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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海南省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结果
发布时间：2022 年 12 月 8 日

2022 年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省的电动自行车产品进行了

省级监督抽查。本次抽查 20 家企业 20 批次产品,经检验，不合格 4

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 20.0%。

一、本次监督抽查检验依据和检验项目

1.检验依据

XZ20-2022《海南省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2.检验项目：

脚蹬间隙、整车编码、电动机编码、突出物、号牌安装位置、车

速限值、防碰擦、车速提示音、蓄电池防篡改、电气强度、短路保护、

鸣号装置、尺寸限值、蓄电池的最大输出电压、导线布线安装、铭牌、

充电器、产品合格证、整车质量、制动断电功能、使用说明书。

二、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项目

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项目为：号牌安装位置、整车质量、防碰擦、

短路保护、尺寸限值。

三、不合格项目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号牌安装位置”项目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车辆无号牌安装位

置。号牌是车辆唯一性的识别标志，无号牌安装位置会导致车辆无法

安装号牌，不能合法上路。

“整车质量”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电动车体积过大，且未对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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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的质量进行有效控制，导致整车质量超过标准限值。整车重量

过重，会影响车辆的制动效果，影响行车安全。

“防碰擦”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产品设计或生产工艺问题，使得

电动自行车的不动件与运动件相碰擦。运动件与不动件发生碰擦，会

影响运动部件的正常运转，也会造成摩擦部位受损，造成车辆损伤，

降低使用寿命。

“短路保护”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电动自行车的充电线路和电池

输出端中未装有熔断器或断路器保护装置及未标明其规格参数。当电

动自行车的电路发生异常情况时，保护功能的短缺将无法保护车辆的

安全，进而发生更严重的事故，存在较大的潜在危险。

“尺寸限值”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车辆前后轮中心距超出标准规

定范围。尺寸限值超标会使得车体更长、更宽，过长或过宽的车体会

影响车辆的行驶平衡性，同时也会挤占更多的道路资源。

本次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结果将移交被检主体及产品标称的

生产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四、具体抽查结果如下：

海南省 2022 年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所检项目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被抽检主体 生产企业（标称）

1 电动自行车 TDZA73Z 2022/4/25

海南伏波贸易有限公司第五营

业部/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新

华南路 2 号金鹿商城摩托车城

第 14 号铺面

东莞市台铃车业有限

公司（合格证标注）

2 电动自行车 TDT038Z 2022/4/16

海口龙华年惠电动车行/海南

省海口市龙华区东湖金鹿电动

车城 17 号

无锡秒达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 （合格证标注）

3 电动自行车 TDT2163Z 2022/3/27
海口龙华爱之连电动车行/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新华南路 2

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

公司 （合格证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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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金鹿摩托车城 17-1 铺面

4 电动自行车 TDT2093Z 2022/3/22
三亚凤凰翊洲电动车商行/三

亚市天涯区天涯凤凰路 219 号

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

公司（标签标注）

5 电动自行车

TDT2965Z

（1465×

675×

1050）mm

2022/3/14

三亚天涯陈志钦电动车行/三

亚市天涯区天涯胜利路望海花

园 A 栋一层 6 号铺面

天津金箭电动车有限

公司（标签标注）

6 电动自行车 TDT-17/Z 2021-12-07

三亚兄弟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路192号

商铺 1 号铺面

上海钧哈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标签标注）

7 电动自行车
TDT2124-1

Z
2022/4/11

海口琼山酷亚电动车行/海南

省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 9-1

号国公馆一楼 107-2 商铺

江苏爱玛车业科技有

限公司（合格证标注）

8 电动自行车 TDT10Z 2021/9/23

海南龙奇贸易有限公司第三营

业部/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新

华南路 2 号金鹿商城摩托城第

28、29 号铺面

江苏小牛电动科技有

限公司（合格证标注）

9 电动自行车 TDT1259Z 2021/12/17

海口市龙华区富瑞电动车行/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新华南 2

号金鹿商城 21 号

天津雅迪实业有限公

司（合格证标注）

10 电动自行车 TDT031Z 2022/3/22

海口龙华张华得电动车行/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新

华南路 2 号金鹿商场摩托车城

第 20 号铺面

天津市小刀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合格证标

注）

11 电动自行车 TDT650Z 2021/12/27

琼海嘉积和声车行电动车经销

店/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兴海

中路华丰花园 1 栋 101

天津小鸟车业有限公

司

12 电动自行车 TDT313Z 2022/4/14
琼海嘉积山海电动车店/海南

省琼海市嘉积镇人民路 302 号

天津市捷通新蕾电动

车有限公司

13 电动自行车
TDT1152-2

Z
2021/7/13

琼海嘉积富诚电动车行/琼海

市嘉积镇富海路（严秀美）铺

面

天津爱玛车业科技有

限公司

14 电动自行车 TDT257Z 2022/3/2

琼海嘉积恒豪电动助力车行先

锋城分店/琼海市嘉积镇富海

路 210-212 号

无锡津韵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15 电动自行车 TDT52Z
海南新志建贸易有限公司/海

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富海路29号

天津美派电动科技有

限公司

16 电动自行车 TDT29Z 2022/3/12
海口龙华湖强电动车行/海口

龙华区中山街道东湖路 21

立马车业集团有限公

司

海南省 2022 年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所检项目不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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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被抽检生产企业/所在地 生产企业（标称） 不合格项目

1 电动自行车 TDR304Z 2022/3/29

海口琼山新财哥电动车商

行/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

城镇琼州大道聚福楼 9号

广西贵港欧派电动

车有限公司（合格

证标注）

号牌安装位

置、防碰擦、

短路保护

2 电动自行车 TDT050Z 2022/3/9

海南霖淋电动车销售有限

公司/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高登西街 49 号

无锡市本钿科技有

限公司

号牌安装位

置、整车质

量、尺寸限

值、防碰擦

3 电动自行车 TDQ0610Z 2022/2/24
海南蓝飞车行有限公司/三

亚市吉阳区荔枝沟路190号

天津新日机电有限

公司
整车质量

4 电动自行车 TDT9290Z
2022-1-13

（检样）

海口琼山曦和行之电动车

行/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琼

州大道 11 号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

份有限公司（合格

证标注）

整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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