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 品认 证 证 书
证 书编 号 :CQC15OO1129613
申请 人 名称及地 址
北京益弘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 区温泉镇 高里 掌路 1号 院9号 楼

制造 商名称及地 址
北京益弘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市海淀 区温泉镇 高里 掌路 1号 院9号 楼

生 产 企 业 名 称 及地 址
北京益弘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α022629)
北京市海淀 区温泉镇 高里掌路 1号 院9号 楼

产 品名称和 系列 、规格 、型号
模 块 电源
YAS55刊 妆 输 入:100-240Vac,016删 ax,50/60Ⅱ z输 出:5Vdc,1A(仅 适用海拔 5000米 及以下地 区安全使用

)

产 品标准和技术要求
GB4943.1-2011;GB9254-2008

认证 模 式
+初
品
次工厂检查+获 证后监督
型式试验
产
上述产品符合CQC12-045670-9015认 证规则的要求 ,特 发此证。
发证 日期:⒛ 15年 08月 03日
证 书有效期内本证书的有效性依据发证机构的定期监督获得保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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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质 量 认 证 中心
中国 .北 京 .南 四环西路 188号 9区 1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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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ERTIFICATE
No。 :CQC15001129613

NAⅣ IE AND ADDREss OF THE APPLICANT
BC刂 ing Yihongtai Tcclulology Dcvclopmcnt Co。 ,Ltd,
hang Road,Wcnquall Town,H耐 dall Distri呐 ,Bc刂 ing,China

Buil由 ng9,No1Gaol汔

NAˇ ΙE AND ADDREss OF THE

ⅣIANUFACTURER

BclJ1ng Yihongtai TcGhnOlogy Devclopmcnt Co。
Bui1ding9,No,1Gaolizhallg Road,Wenquan Town,H缸

,Ltd.

dian District,Bc刂

ing,China

NAⅣ ⅠE AND ADDREss OF THE FACTORY
BC刂 ing Yihongtai Tcchnology Dcvclopmcnt Co。 ,Ltd。 (V022629)

Building9,No I Gaolizhang Road,Wenquan Town,H耐

山an Dist"ct,Be刂 ing,China

NAb’ IE,l|/1【 oDEL

AND sPECIFICATION
CONVERTER

YAs5-5-CW∶

输入:100ˉ 240Vac,016AMax,50/60Hz输 出:5Vdc,1A(仅 适用海拔5000米 及以下地区安全使用)

THE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DUCTs
GB4943,1-2011;GB9254-2008

CERTIFICATION

ⅣΙ
oDEL

Typc Tes砬 ng of Product+In“ ial Factory InspcGtion+Fo11Ow up FaGtoEy Inspection
This沁 to certi勹 that the above mentioned products have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certifIcation rules

CQC12ˉ 045670-2015。
Date ofissue: Aug。 03,2015
VaⅡ dity ofthis certiflcate is subject to positive result ofthe regular foⅡ ow up inspectioⅡ by issuing
certif1cation body untⅡ the expiry date。

CHINA QUALITY CERTIHCATION CENTRE
secⅡ on9、 No。 188、 N¤ ns∶ hvα n XⅡ V、 Be刂 ing100070P。
h‖ p:〃 www。 cqC。 C0m。 cn

C 0060477

R∶

Ch∶ n¤

扑 母四

佟囤
u

President:

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