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阳光追随生活
SORARA Outdoor Living



正特·晴天花园 (SORARA Outdoor living) 是高端花园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涵盖户外家具，户外遮阳，景观建材，花园设计等业务领域：

■ 户外家具：欧美及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各类户外家具 ( 铸铝，编藤，竹木，餐饮，休闲，城市等系列 )；

■ 户外遮阳：遮阳伞，遮阳篷，遮阳帆，遮阳廊架，汽车篷，阳光房等及其他户外遮 阳产品；

■ 生态木塑：环保耐用 WPC 复合户外地板及木塑围栏等，生态环保；

■ 艺 术 木：与日本高秀合资生产的 Takasho 铝艺术木 , 用于外墙格栅，天花隔断，庭院围栏，庭院门，遮阳廊架等；

■ 花园设计：提供别墅花园及屋顶花园的景观设计，施工及养护的花园管家服务；

■ 花园设施：各类烧烤设备，草坪，照明设备，音响设施，取暖设备，防蚊设施，宠物房等；

■ 水疗泳池：菲尔普斯水疗泳池及水疗池，提供游泳，健身，水疗及家庭娱乐的便利；

正特 . 晴天公司拥有中外设计师团队 , 为别墅庭院，屋顶花园，商业空间，园区景观等户外空间提供花园设计 / 建造 / 养护服务，致力于打造住宅“家的第五空间”

及商业建筑的“第五立面”。正特 . 晴天产品已被应用于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美国迪斯尼，及全球五星级酒店及旅游度假区，房产配套项目等。 正特 . 晴

天与其全球合作伙伴和全国经销商伙伴，一起为用户提供阳光服务，创造美好的户外休闲时光。

网站：www.sorara.com.cn                   咨询电话：4008-606-181，0571-28289528                   邮箱：sales@sorara.com.cn

让阳光追随生活
SORARA OUTDOOR LIVING

编藤系列 -Rattan furniture

餐饮系列 -Catering furniture

休闲系列 -Leisure furniture

城市系列 -City & landscape

金属系列 -Metal furniture

竹木系列 -Wood & Bamboo 

户外家具 - Outdoor Furniture

P008-P033

P106-P123

P070-P089

P090-P105

P058-P069

P034-P057

关注晴天花园官方微信



Ramon ESTEVE
Mr. Ramon ESTEVE     建筑师 / 设计师
陈列设计 -SORARA Display Design

国籍：西班牙
学历：瓦伦西亚学院 建筑专业
经历：设计作品从知名建筑延伸到家具系列并多次获奖，2010
 年获得设计潮流奖。

Gal TEVET
Mr. Gal TEVET     建筑师 / 设计师
花园设计 -SORARA Garden Design 

国籍：以色列
学历：耶路撒冷 Bazalel 学院 建筑专业
经历：曾任建筑学教授，具有丰富的城市规划及景观设计经验，
 在家具设计及音乐领域也有深度研究。

JORDI DEDEU
Mr. Jordi DEDEU     建筑师 / 雕塑师 / 设计师
户外家具设计 -SORARA Outdoor Furniture Design

国籍：西班牙
学历：巴塞罗那理工大学 设计研究
 西班牙 Massana 艺术设计学校 雕塑专业
 巴塞罗那高等建筑学校 建筑专业

Mario MAZZER
Mr. Mario MAZZER     建筑师 / 设计师
户外家具设计 -SORARA Outdoor Furniture Design

国籍：意大利
学历：米兰理工大学 建筑专业
 米兰工艺设计学校 工业设计专业
经历：作品多次获奖（包括 reddot 和 IF 设计大奖），并多次 
 在国际知名设计杂志上发表作品



金属系列 -Metal furniture

◆晴天 SORARA 拥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中国的户外家具设计师，提供面
  向酒店，私家花园和公共户外空间的户外桌椅，沙发，躺椅，吊床等独具特色的
  户外家具。

◆晴天 SORARA 拥有中美合资铸铝家具生产线，掌握先进的铸铝生产工艺，选用真材
  实料，采用奥地利老虎牌进口户外专用粉进行表面处理，确保耐用持久。

◆晴天 SORARA 金属家具基材包括铸铝，铝合金，鋁艺术木，不锈钢，铁艺等不同材质。

◆晴天 SORARA 金属家具年度畅销产品为紫檀系列，年度新品为沉香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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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椅
■  小圆茶几
■  大圆茶几    Ø107x61cm 铸铝

