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吉林省家用电器及附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标称商标 受检单位名称 标称生产单位名称 抽查结果 不合格项目

1 多功能电热锅 HC-8038 2019-11-19/-
HANCAI韩彩
（图形）

白山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韩彩工贸有限公司 不合格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

护

2 电热锅 HT-Y 2021-3-11/-
HAOCHU昊厨
（图形）

白山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德诺电器有限公司 不合格 接地措施

3 电热毯
TT150×70-

6X
2022-6-28/- 福迪 白山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顺平县幸福家用电器厂 不合格

标志和说明、电源连
接和外部软线

4 调温型电热毯
TT150×70-

6X
2022-8-17/-

七彩虹兴阳
电器

白山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安新县兴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不合格
标志和说明、电源连

接和外部软线

5 电热水袋 MB-6 -/- 美贝 长岭县金胜二元义乌小商品店 天门纤爱日用品商贸有限公司 不合格

标志和说明、对触及
带电部件的防护、输
入功率和电流、工作
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
电气强度、泄漏电流
和电气强度、结构、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

和固体绝缘

6 室内加热器 NSB-90 2022-9-22/- 骆驼CAMEL 白山市浑江区鑫达家电销售中心 慈溪市米多电器有限公司 不合格

标志和说明、对触及
带电部件的防护、电
气间隙、爬电距离和

固体绝缘

7 调温型电热毯
TT1500×170

0mm-6X
-/-

青青红豆
（图形）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企业否认该产品为其生产 涉嫌假冒
标志和说明、输入功
率和电流、电源连接

和外部软线

8 全自动家用豆浆机 DJ13R-D83SG -/- 九阳 大安市苏泊尔厨具店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 电热平底锅 JG-36H107 -/- AUCMA澳柯玛 长岭华仔家电销售商店 青岛澳柯玛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0 电热水壶 HKT-2522R3 2019-7-28/- Haier 白城市晓红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海尔成套家电服务有限公司 合格

11 全自动家用豆浆机 DJ12R-D62SG 2020-4-20/- 九阳 敦化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
多功能食品加工机

（果汁机）
DB-H020 2020-4-30/- 韩酷 珲春市大时代厨房电器店 廊坊德宝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3 飞利浦电吹风 BHC010 2018-11-16/-
PHILIPS（图

形）
通化市东昌区正达物资经销处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合格

14 多功能食物搅拌器 JLL350-B2 2020-8-3/- 科顺 珲春市大时代厨房电器店 广东科嘉霖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5 酵素原液机 MR1009 2019-9-12/- - 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6 微电脑智能电饭煲 F-30FZ807 2020-1-3/- - 长春一汽新世纪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7 微电脑电饭煲 WRC-CS5F5 2020-9-15/- 惠而浦 长岭县众源家电商场 苏宁智能终端有限公司 合格

18 电火锅 DHG-B50L5 2020-9-25/-
小熊·萌家

电
松原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9 料理机 LLJ-D04S1 2020-6-1/-
小熊（图
形）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0 多功能电煮锅 MYG-623 2020-8-1/- HAP韩派 白山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益佳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21 全自动家用豆浆机 DJ16G-D210 2020-11-19/- 九阳 大安市苏泊尔厨具店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2 厨房机械（料理机） JYL-C16V 2020-12-19/- 九阳 敦化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3 煮蛋器 ZD-7J92 2020-12-28/- 九阳 松原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24 取暖器 NDX-G 2020-10-9/- - 吉林市大润发超市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25 电脑式电压力锅
YDG50-
90A150

2021-1-8/- 荣事达 松原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合肥荣事达小家电有限公司 合格

26 IH电磁电饭煲 RFB-IH40G 2020-11-21/-
荣事达

Royalstar
（图形）

辽源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合肥荣事达小家电有限公司 合格

27 料理机 HTBL-302Q 2020-11-28/-
浩特及字母

商标
光复路万隆电器商行 广东浩特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28 料理机 HTBL-302H 2020-11-28/-
浩特及字母

