上的漏烟量（标准状态） -最大值; 

耐火性能-阀门表面出现火焰情况 ;

80 防火门 —
GFM-1123-

dk5A1.00（乙级）-
1

江苏福友门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隔热性-耐火隔热性; 耐火性能-耐火隔

热性-背火表面（除门框外）最高温升; 耐火性能-耐
火隔热性-门框背火表面最高温升 ; 耐火性能-耐火完

整性-耐火完整性;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棉垫试验;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Φ6mm缝隙探棒试验;

81 木质隔热防火门 — MFM-1124-d6A0.50
（丙级）-1 南通业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隔热性-耐火隔热性; 耐火性能-耐火隔

热性-背火表面（门扇）平均温升; 耐火性能-耐火隔

热性-背火表面（除门框外）最高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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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企业 销售单位/电商 样品来源 抽查结果 不合格项目

82 木质隔热防火门 — MFM-1124-
dk5A1.50(甲级)-1 江苏索雅木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隔热性-耐火隔热性; 耐火性能-耐火隔

热性-背火表面（除门框外）最高温升; 耐火性能-耐
火隔热性-门框背火表面最高温升 ; 耐火性能-耐火完

整性-耐火完整性;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背火面出现

火焰情况;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棉垫试验;

83 其他材质隔热防火门 琅盾
QTFM-1021-

d5A1.00（乙级）-1 南通康业特种门窗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隔热性-耐火隔热性; 耐火性能-耐火隔

热性-背火表面（除门框外）最高温升; 耐火性能-耐
火隔热性-门框背火表面最高温升 ; 耐火性能-耐火完
整性-耐火完整性;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棉垫试验;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Φ6mm缝隙探棒试验;

84 钢质隔热防火门 — GFM-1023-
d5A1.00(乙级)-1 江苏九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隔热性-耐火隔热性; 耐火性能-耐火隔

热性-门框背火表面最高温升 ;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
耐火完整性;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棉垫试验; 耐火性

能-耐火完整性-Φ6mm缝隙探棒试验;

85 木质隔热防火门 — MFM-1122-
d5A1.50(甲级)-1 兴化市泰龙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隔热性-耐火隔热性; 耐火性能-耐火隔

热性-背火表面（门扇）平均温升; 耐火性能-耐火隔
热性-背火表面（除门框外）最高温升; 耐火性能-耐
火隔热性-门框背火表面最高温升 ; 耐火性能-耐火完

整性-耐火完整性;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背火面出现
火焰情况;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棉垫试验; 耐火性能
-耐火完整性-Φ6mm缝隙探棒试验; 耐火性能-耐火完

整性-Φ25mm缝隙探棒试验;

86 钢质隔热防火门 —
GFM-1124-

dk5A1.50（甲级）-
1

江苏丹特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火性能-耐火隔热性-耐火隔热性; 耐火性能-耐火隔

热性-门框背火表面最高温升 ;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
耐火完整性; 耐火性能-耐火完整性-棉垫试验;

87 室外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

料
—— GT-WRP-Ft2.00-

WB 江苏金陵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酸性;

88 室内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
料

GT-NSP-Fp2.00-
(SJ-2) 江苏国中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水性;

89 室内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
料

GT-NSP-Fp2.00-HC 苏州金马涂料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水性;

90 防酸碱防静电服 — 175/96A XL 河北佰益服装有限公司 (标称) 东亚手套直销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点对点电阻;

91 SBS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
越球防水

SBS I  PY PE PE 3 
10 苏州市越球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热老化（低温柔性）;低温柔性;

92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

星球
自粘卷材N Ⅰ PET 

1.5 20 吴江市星球防水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拉伸性能(沥青断裂时延伸率 );

93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图形
SBS I  PY PE PE 

3.0 10 吴江侨华建筑材料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热老化（低温柔性）;

94 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无
SBS I  PY PE PE 4 

10 苏州居宝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热老化（低温柔性）;

95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邦士德
SBS I  PY PE PE 3 

10 徐州思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热老化（低温柔性）;

96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 SBS Ⅰ PY PE 3 10 江苏浩安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热老化（低温柔性）;低温柔性;

97 JS防水涂膜 坚能 2kg/桶  柔韧性II型 坚能（中国）建材有限公司(标称) 南京坚能建材有限公司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固体含量/%;不透水性（0.3MPa，30min）;断裂伸长

