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大学 2020-2023 年度零星办公家具供货单位信息和产品一览表 

供货单位：安徽省华旦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指定负责人：杨春燕 

下单邮箱：241924206@qq.com 电话号码：13805695723 

序号 货物名称 家具彩色图片 
品牌、型 

号规格 
单位 

单价 

（元） 
技术参数及要求 

1 会议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01 

规格：W6000*D2000*H760 

张 9000 1、贴面用材：采用美国“大西洋”1.13mm优质胡桃木皮

贴面。2、封边：选用优质实木封边，双面贴木皮，杜绝

因环境温差造成变形开裂。3、基料板材：选用优质 E1 

级福建“福人”中密度纤维板，甲醛释放量低于

9.0mg/100g，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国家标准。4、德国“BMB”

优质五金配件。5、油漆：采用广东“华润”优质环保油

漆，有害物含量低于国家标准。并通过全自动油漆喷涂和

滚涂生产线，经五底三面工艺，成品油漆表面硬度可达 3H 

级，漆面色泽美观、木纹纹理清晰，光滑耐磨、手感好。 

（可定制） 

2 会议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02 

规格：W4200*D1600*H760 

张 6000 

3 会议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03 

规格：W3500*D1600*H760 

张 4500 

4 会议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04 

规格：W2800*D1200*H760 

张 3200 



5 会议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05 

规格：W3600*D1500*H760 

张 2400 

1、基材采用江苏“大亚”优质 E1级环保颗粒板，面材选

用江苏“大亚”优质三聚氰胺板饰面，具有耐磨、抗污染

能力。符合国家 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

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标准；2、封边采用品牌全

自动封边机，经高温高压封边，优质上海“兄奕”PVC边

条厚度 2mm。优质高溶胶，永不脱落。选用德国“BMB”

优质五金配件。（可定制） 

7 阅览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07 

规格：W2000*D1000*H760 

张 1600 

1、基材采用江苏“大亚”优质 E1级环保颗粒板，面材选

用江苏“大亚”优质三聚氰胺板饰面，具有耐磨、抗污染

能力。符合国家 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

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标准；2、封边采用品牌全

自动封边机，经高温高压封边，优质上海“兄奕”PVC边

条厚度 2mm。优质高溶胶，永不脱落。选用德国“BMB”

优质五金配件。（可定制） 

8 会议椅 

 

品牌：沃盛 

型号：WS-1508 

规格：标准 

件 452 

1、海绵：采用香港“东亚”优质 PU发泡一次（定型）成

型阻燃、耐老化、高回弹海绵，密度≥40kg/m3，回弹性

好， 

2、面料：意大利“阳光”优质环保皮。皮面光泽度好，

透气性强，柔软而富于韧性，厚度适中，具有冬暖夏凉的

效果； 

3、框架：采用优质橡木实木半卯榫结构，经防虫、防腐。

受力均匀，优质环保聚酯油漆喷涂。（可定制）） 



9 会议椅 

 

品牌：沃盛 

型号：WS-1509 

规格：标准 

件 129 

1、海绵：采用香港“东亚”优质 PU发泡一次（定型）成

型阻燃、耐老化、高回弹海绵，密度≥40kg/m3，回弹性

好， 

2、面料：意大利“阳光”优质环保皮。皮面光泽度好，

透气性强，柔软而富于韧性，厚度适中，具有冬暖夏凉的

效果； 

3、框架：采用优质橡木实木半卯榫结构，经防虫、防腐。

受力均匀，优质环保聚酯油漆喷涂。（可定制） 

10 沙发 

 

品牌：沃盛 

型号：WS-1510 

规格：3人位、西皮 

件 1450 

1、海绵：采用香港“东亚”优质 PU发泡一次（定型）成

型阻燃、耐老化、高回弹海绵，密度≥40kg/m
3
，回弹性

好，2、面料：意大利“阳光”优质环保西皮。皮面光泽

度好，透气性强，柔软而富于韧性，厚度适中，具有冬暖

夏凉的效果；3、采用优质钢制框架，内置拉簧加拉带，

双重紧固永不变形。（可定制） 

11 沙发 

品牌：沃盛 

型号：WS-1511 

规格：1人位、西皮 

件 800 

12 茶几 

 

品牌：沃盛 

型号：WS-1512 

规格： 

W1200*D600*H480 

件 550 

1、贴面用材：采用美国“大西洋”1.13mm优质胡桃木皮

贴面。2、封边：选用优质实木封边，双面贴木皮，杜绝

因环境温差造成变形开裂。3、基料板材：选用福建“福

人”优质 E1级中密度纤维板，甲醛释放量低于

9.0mg/100g，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国家标准。4、德国“BMB”