商标
光复路万隆电器商行 广东浩特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29 空气循环扇 SYF-DQ18R 2021-1-22/- 熊猫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慈溪市飞奥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30 电饼铛(煎烤机） JK33-J3 2021-3-31/- 九阳 安图县明月镇恒泰日用品店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31 电磁炉 LBC-200A 2021-4-15/- 洛贝 白城市秋力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洛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32 煮蛋器 ZD-7J92 2021-4-27/- 九阳 延边明智科技经贸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33 蒸蛋器 DZG-6D 2021-2-19/- 天际 光复路保利电器商行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4 蒸蛋器 DZG-5D 2021-3-6/- 天际 光复路保利电器商行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5
多功能食品加工机

（搅拌机）
AMR615 2021-5-9/- 安蜜尔 图们市正云家电经销部 中山市安蜜尔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36 煮蛋器 ZD5-ZK52 2021-6-3/- 九阳 延边明智科技经贸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37 取暖器 NTH20-18B 2021-7-25/- Midea 延吉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38 厨房机械（料理机） JYL-C16V 2021-4-29/-
Joyoung九阳
（图形）

白山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9 接触烤架（煎烤机） AG-B30E112 2021-8-10/- 爱仕达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安图百

货
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40
室内加热器（PTC陶

瓷暖风机）
HP20-K5P 2021-8-25/- AIRMATE 敦化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 艾美特电器（九江）有限公司 合格

41 气泡果汁机 MR9801 2021-6-8/-
morphy 

richards
（图形）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2 料理机 LLJ-C04L5 2021-6-15/-
小熊（图
形）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3 电热水壶（开水煲） K15FD-W330 2021-6-21/-
Joyoung九阳
（图形）

通化市金容池家电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44 接触烤架（煎烤机） JJ30A68 2021-6-25/-
SUPOR（图

形）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绍兴苏泊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45 电热锅 JNY3055 2021-7-1/- 新榜样 长春一汽新世纪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浙江东和康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46 飞科电动剃须刀 FS889 2021-7-24/-
FLYCO飞科
（图形）

辽源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7
搅拌机（破壁料理

机）
HB-K91 2021-10-23/- 汉宝 白城市晓红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市汉宝隆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48
室内加热器（暖风

机）
ZMNFJ01YM 2021-8-1/- 图形 白山市天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49 豪华智能电饭煲
CFXB40FC863

3Q-75
2021-11-1/- 球釜 大安市苏泊尔厨具店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50 飞科电吹风 FH6276 2021-8-25/-
FLYCO飞科
（图形）

通化市东昌区正达物资经销处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1 电饼铛（煎烤机） JK30-GK732 2021-11-2/- 九阳 松原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52 电吹风 RC-7105 2021-9-13/- - 南关区秋秋服饰店 上海雷瓦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53 飞科电动理发器 FC5809 2021-9-14/-
FLYCO飞科
（图形）

通化市东昌区正达物资经销处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4
室内加热器（暖风

机）
YD-QNN0710 2021-9-15/- - 光复路保利电器商行 北京亚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55 电磁灶 AI-F22C115 2021-9-22/-
ASD爱仕达
（图形）

辽源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56 电吹风 RC-7855 2021-10-8/- - 南关区秋秋服饰店 上海雷瓦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57 料理机 HC-302H 2021-10-12/- HERPUSI 长春市光复路和鑫电器行 中山市惠尔普斯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58 电火锅 JK-30H06 2021-10-14/-
Joyoung九阳
（图形）

梅河口市美阳家用电器经销店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59 电吹风 EH-NE24 2021-11-21/- Panasonic 白城市秋力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松下万宝美健生活电器（广州）有

限公司
合格

60 电热水壶 MK-HE1504 2021-11-28/- Midea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仪乌小商

品城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61 电热水壶 D1709E 2021-12-9/- 格来德 长岭县众源家电商场 江苏省格来德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62
多功能煎烤机（电饼

铛）
MC-JH3406 2021-11-9/- - 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63 豪华智能电饭煲 SF30FC596 2021-11-19/- - 吉林市船营区鸿鸣家用电器商店 浙江绍兴苏泊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64 剃须刀 RS 386 2021-12-13/- 锐亿   超人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浙江超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5 电磁炉 炫彩C5-02G 2022-1-3/- Haier 白城市晓红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海尔成套家电服务有限公司 合格