率-无处理/%;断裂伸长率-加热处理/%;断裂伸长率-浸
水处理/%;

98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RCP II 600×2000 泰兴市建明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保护层厚度;
99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RCP II 800×2000 江苏恒通方涵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外压荷载;外压荷载-裂缝荷载;保护层厚度;

100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RCP Ⅰ 800×2000 镇江市丹徒区新城润华水泥制品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保护层厚度;

101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DRCP Ⅰ 400×2500 宿迁市宇顺管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外压荷载-裂缝荷载;外压荷载-破坏荷载;

102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RCP Ⅱ 1000×2000 南京三鼎预制构件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外压荷载-裂缝荷载;外压荷载-破坏荷载;
103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RCP Ⅰ 500×2000 南京军浩达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外压荷载-破坏荷载;保护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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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钢丝绳（通用） 众炬
7.7 6×19M-FC 1770 

zS 江苏巨力钢绳有限公司 (标称) 淮安茂业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钢丝直径;中心钢丝直径;

105 钢丝绳（通用） 3.0 1×19 1770 B S 宿迁市邦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标称)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拆股钢丝镀层重量 ;

106 混凝土膨胀剂 — l型 淮安市克列达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标
称) 生产企业 不合格 限制膨胀率水中7d;限制膨胀率空气中21d;

107 合成制动液 - 500g/瓶，HZY3 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标称) 淮安益东贸易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平衡回流沸点（ERBP）;
108 合成制动液 图形商标 800g/瓶，DOT4 北京燕山京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标称) 泰兴市华海润滑油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蒸发性能 蒸发损失，%;平衡回流沸点（ERBP）;

109 XPS挤塑保温板 — XPS-X150-SS-034 
1200×600×60 南通善尊新型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标称) 实体店 不合格 导热系数（25℃）;

110 绝热用挤塑式聚苯乙烯保
温板

— XPS-X150-SS-030 
1200×600×30 海安金顺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导热系数（25℃）;

111 绝热用挤塑聚苯板
（XPS） 鹏洋

1200×600×80
（mm）

连云港市鹏伟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燃烧性能;

112 建筑用钢化玻璃 5mm 如皋瑞昌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碎片状态;

113 建筑用钢化玻璃 6mm 南通市金月亮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碎片状态;

114 笨笨猫·实木生态板
2440mm×1220mm×

16mm 江苏笨笨猫新材料有限公司 (标称) 常熟市虞山镇国良木业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表面耐磨-2;

115 胶合板 灿荣
1220mm×2440mm×

12mm 临沂市灿荣木业有限公司 (标称) 相城区元和苏俭怀板材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静曲强度;弹性模量;

116 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
雪宝（图

形）

1220mm×2440mm×
5mm 赣融木业有限公司(标称)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升辉装饰购

物广场新木业厅三区116号刘杰
实体店 不合格 表面胶合强度;

117 浸渍胶膜纸饰面刨花板 — 2440*1220*18
（mm）

昆山斯卫达板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内结合强度--;2h吸水厚度膨胀率%--;

118 浸渍胶膜纸饰面刨花板 朗波
1220×2440×18mm

暖白
南京兰格木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静曲强度;内结合强度;表面耐香烟灼烧 ;

119 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 大鹏锦心
1220×2440×17mm

暖白
沭阳县大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静曲强度;表面耐香烟灼烧 ;

120 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 锦枫
1220*2440*18mm  

暖白
沭阳县锦丰木业制品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表面耐香烟灼烧 ;

121 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 圆梦树
1220*2440mm 黄金

遍地
沭阳县鑫豪木业制品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横向静曲强度;表面耐磨:磨耗值;表面耐磨:表面情况
（图案）;

122 浸渍胶膜纸饰面刨花板 莱塞
1220×2880×18mm

暖白
南京莱塞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表面耐香烟灼烧 ;

123 浸渍胶膜纸饰面刨花板 苏旺
1220×2440×18mm

暖白
南京苏旺木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内结合强度;表面耐香烟灼烧 ;

124 冷轧带肋钢筋 CRB600H 10mm 江阴双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外形及尺寸-横肋中点高;
125 冷轧带肋钢筋 CRB550 12mm 无锡法尔特钢网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外形及尺寸-横肋中点高;

