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产品具体名称 标称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生产企业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销售单位/电商平台 销售单位/电商地址 样品来源 不合格项目

1 商用燃气炒菜灶 ZCTG1-30A 2021-09-30 东越厨具金属(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吴中经济开发区河东工业园民富路

550号
生产企业

热负荷准确度，%;稳压性能，%;稳压
性能，%;稳压性能，%;接地措施;

2 商用燃气炒菜灶 SZCT30-YB 镇江裕宝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宗泽路大鹏生产资料仓库内 生产企业

热负荷准确度，%;黄焰燃烧，特殊工

况下CO（α=1）%;稳压性能，%;稳压

性能，%;稳压性能，%;

3 家用燃气灶具 JZY-WFRY1 2021-08-16
中山市旺夫人电器有限公司（标

称）

中山市东凤镇安乐村同乐三路98号

首层之一、二层之一
盐城招商场必海电器批发部 盐城招商场81001号门市 实体店 燃气导管-5;

4 家用燃气灶具 JZY-CN
上海宏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标

称）
上海市嘉定区嘉好路1690号6幢

2111室
盐城招商场必海电器批发部 盐城招商场81001号门市 实体店

热效率,%;燃气导管-5;标志-铭牌-5;热
负荷-2;

5 家用燃气灶具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华尔电器燃具厂

（标称）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工

业区祥发路
吴中区木渎广丰厨具商行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宝带西路

南、万禄山路东（大华调剂市
场）

实体店
一般结构;燃气导管-2;燃气导管-5;标志

-铭牌-5;

6 家用燃气灶具 JZY－B 2021-05-09
中山市万人乐电器有限公司（标

称）
中山市东凤镇吉昌工业园 南通市方天大市场中意电器商行

南通市崇川区方天大市场D区

3-15、16号
实体店

燃气导管-5;热负荷-2;干烟气中CO浓

度 (α=1,V%);

7 家用燃气灶具 JZT-98B1 2021-02-25
佛山市顺德区百鑫节能燃具有限公

司（标称）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海尾居委会文海

中路1号之一首层B厂房
南通市崇川区佩华电器批发部 南通市五一路1号4-124/125号 实体店

燃气导管-5;热负荷-2;干烟气中CO浓

度 (α=1,V%);

8 家用燃气灶具 JZY－98B 2021-07-30
佛山市顺德区百鑫节能燃具有限公

司（标称）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海尾居委会文海

中路1号之一首层B厂房
南通市崇川区佩华电器批发部 南通市五一路1号4-124/125号 实体店

燃气导管-2;燃气导管-5;干烟气中CO

浓度 (α=1,V%);

9 家用燃气灶具 JZY-C 2021-10-25
佛山市顺德区立拓生活电器有限公

司（标称）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智富园工业城2

栋201-202
南京金桥市场太洋炊具经营部

鼓楼区建宁路12号金桥市场
A4094号

实体店

气密性-1;一般结构;热效率,%;燃气导

管-2;燃气导管-5;标志-铭牌-5;气密性-

3;热负荷-2;干烟气中CO浓度 (α

=1,V%);

10 家用燃气灶具
JJZT-SY02/JJZT-

SY001

广东松友智能电器有限公司（标

称）
——

南京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宁易购
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9号 电商平台 干烟气中CO浓度 (α=1,V%);

11 家用燃气灶具 华生 JZT-20（12T） 20210827
中山市民品厨卫电器有限公司（标

称）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路160号首

层之四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千铭家电销

售经营部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义乌国际

商贸城八街10630号
实体店 热负荷;

12 家用燃气灶具 万众乐 JZY-918（20Y） 佛山市世邦电器有限公司（标称）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

社区高新区新发路11号二楼之二
刘浩军（个体工商户） 盱眙县桂五镇街道 实体店 燃气导管;燃气导管;热负荷;

13 家用燃气灶具 JZT-B089（12T）
佛山市顺德区龙欧电器有限公司

（标称）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华口居委

会顺德高新区（容桂）华天路23号
之一首层之一二层之一

尊威苏宁自营旗舰店/苏宁易购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19号8幢
电商平台 燃气导管;干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

14 万美调压器 万美 JYT-1.2-A7型 余姚市万美阀门厂（标称）
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陆家庄官通路

15号
南京银桥市场鑫鑫灶具经营部

南京市秦淮区应天大街588号

二楼北区10号
实体店 结构;结构;

15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薇凡 WF-6 南京福苏商贸有限公司（标称）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龙藏

大道12号
薇凡旗舰店/京东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
道37号A1幢302室

电商平台 结构;结构;

16 调压阀（燃气具配件） JYT-1.2-A7 余姚市万美阀门厂（标称） 泗门镇陆家庄官通路15号 盐城宇王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盐城市区盐马路15号元亨公寓