优质五金配件。5、油漆：采用广东“华润”优质环保油

漆，有害物含量低于国家标准。并通过全自动油漆喷涂和

滚涂生产线，经五底三面工艺，成品油漆表面硬度可达

3H级，漆面色泽美观、木纹纹理清晰，光滑耐磨、手感

好。（可定制） 



13 茶水柜 

 

品牌：沃盛 

型号：WS-1513 

规格： 

W800*D400*H850 

件 670 

1、贴面用材：采用美国“大西洋”1.13mm优质胡桃木皮

贴面。2、封边：选用优质实木封边，双面贴木皮，杜绝

因环境温差造成变形开裂。3、基料板材：选用福建“福

人”优质 E1级中密度纤维板，甲醛释放量低于

9.0mg/100g，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国家标准。4、德国“BMB”

优质五金配件。5、油漆：采用广东“华润”优质环保油

漆，有害物含量低于国家标准。并通过全自动油漆喷涂和

滚涂生产线，经五底三面工艺，成品油漆表面硬度可达

3H级，漆面色泽美观、木纹纹理清晰，光滑耐磨、手感

好。（可定制） 

14 
办公椅

（转椅） 

 

品牌：沃盛 

型号：WS-1514 

规格：标准（西皮） 

件 380 

1、海绵：采用香港“东亚”优质 PU发泡一次（定型）成

型阻燃、耐老化、高回弹海绵，密度≥40kg/m3，回弹性

好， 

2、面料：意大利“阳光”优质环保西皮。皮面光泽度好，

透气性强，柔软而富于韧性，厚度适中，具有冬暖夏凉的

效果； 

3、优质钢制五星脚，优质高质量跑车轮，优质气压棒升

降 30万次无质量问题。（可定制） 

15 屏风椅 

 