126 冷轧带肋钢筋 CRB550  8mm 江阴品鑫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力学工艺性能-断后伸长率A,%;力学工艺性能-最大力

总伸长率Agt,%;外形及尺寸-横肋间距;

127 铝合金建筑型材－喷漆型
材

－
6063－T5 AM1411 

三涂
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沸水性;

128 铝合金建筑型材－喷粉型

材
－

6063－T5 
JMGR26316

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司(标
称) 无锡明德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耐候性-加速耐候性(1000h)-光泽保持率,%;

129 铝合金建筑型材－喷粉型
材

－
6063－T5 

D020044/2.3 扁管
浙江博奥铝业有限公司 (标称) 宜兴市百隆铝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耐候性-加速耐候性(1000h)-光泽保持率,%;

130 铝合金建筑型材－隔热型

材
－

6063－T5 
GNJ467010 广东广铝铝型材有限公司 (标称) 无锡守清门窗建材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耐候性-加速耐候性(1000h)-RAL 7040-光泽保持

率,%;耐候性-加速耐候性(1000h)-RAL 7040-色差值
△Eab*;耐候性-加速耐候性(1000h)-RAL 9003-光泽

保持率,%;

131 铝合金建筑型材－电泳涂
漆型材

－ 6063－T5 M07 门扇 山东瑞高铝业有限公司 (标称) 沭阳县金杰门窗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复合膜性能-阳极氧化膜局部膜厚 ;复合膜性能-漆膜局
部膜厚;复合膜性能-复合膜局部膜厚 ;复合膜性能-耐

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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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企业 销售单位/电商 样品来源 抽查结果 不合格项目

132 铝合金建筑型材－隔热型
材

－
6063－T5 G931014 

固下滑
河南奋安铝业有限公司 (标称) 沭阳县重庆路钱增波铝型材经营

部
实体店 不合格

耐候性-加速耐候性(1000h)-RAL 7040-光泽保持

率,%;耐候性-加速耐候性(1000h)-RAL 9003-光泽保
持率,%;

133 铝合金建筑型材－喷粉型

材
－ 6063－T5 C49463 广东兴发铝业（河南）有限公司(标称) 泰州市东发建材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耐候性-加速耐候性(1000h)-光泽保持率,%;

134 铝合金建筑型材-喷粉型材 —— 6063－T5 FG80X44
－2.0 江苏协铝铝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壁厚偏差-尺寸（B）;

135 铝合金建筑型材-喷粉型材 图形 6063－T5 998边框 上海诺晨铝业涂装有限公司 (标称) 淮安市云强门窗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光泽度保持率;色差值△Eab;

136 铝合金建筑型材-喷粉型材
图形+诺托

铝材
6063－T5 DKS25A 佛山市诺拓金属有限公司 (标称)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祈航门窗经

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光泽度保持率;色差值△Eab;

137 勺 — 002 众美密胺制品(常州)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污染性;

138 儿童小勺（密胺餐具） —— —— 仙游县金进餐具有限公司 (标称) 新沂市修之杜服装店 /阿里巴巴 电商平台 不合格

理化指标-高锰酸钾消耗量(水，60℃，2h);理化指标-
特定迁移总量（以甲醛计）-4%乙酸，70℃，2h;耐

污染性;

139 盘式制动器衬片（汽车用
制动器衬片）

图形 D1108 衡水伟华耐欧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标
称) 海州区东风社区诚实汽配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摩擦性能(PS 0.38)-1;

140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 KLD155 D1107 东营科力汽配有限责任公司 (标称) 镇江德美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摩擦性能(MS 0.38)-1;

141 埃锐耐高温陶瓷刹车片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图形 JL0006 D768-7709 潍坊埃锐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标称) 宿城区菜鸟汽车配件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摩擦性能(PS 0.400)-1;

142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图形
特制N 富华桥

16TAB 黄山菲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标称) 宿城区何志汽车配件门市 实体店 不合格 摩擦性能(PS 0.370/0.420)-2;

143 高端陶瓷刹车片（汽车用

制动器衬片）
图形 D464 山东德州市珏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标

称) 崇川区硕雷汽配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摩擦性能(PS 0.38)-1;

144 高端钛基陶瓷刹车片（汽
车用制动器衬片）

星翊 HXZD-D2037 山东临清市悦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标
称) 崇川区珏泽汽配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摩擦性能(PS 0.42)-1;