综合楼205室（3）
实体店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6;

17 调压阀（燃气具配件） JYT-0.6 宁波市三庄阀门有限公司（标称） 天元芦庵公路1435号
盐城市亭湖区城招晨光灶具配件

批发部

盐城市海龙路4号海龙综合楼

107室
实体店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5;

18 调压阀（燃气具配件） JYT-1.2-A7 余姚市万美阀门厂（标称） 泗门镇陆家庄官通路15号 苏州市吴中区大华调剂市场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宝带西路

南、万禄山路东
实体店 结构-1;

19 调压阀（燃气具配件） 红莹 JYT-1.2 慈溪市红莹厨具有限公司（标称） 慈溪长河工业区 高邮市志深厨具店 高邮市文游中路26号A-1、207 实体店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2;结

构-5;结构-6;

20 煤气减压阀 JYT
慈溪市长河力美阀门配件厂（标

称）
慈溪市长河镇长丰村杨叶路97号 成都佰材卫浴有限公司/京东

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兴贸路
139号1栋1层附1232号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6;

21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万美 JYT-1.2-C1 余姚市万美阀门厂（标称） 泗门镇陆家庄官通路15号 东阳市太阳仔塑胶制品厂/京东 巍山镇白坦工业园区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

22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JYT-0.6-1.2
佛山市裕豪鑫工具有限公司（标

称）
佛山市横沙路21号

佛山市威明斯科技有限公司/天

猫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横江

横沙路21号内厂区15号楼7楼2

号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6;结

构-7;

23 液化气减压阀 ZYF0.6 慈溪市德一阀门厂（标称） 慈溪市长河镇二横路
余姚市裕铭鼎管业有限公司/天

猫
余姚市陆埠镇工业园区南雷村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

24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良厨 JYT-0.6 2021-04-29
慈溪市长河镇华盛减压阀厂（标

称）
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南大路546号

梅州市科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宁易购
兴宁市宁新大岭村罗屋15号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

25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JYT-0.6 2021-09-16
慈溪市长河镇华盛减压阀厂（标

称）
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南大路546号

梅州市科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宁易购
兴宁市宁新大岭村罗屋15号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6;

26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SYT-1.2
慈溪市长河力美阀门配件厂（标

称）
长河工业开发区 义乌凤年日用品有限公司/天猫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拥军三
区41幢1单元307室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6;

附件

2021年燃气具及配件等5种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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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JYT-0.6-02 宁波山丰阀门有限公司（标称） 中国宁波余姚市康山工业园区
南阳市官庄工区培一百货店/淘

宝

河南省南阳市官庄工区官庄镇

振兴路中段214号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6;

28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JYT-0.6-1.2
慈溪市长河力美阀门配件厂（标

称）
长河工业开发区 东海县尚麦建材经营部/天猫 东海县白塔埠镇航空路2号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6;

29 高原气体低压阀 韩羚 DYF-1.0-2020 慈溪市洪本阀门厂（标称） 慈溪市长河镇镇东路238号
南京韩羚骁天建材有限公司/天

猫

南京市秦淮区建邺路98号826

室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

30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JYT
慈溪市长河镇鑫旺燃气配件厂（标

称）
慈溪市长河镇工业区 佛山市可炎电子有限公司/淘宝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南区居委会

宏基三街七巷1号首层之一
（住改商）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6;

31 高原气体低压阀 希瑞斯 DYF-1.0-2020 慈溪市洪本阀门厂（标称） 慈溪市长河镇镇东路238号
中山市亮晶晶家居装饰用品有限

公司/天猫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大道东路展

业二十一巷3号首层之六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

32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超美 JYT-0.6-C 余姚市万美阀门厂（标称） 泗门镇陆家庄官通路15号 诸暨今安管业有限公司/天猫
诸暨市店口镇朱家站村朱二自

然村262号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

33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飞和谱 JYT0.6系列 慈溪市雄鹰阀门有限公司（标称） 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长丰工业区
武汉诚京淘物科技有限公司/京

东

青山镇武汉国际钢铁物流服务
中心第1幢1单元12层10号房

（众昇创服商务秘书-126）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

34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JYT 山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标称）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雁园工业区A座

1409
成都鼎尊卫浴有限公司/京东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成都市青白江区景祥路328号
11栋7-38号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6;

35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JYT-1.2-F8
宁波璐美燃气具阀门有限公司（标

称）
余姚市阳明街道老方桥工业园区 宁德市富蓝贸易有限公司/京东 鹤塘镇鹤塘村彩永扬103号 电商平台 结构-1;关闭压力;出口压力;

36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图形 JYT-1.2
慈溪市长河北斗星五金配件厂（标