品牌：沃盛 

型号：WS-1515 

规格：标准 

件 200 

1、海绵：采用香港“东亚”优质 PU发泡一次（定型）成

型阻燃、耐老化、高回弹海绵，密 45密度高弹力海绵，

回弹性好， 

2、面料：台湾“颐达”优质布艺。布面透气性强，柔软

而富于韧性，厚度适中，具有冬暖夏凉的效果； 

3、尼龙背架，电镀弓型架（可定制） 



16 

办公椅 

（网布转

椅） 
 

品牌：沃盛 

型号：WS-1516 

规格：标准 

（无滑轮、固定式） 

件 300 

1、海绵：采用香港“东亚”优质 PU发泡一次（定型）成

型阻燃、耐老化、高回弹海绵，密度≥40kg/m3，回弹性

好； 

2、面料：台湾“颐达”优质环保麻绒面料。面光泽度好，

面透气性强，柔软而富于韧性，厚度适中，具有冬暖夏凉

的效果； 

3、优质钢制五星脚，优质高质量跑车轮，优质气压棒升

降 30万次无质量问题。（可定制） 

17 

办公椅 

（网布转

椅） 
 

品牌：沃盛 

型号：WS-1517 

规格：标准 

件 300 

1、海绵：采用香港“东亚”优质 PU发泡一次（定型）成

型阻燃、耐老化、高回弹海绵，密度≥40kg/m3，回弹性

好， 

2、面料：台湾“颐达”优质环麻绒面料。皮面光泽度好，

面透气性强，柔软而富于韧性，厚度适中，具有冬暖夏凉

的效果； 

3、优质钢制五星脚，优质高质量跑车轮，优质气压棒升

降 30万次无质量问题。（可定制） 

18 
教师屏风

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18 

规格：W1300*D1300*H1100 

张 1000 

采用江苏“大亚”优质环保三聚氰胺板双面贴面板材，上

海“兄奕” 2mm厚优质 PVC封边。具有较好的耐磨、耐

划等物理性能。经过防虫、防腐等化学处理，各项技术指

标均达到 GB/T3324《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产品

符合 GB1858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有害物质限量》

标准和 GB4893.1-9《家具表面漆膜测定法》标准，五金

配件采用德国“BMB”优质家具五金配件。（可定制） 



19 
教师屏风

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19 

规格：W1400*D1400*H1100 

张 1000 

采用江苏“大亚”优质环保三聚氰胺板双面贴面板材， 上

海“兄奕”2mm厚优质 PVC封边。具有较好的耐磨、耐划

等物理性能。经过防虫、防腐等化学处理，各项技术指标

均达到 GB/T3324《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产品符

合 GB1858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有害物质限量》标

准和 GB4893.1-9《家具表面漆膜测定法》标准，五金配

件采用德国“BMB”优质家具五金配件。（可定制） 

20 屏风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20 

规格：W1200*D600*H1100 

张 650 

采用江苏“大亚”优质环保三聚氰胺板双面贴面板材，上

海“兄奕” 2mm厚优质 PVC封边。具有较好的耐磨、耐

划等物理性能。经过防虫、防腐等化学处理，各项技术指

标均达到 GB/T3324《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产品

符合 GB1858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有害物质限量》

标准和 GB4893.1-9《家具表面漆膜测定法》标准，五金

配件采用德国“BMB”优质家具五金配件。（可定制） 

21 屏风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21 

规格：W1200*D600*H1100 

张 630 

采用江苏“大亚”优质环保三聚氰胺板双面贴面板材，上

海“兄奕” 2mm厚优质 PVC封边。具有较好的耐磨、耐

划等物理性能。经过防虫、防腐等化学处理，各项技术指

标均达到 GB/T3324《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产品

符合 GB1858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有害物质限量》

标准和 GB4893.1-9《家具表面漆膜测定法》标准，五金

配件采用德国“BMB”优质家具五金配件。（可定制） 



22 屏风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22 

规格：W1400*D700*H1100 

张 1200 

采用江苏“大亚”优质环保三聚氰胺板双面贴面板材，上

海“兄奕” 2mm厚优质 PVC封边。具有较好的耐磨、耐

划等物理性能。经过防虫、防腐等化学处理，各项技术指

标均达到 GB/T3324《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产品

符合 GB1858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有害物质限量》

标准和 GB4893.1-9《家具表面漆膜测定法》标准，五金

配件采用德国“BMB”优质家具五金配件。（可定制） 

23 工作站 

 

品牌：沃盛 

型号：WS-1523 

规格：W1200*D600*H760 

张 435 

1、基材采用江苏“大亚”优质 E1级环保颗粒板，面材选

用江苏“大亚”优质三聚氰胺板饰面，具有耐磨、抗污染

能力。符合国家 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

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标准； 

2、封边采用品牌全自动封边机，经高温高压封边，优质

上海“兄奕”PVC边条厚度 2mm。优质高溶胶，永不脱落。

选用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可定制） 

24 工作站 

 