145 汽车遮阳膜 北极光 S-15（III类) 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标称) 常熟市琴川街道鑫亿佳汽车装饰

装潢服务部
实体店 不合格 可见光透射比,%;

146 汽车膜 慕尚 防爆全车膜（I类） 深圳市宝安区慕尚汽车用品商行 (标称) 青岛莫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宁
易购

电商平台 不合格 紫外线透射比,%;

147 汽车膜 慕尚 防爆全车膜（III类） 深圳市宝安区慕尚汽车用品商行 (标称) 青岛莫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宁
易购

电商平台 不合格 可见光透射比,%;

148 不锈钢无缝钢管 ——
022Cr17Ni12Mo2 
固溶＋酸洗 Ф

19×2mm
苏州钢特威钢管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晶间腐蚀试验(E法)-反弯;

149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
筋

—— HRB400 10mm 江苏鑫典钢业发展有限公司 (标称) 无锡市亿轩物资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金相组织;

150 热轧带肋钢筋 － HRB400E 20mm 黎城太行钢铁有限公司 (标称) 连云港市路佳明商贸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金相组织;

151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

筋
－ HRB400 10mm 江苏振达钢铁有限公司 (标称) 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华亿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金相组织;

152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
筋

－ HRB400 10mm 东台市正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标称) 姜堰区罗塘街道东村五组 -曹雪梅 实体店 不合格 金相组织;

153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
筋

－ HRB400 10mm 东台市正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标称) 姜堰区照正物资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金相组织;

154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
筋

－ HRB400E 22mm 沁阳市宏达钢铁有限公司 (标称) 新沂市建安钢材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金相组织;

155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
筋

－ HRB400 12mm 江苏鑫典钢业发展有限公司 (标称) 广陵区邱以佳钢材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金相组织;

156 实木复合地板 顺洋
1880*230*15

（mm）
江苏晟宇地板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表面耐磨--;

157 实木复合地板
DomiShine/
多米阳光

1215*168*15mm 常州品轩木业有限公司 (标称) 多米阳光旗舰店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表面耐磨--;

158 实木复合地板 寿德地板 1210*165*15*10片 无锡市寿德木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表面耐磨;

159 铝箔袋 —— 200×160mm 连云港市连升包装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理化指标-高锰酸钾消耗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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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企业 销售单位/电商 样品来源 抽查结果 不合格项目

160 多层复合食品包装袋 —— 400×300mm 江苏中天信诺包装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水蒸气透过量;氧气透过量;

161 PET瓶坯 —— 270g 江苏福康源粮油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乙醛含量  ;

162 塑料瓶胚 —— 55g 昆山灵旺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乙醛含量  ;

163 拉链袋（复合膜袋） / 245*310mm 南通鑫鑫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内层塑料膜剥离力 ;

164 白水大肠袋 / 30×20cm 江阴市长泾建宏彩印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氧气透过量;

165 复合食品包装袋
材质：PA/PE；
305mm*195mm 南通恒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氧气透过量;

166 红双喜蜡纸 / 40g/㎡ 镇江现代包装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铅（Pb）;

167 西点盒 / 80×80×105 江阴惠昌纸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荧光性物质波长365nm;

168 一次性本色纸杯
一帆（图

形）
250ml×60只 临沂桔叶纸塑有限公司 (标称) 南京悦家超市有限公司河西中央

公园店
实体店 不合格 感官指标;

169 一次性纸杯 / 245ml 常州市艺墨纸品有限公司 (标称) 厦门卡瑞尔电子有限公司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感官指标;

170 加厚纸杯 新乐凡 220ml 无锡新乐凡纸品有限公司 (标称) 无锡齐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淘宝 电商平台 不合格 感官指标;

17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 MFZ/ABC3 常州市天润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灭火剂性能试验-主要组分含量（%）-磷酸二氢铵;

17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 MFZ/ABC3 临沂三鼎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标称) 启东市佳和消防器材门市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灭火剂性能试验-主要组分含量（%）-磷酸二氢铵;20
℃温度喷射性能试验 -喷射剩余率（%）;灭火剂充装

总量误差（%）;

17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大地（图

形）
MFZ/ABC3 芜湖徽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常熟市服装城中乐消防器材经营

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灭火剂性能试验-主要组分含量（%）-磷酸二氢铵;