66 剃须刀 RS 301 2022-1-7/- 锐亿   超人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浙江超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7 飞科电动剃须刀 FS915 2021-12-11/-
FLYCO飞科
（图形）

通化市东昌区正达物资经销处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8
厨房机械（营养破壁

调理机）
AJ-L80E618 2022-1-14/- 爱仕达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安图百
货

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69
搅拌机（破壁料理

机）
SP67S 2021-12-15/-

SUPOR（图
形）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70
厨房机械（营养破壁

调理机）
AJ-L80E618 2021-12-21/- - 朝阳区欧艺嘉商店 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71 豪华智能电饭煲
CFXB40FC59-

75
2022-1-15/- 球釜 大安市苏泊尔厨具店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72 电热水壶（开水煲）
K15FD-W131

（黑）
2022-1-4/-

Joyoung九阳
（图形）

通化市金容池家电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73 电压力锅 LBA-5EPM15 2022-1-19/- 洛贝 白城市秋力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洛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74 飞科电动剃须刀 FS916 2022-2-20/- 飞科 长岭县金胜二元义乌小商品店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75
搅拌机（破壁料理

机）
MJ-PT52 2022-2-23/- Midea 汪清县银河商场宗武家电摊床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76 电热水壶 AW-S15G335 2022-3-1/- 爱仕达 白城市欧亚琦琦小家电专柜 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77 电热水壶 AW-S45G316 2022-3-4/- 爱仕达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78 电磁炉 LBC-210D 2022-3-16/- 洛贝 白城市秋力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洛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79 LED筒灯 NLED92025L 2022-3-1/- nVc 通化市东昌区莹和灯饰城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80 电吹风 EH-NE52 2022-4-6/- Panasonic 白城市秋力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松下万宝美健生活电器（广州）有

限公司
合格

81
搅拌机（破壁料理

机）
MJ-PB10X2-

100
2022-4-23/- Midea 白城市亿豪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82 飞科电动剃须刀 FS889 2022-4-26/- 飞科 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83 米家随行便携榨汁杯 MJZZB01PL 2022-3-22/- 图形 通化市力和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品罗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84
储水式电热水器（小

厨宝）
DSZF-8 2022-3-25/- 新飞 吉林市昌邑区友谊电器商行

河南新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分公司

合格

85 电水壶 LL-8811 2022-3-28/-
LONGLI龙力
（图形）

白山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龙力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86 低音高速破壁机 L18-P376 2022-3-29/-
Joyoung九阳
（图形）

辽源市恒易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87 薄饼铛 RK-B601 2022-4-1/-
荣事达

Royalstar(
图形）

白山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合肥荣事达小家电有限公司 合格



88 剃须刀 RS 366 2022-5-9/- 锐亿   超人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浙江超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89 琴乐电热毯
TT150×70-
7X-2(11SD)

2022-4-6/-
琴樂及图形

商标
朝阳区欧佳超市 青岛市琴岛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90 煮蛋器 ZDQ-B14E8 2022-4-8/- - 吉林市大润发超市有限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1 电热水壶（开水煲） K15FD-W780 2022-5-16/- 九阳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仪乌小商

品城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92 飞科电动剃须刀 FS312 2022-4-24/-
FLYCO飞科
（图形）

通化市东昌区正达物资经销处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3 空气净化器 KJ203F-HCA 2022-4-25/- - 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零微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94 飞科电动剃须刀 FS888 2022-5-24/- 飞科 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5 全智能电压力锅 SY-50YC503D 2022-4-29/- - 光复路尚美家用电器行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96 飞科电吹风 FH6231 2022-5-4/- - 吉林市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7 料理机 JYL-CO51 2022-6-11/- 九阳 珲春市立冬家用电器商店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8 多功能食品加工机 LBZ-191A 2022-5-12/- -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强盛电器行 广东洛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99 智能电压力锅 SY-50YC505Q 2022-5-12/- - 吉林市船营区鸿鸣家用电器商店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00 微电脑智能电饭煲
F30FY-
F311(A)

2022-6-27/- 九阳 长岭华仔家电销售商店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01 飞科电吹风 FH6255 2022-5-18/-
FLYCO飞科
（图形）

辽源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2 破壁料理机 RZ-836A 2022-5-20/-
荣事达