品牌：沃盛 

型号：WS-1524 

规格：W1400*D700*H760 

张 550 

1、基材采用江苏“大亚”优质 E1级环保颗粒板，面材选

用江苏“大亚”优质三聚氰胺板饰面，具有耐磨、抗污染

能力。符合国家 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

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标准； 

2、封边采用品牌全自动封边机，经高温高压封边，优质

上海“兄奕”PVC边条厚度 2mm。优质高溶胶，永不脱落。

选用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可定制） 



25 办公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25 

规格：W1600*D900*H760 

张 1200 

1、基材采用江苏“大亚”优质 E1级环保颗粒板，面材选

用江苏“大亚”优质三聚氰胺板饰面，具有耐磨、抗污染

能力。符合国家 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

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标准； 

2、封边采用品牌全自动封边机，经高温高压封边，优质

上海“兄奕”PVC边条厚度 2mm。优质高溶胶，永不脱落。

选用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可定制） 

26 办公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26 

规格：W1600*D900*H760 

张 1200 

1、基材采用江苏“大亚”优质 E1级环保颗粒板，面材选

用江苏“大亚”优质三聚氰胺板饰面，具有耐磨、抗污染

能力。符合国家 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

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标准； 

2、封边采用品牌全自动封边机，经高温高压封边，优质

上海“兄奕”PVC边条厚度 2mm。优质高溶胶，永不脱落。

选用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可定制） 

27 办公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27 

规格：W1400*D700*H760 

张 950 

1、贴面用材：采用美国“大西洋”1.13mm优质胡桃木皮

贴面。 

2、封边：选用优质实木封边，双面贴木皮，杜绝因环境

温差造成变形开裂。 

3、基料板材：选用福建“福人”优质 E1级中密度纤维板，

甲醛释放量低于 9.0mg/100g，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国家

标准。 

4、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 

5、油漆：采用广东“华润”优质环保油漆，有害物含量

低于国家标准。并通过全自动油漆喷涂和滚涂生产线，经

五底三面工艺，成品油漆表面硬度可达 3H级，漆面色泽

美观、木纹纹理清晰，光滑耐磨、手感好。（可定制） 



29 办公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29 

规格：W1600*D1100*H760 

张 1300 

1、基材采用江苏“大亚”优质 E1级环保颗粒板，面材选

用江苏“大亚”优质三聚氰胺板饰面，具有耐磨、抗污染

能力。符合国家 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

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标准； 

2、封边采用品牌全自动封边机，经高温高压封边，优质

上海“兄奕”PVC边条厚度 2mm。优质高溶胶，永不脱落。

选用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可定制） 

30 办公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30 

规格：W1800*D1100*H760 

张 1300 

1、基材采用江苏“大亚”优质 E1级环保颗粒板，面材选

用江苏“大亚”优质三聚氰胺板饰面，具有耐磨、抗污染

能力。符合国家 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

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标准； 

2、封边采用品牌全自动封边机，经高温高压封边，优质

上海“兄奕”PVC边条厚度 2mm。优质高溶胶，永不脱落。

选用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可定制） 

31 办公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31 

规格：W1800*D900*H760 

张 1650 

1、贴面用材：采用美国“大西洋”1.13mm优质胡桃木皮

贴面。 

2、封边：选用优质实木封边，双面贴木皮，杜绝因环境

温差造成变形开裂。 

3、基料板材：选用福建“福人”优质 E1级中密度纤维板，

甲醛释放量低于 9.0mg/100g，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国家

标准。 

4、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 

5、油漆：采用广东“华润”优质环保油漆，有害物含量

低于国家标准。并通过全自动油漆喷涂和滚涂生产线，经

五底三面工艺，成品油漆表面硬度可达 3H级，漆面色泽

美观、木纹纹理清晰，光滑耐磨、手感好。（可定制） 



32 办公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32 

规格：W1600*D800*H760 

张 1600 

1、贴面用材：采用美国“大西洋”1.13mm优质胡桃木皮

贴面。 

2、封边：选用优质实木封边，双面贴木皮，杜绝因环境

温差造成变形开裂。 

3、基料板材：选用福建“福人”优质 E1级中密度纤维板，

甲醛释放量低于 9.0mg/100g，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国家

标准。 

4、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 

5、油漆：采用广东“华润”优质环保油漆，有害物含量

低于国家标准。并通过全自动油漆喷涂和滚涂生产线，经

五底三面工艺，成品油漆表面硬度可达 3H级，漆面色泽

美观、木纹纹理清晰，光滑耐磨、手感好。（可定制） 

33 办公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33 

规格：W1400*D700*H760 

张 950 

1、贴面用材：采用美国“大西洋”1.13mm优质胡桃木皮

贴面。 

2、封边：选用优质实木封边，双面贴木皮，杜绝因环境

温差造成变形开裂。 

3、基料板材：选用福建“福人”优质 E1级中密度纤维板，

甲醛释放量低于 9.0mg/100g，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国家

标准。 

4、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 

5、油漆：采用广东“华润”优质环保油漆，有害物含量

低于国家标准。并通过全自动油漆喷涂和滚涂生产线，经

五底三面工艺，成品油漆表面硬度可达 3H级，漆面色泽

美观、木纹纹理清晰，光滑耐磨、手感好。（可定制） 



★单价包括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人工费、安装调试费、资料费、售后服务费等费用。 

34 办公桌 

 

品牌：沃盛 

型号：WS-1534 

规格：W1400*D700*H760 

张 600 

1、基材采用江苏“大亚优质 E1级环保颗粒板，面材选用

江苏“大亚优质三聚氰胺板饰面，具有耐磨、抗污染能力。

符合国家 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

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标准； 

2、封边采用知名品牌全自动封边机，经高温高压封边，

优质上海“兄奕”PVC 边条厚度 2mm。优质高溶胶，永不

脱落。选用德国“BMB”优质五金配件。（可定制） 

35 文件柜 

 
品牌：沃盛 

型号：WS-1535 

规格：1850*900*390 

件 700 

板材 0.8mm上海“宝钢”优质冷轧钢板，磨砂环保粉末，

纯不锈钢隐形拉手，折叠锁具，带红蓝开启显示，12mm

外框时尚简约。（可拆装，灰白套色）（可定制） 

 

36 保密柜 

 

品牌：沃盛 

型号：WS-1536 

规格：1850*900*390 

件 856 

板材 0.8mm上海“宝钢”优质冷轧钢板，磨砂环保粉末，

纯不锈钢隐形拉手，折叠锁具，带红蓝开启显示，12mm

外框时尚简约。（可拆装，灰白套色）（可定制） 

37 书柜 

 

品牌：沃盛 

型号：WS-1537 

规格： 

800*400*2000 

件 900 

采用江苏“大亚优质环保三聚氰胺板双面贴面板材， 2mm

厚优质上海“兄奕”PVC封边。具有较好的耐磨、耐划等

物理性能。经过防虫、防腐等化学处理，各项技术指标均

达到 GB/T3324《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产品符合

GB1858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有害物质限量》标准

和 GB4893.1-9《家具表面漆膜测定法》标准，五金配件

采用德国“BMB”优质家具五金配件。（可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