称）
慈溪长河工业区 许昌华

宿迁市泗洪县工人路银河国际

5号
实体店 结构;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结构;

37 调压阀（燃气具配件） 图形 JYT-0.6-02 宁波山丰阀门有限公司（标称） 中国宁波余姚市唐山工业园区 邳州市德尔五金行
邳州市大运河装饰城A内101、

102号
实体店 结构;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

38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图形 JZY-0.6-1.2
慈溪市超越阀门有限责任公司（标

称）
慈溪市长河镇工业开发区 泗洪县巧夫人厨具卫浴经营部 泗洪县青阳镇工人路 实体店 结构;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结构;

39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华胜 JZY-0.6A
慈溪市长河立军五金配件厂（标

称）
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工业开发区 洪泽县朱坝镇四海家电门市 洪泽县朱坝镇浔南路21号 实体店 结构;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结构;

40 家用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图形 JYT-0.6H13型(C型) 余姚市低压阀门厂（标称） 浙江省余姚市老方桥西街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翔盛五金经

营部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东路

A12幢A12-17室
实体店

结构-防止改变状态措施;结构-手轮螺

纹及尺寸;关闭压力;出口压力;

41 栋杰减压阀 图形 JYT-0.6 DJ605 慈溪市东杰阀门厂（标称） 慈溪市长河镇四甲路39号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洁威电器经

营部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德市场

A3-27号
实体店

结构-防止改变状态措施;关闭压力;出

口压力;

42 万美调压器 图形 JYT-1.2-B7 余姚市万美阀门厂（标称） 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陆家庄 扬中市白云二号日用品经营部 扬中市三茅街道同心村6组 实体店 结构;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结构;

43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德口益 DYM-10 慈溪市德一阀门厂（标称） 慈溪市长河镇二横路
高新区枫桥曼达林服装商行

/1688

中国江苏苏州高新区誉融生活

广场2幢1424室
电商平台 结构;关闭压力;出口压力;结构;

44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劳动 LD-857-1 慈溪市雄鹰阀门有限公司（标称） 长河大路头工业区 妙迪五金旗舰店/天猫
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156号1幢

4层402室
电商平台

结构-防止改变状态措施;关闭压力;出
口压力;

45
燃气用具连接用304不锈钢波纹

软管
兴万杰 RLB-ZH-C-10 浙江万杰管业有限公司（标称） 浙江省诸暨市阮市镇杨梅桥村

南京银桥市场昌兴水暖阀门经营

部

南京市秦淮区应天大街588号

一楼中区4号
实体店 螺纹;

46
燃气用具连接用304不锈钢波纹

软管

HOLOW

好来屋
RLB-ZH-S-10 浙江万杰管业有限公司（标称） 浙江省诸暨店口工业区 holow好来屋旗舰店/天猫淘宝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
道新林大道板桥新城吾悦广场

S2幢（3号楼）1003室
电商平台 螺纹;

47
万福华帝精编钢丝煤气、天然气

专用软管
Φ9mm 20211026

天津万福华帝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标称）

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西长屯村西
侧50米

如皋市开发区再友谊五金工具经
营部

如皋市城北街道太平社区六组
开发新村B03-305

实体店 标志;

48
天然气、液化气、煤气中高压气

管
太阳仔 Φ9mm 20200701 东阳市太阳仔塑胶制品厂（标称） 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玉山镇 泗阳县城厢镇月前家电快修部

泗阳县众兴镇城厢社区城厢街

（A）
实体店 标志;

49
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

测器
GT-JH601 20211001 江苏吉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文港南路49号1号

组楼七楼(CNX)
生产企业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50

SP-2102Plus测量范围为0～
100%LEL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

器

图形商标 SP-2102Plus 20211001
霍尼韦尔传感控制（中国）有限公

司
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天印大道1668号 生产企业 辐射电磁场试验;

51
固定式气体检测变送器（甲烷测

定器）
BG80 20210901 南京八环电子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696号东山总
部商务园A1栋6楼E座

生产企业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52 XCZ-90气体检测变送器 XCZ-90 20211001 南京兴成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河滨路1199

号爱秦湾1幢306室
生产企业 辐射电磁场试验;

53
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

测器
GTYQ-S104-II 20210821 无锡格林通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滨湖路157号C区11号 生产企业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54 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GND-20 艾科思电子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尚德路8号 生产企业 低温试验;

55 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GND-20
艾科思电子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标称）
常州市新北区尚德路8号 爱德克斯旗舰店/天猫

常州市新北区世茂商业广场7

幢1814室
电商平台 低温试验;

56 点型气体探测器 SSGZ701
山东磊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标

称）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北小辛庄西街

57号2号楼232室
亦捷五金专营店/天猫

东台市新街镇特种设备产业园

内
电商平台 辐射电磁场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