174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 MFZ/ABC3 浙江杰安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标称) 吴中区横泾嘉合消防器材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灭火剂性能试验-主要组分含量（%）-磷酸二氢铵;

175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大地（图

形）
MFZ/ABC4 芜湖徽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常熟市服装城沈婉玲五金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灭火剂性能试验-主要组分含量（%）-磷酸二氢铵;

176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 MFZ/ABC2 江苏格罗那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标称) 洪泽县高良涧镇新洪消防器材经
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灭火剂性能试验-主要组分含量（%）-磷酸二氢铵;

177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 MFZ/ABC1 常州市天润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洪泽县高良涧镇安泰消防器材门

市
实体店 不合格 灭火剂性能试验-主要组分含量（%）-磷酸二氢铵;

178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工农牌（图

形）
MFZ/ABC1 常州市天润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江苏绿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淘宝 电商平台 不合格 灭火剂性能试验-主要组分含量（%）-磷酸二氢铵;

179 超五类网络线 豪峰 HSYV-5e 江苏亿通线缆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近端串音衰减（NEXT）最差值（4.68MHz）;

180 数据缆 阿普 HSYV-5e 4×2×0.51 扬州阿普线缆有限公司 (标称) 苏州高新区赛格电子市场阿普线
缆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导体直径;近端串音衰减（NEXT）最差值

（44.19MHz）;回波损耗（RL）最小值25MHz;回波

损耗（RL）最差值（87.92MHz）;特性阻抗;

181 数据缆 金贝视线缆 HSYV-5e 江苏金贝视线缆有限公司 (标称) 宿迁市宿城区三淮网络产品经营

部
实体店 不合格

衰减（+20℃）最大值25MHz;衰减
（+20℃）最大值31.25MHz;衰减

（+20℃）最大值62.5MHz;衰减（+20℃）最大值
100MHz;衰减（+20℃）最差值（45.63MHz）;回波

损耗（RL）最小值8MHz;回波损耗（RL）最小值
25MHz;回波损耗（RL）最小值31.25MHz;回波损耗
（RL）最小值62.5MHz;回波损耗（RL）最差值

（87.92MHz）;特性阻抗;

182 超五类非屏蔽数据电缆 — HSYV-5e 4×2×0.50 浙江安吉腾飞电子有限公司 (标称) 高新区赛格电子市场斐达莱电子
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导体直径;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20℃） 最大值;
183 复合硅酸盐水泥 石榴园 50kg/袋  P?C 42.5 山东石榴园水泥有限公司 (标称) 泗阳县爱园镇高氏建材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氯离子（质量分数）;

184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能健源

1.375kg/瓶 腐植酸≥
40g/L 

N+P2O5+K2O≥
200g/L 液体

江苏辉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标识-大量元素或微量元素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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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大量元素水溶肥 地矿
5kg/包 60%(20-20-
20) 含硝态氮 粉剂

江苏省地矿复合肥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标识-微量元素含量;

186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1000g/瓶  大量元素

型液体
江苏省好徕斯肥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标识-大量元素或微量元素含量 ;

187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 秀朗
1000ml瓶 （0-400-

350）g/L 水剂
深圳市标正农资销售有限公司西安分公

司(标称) 金湖雪兰农资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大量元素（P2O5+K2O）含量;磷（P2O5)含量;砷

(As)（以元素计）;

188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 满粒
500g/袋 （0-300-
370）g/L  液体

武汉诺威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标称) 金湖县徐兵农资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标识-大量元素含量;

189 微量元素水溶肥料 沃农丹 500克/袋 颗粒 武汉市沃农肥业有限公司 (标称) 金湖县金友农资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水不溶物含量，%;水分（H2O），%;

190 含腐植酸水溶肥 柯必达

1000ml/瓶 腐植酸≥
40g/L  

N+P2O5+K2O≥
200g/L  液体

潍坊康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宿迁鹭田贸易有限公司 /京东 电商平台 不合格
标识-大量元素或微量元素含量 ;腐植酸含量;大量元素

（N+P2O5+K2O）含量;

191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 果花 250g/瓶 徐州芙洛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天津绿之梦园艺有限公司 /苏宁易
购

电商平台 不合格

微量元素（Mn+Zn+B）含量，%;标识-大量元素含

量;标识-微量元素含量;大量元素（N+P2O5+K2O）
含量，%;水分(H2O)含量，%;