   Ø60.5×56cm 铸铝
   91.5×95.5×117cm 铸铝 / 编藤

沉香 沙发椅及圆茶几

沉香沙发椅（配坐垫及靠垫） “天使之翼”靠背

双色编藤工艺

沉香系列铸铝家具具有复古与时尚的英伦王室风格。椅子流畅的 S 型曲线呈现了典雅
的韵味，而“猫脚”设计则可以更大程度地稳固桌子。桌椅采用一体成型的铸铝锻造，
在巴洛克风格的纹理装饰基础上，使用了特别的喷漆工艺，桌面的砂石质感工艺无以
复加赋予王室典藏的雕木古典气质。沉香沙发及餐椅是铸铝及编藤的跨界结晶，错综
复杂的双色编藤贵族发辫样式及深浅木色的编藤色彩，使复古与时韵同现，积韵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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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 椭圆餐桌

砂石质感铸铝工艺

S 形曲线与“猫脚”沉香 小圆茶几 沉香 大圆桌

王室典雅，积韵沉香

■  餐椅    88×104×113cm 铸铝 / 编藤
■  椭圆餐桌
■  圆餐桌    Ø122×75cm 铸铝

   213×113×74cm 铸铝

沉香 餐桌椅



14 15

血檀 圆桌茶几及沙发椅

血檀沙发椅 血檀圆桌

■  沙发椅 76x80x80cm 铸铝 ■  茶几圆桌 Ø106x50cm 铸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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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椭圆桌 217x111x73cm 铸铝
■  餐椅 61x61x92cm 铝合金
■  大圆桌 Ø136x73cm 铝合金
■  小圆桌 Ø90x73cm 铝合金

青檀 餐桌椅系列

◆青檀系列产品蕴含浓厚的中世纪欧洲
古典风格，精致的编花造型使整套家
具降低厚重感，并更具灵气。

青檀餐椅 青檀小圆桌

青檀大圆桌

编花造型

镂空台面

弯弧扶手

马蹄椅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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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檀木 白松木 天然松木 棕红檀木
■  艺术木餐桌      210×96×74cm 铝艺术木

简爱 艺术木餐桌

2013 中国户外家具设计金奖产品

简爱 · 艺术木桌椅是中国户外家具设计金奖产品。该
系列产品创新使用艺术鋁木，结构简单，组合方便，
防水抗晒，坚固耐用；其逼真的原木纹理和色彩均可
根据设计需要进行改变，创造丰富多变的家具风格。
简爱 . 艺术木系列包括长方餐桌，长条餐椅等。简爱
餐桌推荐搭配编藤家具（如海藻或普洱系列）或艺术
木长条椅使用。

黑檀木 白松木 天然松木 棕红檀木
■  桌 210×96×74cm 铝艺术木
■  椅 210*36.1*43.6cm 铝艺术木

简爱 艺术木长条餐桌椅

简爱 · 艺术木长方桌配合同色系的长条椅使用，立刻为
庭院增添田园气息。闲坐其上，品茗之间，心归自然。
桌椅的长度和宽度可根据需要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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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木餐桌      210×96×74cm 铝艺术木

艺术木餐桌 - 白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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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 餐桌椅

2013 年度畅销户外家具

紫檀系列铸铝家具为晴天 2013 年度最畅销的户外家
具。精致的表面处理工艺确保表面经久不褪色，座椅
的靠背和扶手设计又非常符合人体工学，坚固又舒适。

紫檀方桌 紫檀圆桌

紫檀椅 紫檀长方桌

100×100×72cm 铝合金

68×61×93cm 铝合金 / 户外座垫

Ø89×72cm 铝合金

170×103×72cm 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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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 圆桌

郁金香为石材与铝材的跨界组合产品。锈石表面处理
为金属家具增添了自然感。

郁金香圆桌

郁金香方桌

郁金香椅

Ø122×74cm 铝合金 / 锈石

90×90×72cm 铝合金 / 锈石

62×57×93cm 铝合金 / 户外座垫

郁金香 方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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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 171×100×72cm 铝合金 / 进口钢砖
■  椅 65×54×101.5cm 铝合金 / 特斯林网布

新蔷薇 长方桌 & 高背椅

新蔷薇高背椅使用高品质面料，非常注重舒适感受，其高
靠背的曲线设计非常符合人体颈部工学，舒适感极强。餐
桌采用进口钢砖材料，坚固又方便大理，是一款性价比较
高的户外家具产品。