Royalstar(
图形）

白山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合肥荣事达小家电有限公司 合格

103 飞科电动剃须刀 FS888 2022-5-23/- - 吉林市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4 豪华智能电饭煲 SF20FC45 2022-7-11/- 苏泊尔 大安市嘉盛电器商场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05 电饭煲 MFB05M 2022-6-1/- 图形 白山市天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纯米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6 电热毯
TT150*70-
7X-1(16WD)

2022-6-2/- 图形商标 吉林市大润发超市有限公司 青岛市琴岛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07 飞科电动剃须刀 FS888 2022-6-5/-
FLYCO飞科
（图形）

辽源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8
搅拌机（破壁料理

机）
SP70S 2022-6-6/- - 吉林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09 电饭煲 VK-301F1 2022-7-12/- 威王 长岭华仔家电销售商店 广东威王集团顺德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10 全自动家用豆浆机 DJ12B-A01SG 2022-6-15/-
Joyoung九阳
（图形）

辽源市恒易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11 酸奶机 SNJ-C10P2 2022-6-25/- - 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12 电热水壶 WKF-318S 2022-7-12/- 格来德 长岭县众源家电商场 江苏省格来德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13 电火锅 HG60-G330 2022-6-28/- - 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14 电磁炉 C22-IH90 2022-7-5/- - 光复路尚美家用电器行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15 飞科电动剃须刀 FS907 2022-7-20/- 飞科 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16 双层防烫电热水壶 HB-8805E 2022-8-8/- 安博尔 长岭华仔家电销售商店 中山安铂尔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17 电热锅 HG150M2 2022-8-10/- 荣事达 松原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合肥荣事达小家电有限公司 合格

118 开水煲 K17-F67 2022-7-16/-
Joyoung九阳
（图形）

通化市金容池家电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19 IH全智能电饭煲 MB-CFB4090H 2022-8-17/- Midea 汪清县银河商场宗武家电摊床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20 全自动家用豆浆机 DJ13R-G1 2022-7-24/- - 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1 全自动家用豆浆机 DJ13R-G1 2022-7-24/-
Joyoung九阳
（图形）

通化市金容池家电销售有限公司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2
食品加工器（碎肉

机）
JRD01-300 2022-7-25/- - 吉林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苏泊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3 储水式电热水器 ES7-Super2 2022-7-30/- - 光复路龙新电器行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热水器有

限公司
合格

124 电磁炉 MCL02M 2022-8-1/- 图形 白山市天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纯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25 电压力锅 MYL02M 2022-8-1/- 图形 白山市天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纯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26 米家电吹风 CMJ01ZHM 2022-8-1/- 图形 白山市天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追觅（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127
快热式电热水器即热

式电热水龙头
TY900 2022-8-1/- - 吉林市昌邑区兴顺厨具批发商行 宁波麦腾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28
米家空气净化器 4 

Lite
AC-M17-SC 2022-8-1/- - 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129 电水壶 SW-17S13A 2022-8-1/- - 吉林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30
全线路安全保护调温

电热毯
TT160×70-

4X
2022-8-3/- - 长春润泰商业有限公司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131 悦彩系列电磁炉 C22-IH99 2022-9-9/- 苏泊尔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二林家电

城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32 酸奶机 SNJ-C10T1 2022-8-10/- - 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33 迷你破壁豆浆机 MQ-DC6062K 2022-10-7/- MELING美菱 长岭华仔家电销售商店 合肥长虹美菱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34 双层保温电水壶 SW-15S29A 2022-8-11/-
SUPOR苏泊尔
（图形）

辽源市恒易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35 接触烤架（煎烤机） JJ30A68 2022-8-15/- - 光复路尚美家用电器行 浙江绍兴苏泊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36 电磁炉（电磁灶） C22-IH96S 2022-8-15/- - 吉林市船营区鸿鸣家用电器商店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37 智能电压力锅 SY-50FC29Q 2022-8-22/-
SUPOR（图

形）
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欧亚

合兴购物中心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38
720全效空气净化器

1i
KJ350F-C350 2022-9-1/- - 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柒贰零（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39 压力式咖啡壶 KFJ-B12X1 2022-9-5/- - 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40 米家电吹风 CMJ02LXW -/- 图形商标 白城市米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141 豪华智能电饭煲 SF30FC71 2022-9-15/-
SUPOR（图