192 中量元素水溶肥料 小男孩 400g/袋 固体 河南波尔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新沂市华社农用物资有限公司开

拓农资分公司/淘宝
电商平台 不合格 标识-中量元素含量;水分含量（H2O），%;

193 HDPE100给水管材 图形

dn32×en3.0  
SDR11  PN1.6MPa  

PE100
江苏伟帅塑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几何尺寸-平均外径;

194 联顺PE给水管 联顺

DN75×4.5 
PN1.0MPa SDR17 
非输送饮用水用  

PE100

江阴市联顺管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平均外径;

195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 宏鹏

dn25×en2.3 
PN1.6MPa SDR11 
PE100 输送饮用水

用

江阴市宏鹏塑胶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平均外径;壁厚;

196 PVC-U建筑用优质排水管 苏祥 75×2.3mm×4m 江苏方正塑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纵向回缩率 %
(150℃;60min);

197 PP-R给水管 公牛角 S2.5 dn20×3.4mm 浙江长兴公牛角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标
称)

淮安市淮安区淮城镇翔宇南道88
号A22厅1088-1108号-薛忠杰

实体店 不合格
静液压强度-95℃;165h;3.8MPa;熔融温度TPm;氧化

诱导时间（210℃）;

198 聚丙烯PPR热水管 —— dn20×en3.4 
PN2.5MPa S2.5 无锡美工阀业有限公司 (标称) 金湖亚男建材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TPm;

199 PP-R生态管 —— S2.5 dn20×3.4mm 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标称) 泗阳县众兴镇琳润五金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TPm;

200 PVC-U建筑排水管材 群狼 dn50×2.0mm 江苏七狼方仓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滨海县东坎街道伟睿五金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纵向回缩率 %
(150℃;60min);

201 精品家装抗菌管 泽亚 S3.2 dn25×3.5mm 安徽省泽亚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标称) 阜宁县阜城长春管业门市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TPm;

202 给水用聚丙烯PP-R管材 图案 S3.2 dn25×3.5mm 皇明塑业（苏州）有限公司(标称) 建湖县近湖麒盛管业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TPm;

203 精品内灰PP-R双色管 图案
S3.2 

dn25×en3.5mm 河北普尚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建湖县近湖本荣城家管道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灰分 %;熔融温度TPm;

204 PP-R冷水管 星洁 S4  dn25×2.8mm 河北星洁管业有限公司 (标称) 连云港祥鸿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
司

实体店 不合格 灰分 %;

205 PP-R精品环保给水管 康雨 S4  dn20×en2.3mm 山东康雨管业有限公司 (标称) 海州区京天建材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规格尺寸-平均外径;熔融温度TPm;氧化诱导时间

（210℃）;

206 给水用聚丙烯（PP-R）
管材

长红 S3.2 dn25×3.5mm 苏州居然之家管业科技厂 (标称)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凤建材经
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TPm;

207 PP-R给水管材 群狼牌 S4 dn20×en2.3 江苏七狼方仓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海州区点点五金建材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规格尺寸-平均外径;熔融温度T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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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冷热水用聚丙烯（PP-
R）管材

联速王
S3.2  

dn20×en2.8mm 联速王管业(苏州)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规格尺寸-平均外径;

209 冷热水用聚丙烯（PP-
R）管材

越通
S3.2 

dn20×en2.8mm 吴江吴越塑管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灰分;

210 冷热水用聚丙烯（PP-
R）管材

- S3.2 
dn20×en2.8mm 苏州平安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规格尺寸-平均外径;规格尺寸-壁厚偏差;熔融温度
Tpm;

211 冷热水用聚丙烯（PP-
R）管材

- S2.5 
dn20×en3.4mm 江苏大自然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熔融温度Tpm;

212 冷热水用聚丙烯（PP-
R）管材

HVSO S3.2 
dn25×en3.5mm 吴江华塑管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熔融温度Tpm;

213 冷热水用聚丙烯（PP-
R）管材

DouLax S2.5 
dn20×en3.4mm 苏州意乐塑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灰分;

214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材

亮通 dn50×2.0mm 江阴市华士华汇塑胶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密度;

215 冷热水用聚丙烯（PP-
R）管材

图形商标 S5 dn25×en2.3mm 无锡市飞马塑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熔融温度Tpm;

216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材
康水 dn50×2.0mm 江阴市贝佳乐模塑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密度;拉伸屈服应力;断裂伸长率;落锤冲击试验TIR;

217 冷热水用聚丙烯（PP-
R）管材

中亿
S2.5  

dn20×en3.4mm 苏州亿能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规格尺寸-平均外径;

218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材
菲亚特 dn50×2.0mm 吴江市联友管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纵向回缩率;

219 给水用三型聚丙烯PP-R
热水管

金洲牌 dn20×en2.8  S3.2 江苏金洲管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灰分;熔融温度;氧化诱导时间 ;

220 PPR稳态管 BOOTAI dn25×en4.2mm  
PN2.5MPa 苏州博泰塑胶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熔融温度;

221 PPR热水管 联帮
dn20*en3.4  
PN2.5MPa 上海联帮管业有限公司 (标称) 武进区湖塘福尔管业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氧化诱导时间;

222 给水用聚丙烯PP-R管材 FEZGY S2.5 
dn20×en3.4mm 苏州法恩莎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吴江市盛泽加虹水暖器材商店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

223 PPR管材 金德 S2.5 dn25×en4.2 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标称) 吴江市盛泽加虹水暖器材商店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

224 PPR热水管 恒牛
S2.5 

dn20×en3.4mm 江苏恒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吴江市七都镇心田湾铝型材经销
店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

225 PP-R热水管 诚信通
dn25×en3.5mmPN2

.0 杭州恒标管业有限公司 (标称) 开发区新开街道盾亦泰五金经营
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

226 PP-R 百花 S3.2dn25×en3.5 南通百花管业有限公司 (标称) 开发区新开街道盾亦泰五金经营
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

227 给水用三型聚丙烯管材 周氏管业 S2.5 dn20×en3.4 江苏周氏管业有限公司 (标称) 开发区新开街道万宝建材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灰分;熔融温度;氧化诱导时间 ;

228 PP-R 百花 S3.2 dn25×3.5 南通百花管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熔融温度;

229 PVC-U排水管 水博士 110×3.2mm 苏州水博士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拉伸屈服强度;

230 PVC-U排水管 赛通
dn50×2.0mm×4000

mm 苏州联通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密度;拉伸屈服应力;断裂伸长率;

231 排水管材PVC-U 中海 50×2.0mm 江苏中海管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拉伸屈服应力;

232 给水用三型聚丙烯PP-R
管材

亿家能 S3.2 dn20×en2.8 苏州广通塑胶有限公司 (标称) 姑苏区攀登机电五金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灰分;熔融温度;

233 塑料管材（PPR、PVC-
U）

图案商标 S4   dn20*2.3 常熟市轻工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标称) 常熟市虞山镇国成塑管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

234 聚丙烯PPR管材 锦德港 dn20×en2.3 S4 江苏锦德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苏州擎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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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聚丙烯PPR冷水管 中联易家

S4 
dn25×en2.8PN1.6M

ap
江苏锦德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姑苏区金阊王增海五金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尺寸;熔融温度;

236 超强极地耐寒抗冻PP-R ROhrsyste
me S2.5 dn25×en4.2 苏州市皇能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苏州文通物资有限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熔融温度;氧化诱导时间;

237 钢提桶 —— 4类S型 18L Ⅱ级 宜兴市太华镇昌达制罐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跌落性;

238 危险品包装用塑料桶 - 1L  闭口 南通高强包装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跌落试验;

239 塑料桶 - 4L 闭口型 Ⅱ类 江阴市万源塑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跌落高度;

240 普通液压系统用O形橡胶

密封圈

成品：103.5×5.3 胶
料代号：YII8535 扬中市红叶管阀密封件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热空气老化 （125℃×70h）-拉断伸长率变化率

241 普通液压系统用O形橡胶
密封圈

ZYR 成品：9×2.65 胶料
代号：YI7445 常州定远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液体100℃×70h  1#标准油-体积变化率;

242 普通液压系统用O形橡胶
密封圈

成品：9×1.8 胶料代
号：YII7445 常州市金坛华昇橡胶制品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热空气老化 （125℃×70h）-拉断伸长率变化率（最
大）;耐液体125℃×70h  1#标准油-体积变化率;