形）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42 压力式咖啡壶 KFJ-A02N1 2022-9-22/- - 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43 电水壶 SW-15S02A 2022-9-26/-
SUPOR（图

形）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44 咖啡机 KFJ-A06K1 2022-9-29/- - 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45 智能电压力锅 SY-50FC03Q 2022-9-29/-
SUPOR（图

形）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46 电热水壶 AW-S15G327 -/- 爱仕达 白城市欧亚琦琦小家电专柜 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47 快热式电热水器 DTR/002
2022-6-

2/00105504
- 光复路新锐电器行 浙江德凌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48 快热式电热水器 DTR/003H
2022-3-

24/01105501
- 光复路新锐电器行 浙江德凌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49 室内加热器 DTJ-T10
2021-1-

6/0402060121
先锋（图
形）

辽源市恒易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先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50 飞科电动理发器 FC5810
2017-10-

29/171029ZS0158
10180

FLYCO飞科
（图形）

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欧亚
合兴购物中心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51 电热水壶 MK-GE1518 -/1901158356 Midea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仪乌小商

品城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52 飞科电吹风 FH6275
2019-5-

18/190518ZH1262
75270

FLYCO飞科
（图形）

辽源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53 电热水壶（开水煲） K17-F30
2021-9-

23/20210923
- 长春一汽新世纪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54 电饼铛（煎烤机） JK33-GK136
2021-10-

31/20211031
-

长春欧亚集团欧亚车百大楼有限公
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55 电磁灶 C22-F3
2022-3-

1/20220301
-

长春欧亚集团欧亚车百大楼有限公
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56 厨房机械（料理机） JYL-C16V
2022-6-

29/20220629
- 光复路莅德电器行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57 全自动家用豆浆机 DJ12R-D62SG
2022-6-

30/20220630
- 光复路莅德电器行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58 微电脑智能电饭煲 F-40FZ820
2022-7-

12/20220712
- 长春泓源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59 破壁免滤豆浆机 DJ13R-P9
2022-7-

20/20220720
-

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中东新
天地店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60 电压力煲 Y-50C29
2022-9-

6/20220906
- 光复路莅德电器行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61 开水煲 K17-F67
2022-9-

16/20220916
- 长春泓源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62 多功能电煮锅 MC-DY13E201
2021-1-

20/2101209901
Midea（图

形）
辽源市恒易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63 电热水壶 MK-HJ1522
2021-8-

25/2108250160
Midea（图

形）
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欧亚

合兴购物中心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64 多功能电热锅 MC-DH3411
2021-11-

6/2111066809
- 光复路东黎电器行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65 多功能电热锅 MC-DY16E211
2021-11-

17/2111172300
Midea（图

形）
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欧亚

合兴购物中心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66
搅拌机（破壁料理

机）
MJ-ABL8000

2022-3-
15/2203154701

Midea（图
形）

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欧亚
合兴购物中心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67 飞利浦电动剃须刀 PQ190
2022-4-

11/220411/B
- 光复路艳珍电器行

珠海经济特区飞利浦家庭电器有限
公司

合格

168 飞利浦电动剃须刀 PQ182
2022-4-

28/220428/B
- 光复路艳珍电器行

珠海经济特区飞利浦家庭电器有限
公司

合格

169
多功能煎烤机（电饼

铛）
MC-JHN34Q

2022-5-
12/2205126801

Midea（图
形）

辽源市恒易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70
破壁料理机（搅拌

机）
MJ-ABL8056

2022-9-
5/2209052500

-
长春欧亚集团欧亚车百大楼有限公

司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71 多功能电磁炉 C22-RT2240
2022-9-

27/2209271101
Midea（图

形）
辽源市恒易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172 迷你破壁豆浆机 B61K
2022-7-

13/DL220713
HANBO汉宝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市汉宝隆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73
室内加热器（暖风

机）
NSBE-150L

2022-5-
18/KDY150L20220

518X4
- 光复路万隆电器商行 宁波卡帝亚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174 室内加热器 HN76PT-18
2021-7-14/检
OID2471557 备
OID2471554

先锋 松原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宁波先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