243 内扣式接口 — KD65 泰州市众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密封性能-公称压力水压密封试验 ;
244 内扣式接口 — KD65Z 江苏金鼎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腐蚀性能-耐腐蚀试验;
245 内扣式接口 — KD65 高邮市三垛阳兴铝制品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水压强度;
246 内扣式接口 — KY65 高邮市盛鑫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腐蚀性能-耐腐蚀试验;

247 内扣式接口 — KD65 泉州市广进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标称) 盐城市亭湖区炜增阀门管件经营
部

实体店 不合格 密封性能-公称压力水压密封试验 ;

248 消防软管卷盘 — JPS0.8-19/25 江苏京华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密封性能;软管性能-耐压性能;
249 消防软管卷盘 — JPS0.8-19/25 扬州荣安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密封性能;软管性能-耐压性能;
250 消防软管卷盘 — JPS0.8-19/20 芜湖徽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常熟市服装城姚铁祥五金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软管性能-耐压性能;

251 有衬里消防水带 — 8-65-25-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聚氨酯

福建省龙飞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海安分公

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52 有衬里消防水带 — 16-65-20-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聚氨酯

江苏润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53 有衬里消防水带 — 8-65-25-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聚氨酯

扬州佳源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54 有衬里消防水带 — 8-65-20-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合成橡胶

江苏省南通龙涛水带集团有限公司 (标
称)

南通市海门区恒安消防设备有限
公司

实体店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55 有衬里消防水带 — 8-65-25-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聚氨酯

江苏三峡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标称) 常熟市服装城姚铁祥五金商行 实体店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56 有衬里消防水带 — 10-65-25-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聚氨酯

扬州荣安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标称) 常熟市服装城中乐消防器材经营
部

实体店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57 有衬里消防水带 — 8-65-25-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聚氨酯

扬州林海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标称)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小颜消防器
材经营部

实体店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58 有衬里消防水带 沐氏双牛
8-65-20-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聚氨酯

扬州双牛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标称) 苏州安博汇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淘
宝

电商平台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59 有衬里消防水带 - 10-65-20-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聚氨酯

福建省龙飞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昆山安品汇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淘
宝

电商平台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60 有衬里消防水带
兴隆利（图

形）

8-65-20-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聚氨酯

兴化市方圆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标称) 睢宁玉辉菲家具有限公司 /天猫 电商平台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61 有衬里消防水带
通天河（图

形）

8-65-20-涤纶长丝/
涤纶长丝-聚氨酯

扬州双星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京东

电商平台 不合格 附着强度;

262 直流水枪 - QZ3.5/7.5 兴化市泰龙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耐腐蚀性能;

263 直流水枪 - QZ3.5/7.5 泰州市众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密封性能（1.6MPa，保压2min）;耐水压强度

（2.4MPa，保压2min）;
264 直流水枪 - QZ3.5/7.5 高邮市少游消防器材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密封性能（1.6MPa，保压2min）;
265 直流水枪 - QZ3.5/7.5 高邮市三垛翔云消防器材厂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密封性能（1.6MPa，保压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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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直流水枪 - QZ3.5/7.5 泉州市广进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标称) 盐城市亭湖区炜增阀门管件经营
部

实体店 不合格
密封性能（1.6MPa，保压2min）;耐水压强度

（2.4MPa，保压2min）;

267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LK-BLZD-Ⅰ
1LROE2WB 中山市领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标称) 吴江市松陵镇盛安五金水暖经营

部
实体店 不合格 基本功能试验-应急工作时间;

268 烧结多孔砖 — 240×115×90
（mm）

淮安市淮河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  孔型;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  孔宽
度尺寸b;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  孔长度尺寸L;孔型孔结
构及孔洞率 最小外壁厚;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  最小肋

厚;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  孔洞率;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  
孔洞排列;

269 烧结多孔砖 —— 190mm×190mm×90
mm

常州市常淮新型墙体建材厂（普通合
伙）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密度等级（1200）;

270 烧结多孔砖 —— 240mm×115mm×90
mm

镇江市丹徒区贵福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

司
生产企业 不合格

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最小肋厚;孔型孔结构及孔洞

率—孔洞率;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孔洞排列;孔型孔

结构及孔洞率—孔型;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孔洞尺
寸—孔宽度尺寸b;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孔洞尺寸—
孔长度尺寸L;孔型孔结构及孔洞率—最小外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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