■  桌 Ø122×72cm 铝合金 / 进口钢砖
■  椅 65.5×53×90.5cm 铝合金 / 特斯林网布

新蔷薇 圆桌 & 低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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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 Ø91×74cm 铝合金 / 钢化玻璃
■  椅 60×57×95cm 铝合金 / 特斯林网布

■  桌 Ø120×71cm 铸铝 / 钢化玻璃
■  椅 57×65×98cm 铝合金 / 特斯林网布

向日葵 圆桌椅 蒲公英 圆桌椅

轻巧舒适，耐用易打理，经济实用。

红豆杉 方桌椅
■  桌 130×130×74.5cm 铝合金 / 钢化玻璃
■  椅 60×70×85cm 铝合金 / 特斯林网布

满天星椅（咖啡色）
59×58×82cm

满天星圆桌（咖啡色）
Ø91×68cm

满天星椅（铝银色）
59×58×82cm

满天星方桌（铝银色）
91×91×68cm

■  满天星椅（咖啡色）
■  满天星圆桌（咖啡色）
■  满天星方桌（铝银色）
■  满天星椅（铝银色）

满天星 餐桌椅（鋁合金）

轻巧舒适，耐用易打理，经济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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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 Ø66×72cm 铝合金 / 洞石
■  椅 80×66×108cm 铝合金
■  台 57×48×40cm 铝合金

文竹 转椅 & 搁脚台及圆桌  

■  胡桃单人椅 70×64×98cm 铝合金 / 特斯林网布
■  胡桃小圆桌 Ø72×72cm 铝合金 / 进口钢砖
■  胡桃旋转椅 70×64×98cm 铝合金 / 特斯林网布

胡桃小圆桌胡桃单人椅

胡桃 转椅及小圆桌

胡桃旋转椅

胡桃转移能 360 度转动，具有极好的视野范围。胡桃
小圆桌采用铝合金支架和钢砖台面，轻巧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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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兰 餐桌椅

丁兰餐桌椅为高性价比的金属家具，适合各
种环境下的户外应用。桌椅可以选择丁兰餐
椅（铝合金），秋冬季节可以选配户外座垫；
冬青餐椅为不锈钢支架配特斯林面料，风格
现代，座感舒适。

丁兰 餐桌

冬青 餐椅 丁兰 餐椅
60×64×114cm 不锈钢 / 特斯林

57×62×82cm 铝合金

90×90x75cm 铝合金



编藤系列 -Rattan furniture

◆晴天 SORARA 拥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中国的户外家具设计师，提供面
  向酒店，私家花园和公共户外空间的户外桌椅，沙发，躺椅，吊床等独具特色的
  户外家具。

◆晴天采用 Viro 等其他高品质藤材，精湛的编藤工艺确保 100% 实现设计构思。

◆晴天特色编藤产品包括金枝系列，樱桃系列，百合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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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lene 系列 组合沙发 Marlene 系列 沙发及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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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转角沙发 164×92×68cm 编藤
■  单人沙发 96×92×68cm 编藤
■  茶几 162×92×40cm 编藤

百合编藤沙发高雅大气，非常适合酒店及会所空间使
用。设计非常简约现代。茶几可移动金属托盘也是其
设计亮点。高质量的编藤表面进行了拉丝处理，使其
质感更加柔软。

百合 组合沙发

长茶几（配滑动托垫）

双人沙发（右茶几 / 左茶几）

单人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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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楠系列为编藤组合沙发中最为典雅。根据使用场合
的空间，可以做不同的组合变化。

黑楠 组合沙发
■  方茶几     86×86×31cm 编藤
■  左右转角沙发    156×86×79.5cm 编藤
■  无扶手沙发
■  无扶手沙发
■  单人沙发

    86×86×80cm
    156x86x80cm
    86x86x77cm

编藤
编藤
编藤

无扶手沙发

单人沙发 右转角沙发

方茶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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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木 组合沙发
■  左 / 右转角沙发 92.5x92.5x79cm 编藤
■  无扶手沙发
■  单人沙发
■  长茶几
■  方茶几

97x67x79cm
92x103x79cm
130x77x30cm
64x64x49

编藤
编藤
编藤 / 钢化玻璃
编藤 / 钢化玻璃

Rio 里约 阳台椅和茶几（Israel)
■  阳台椅 77.5x76x54cm PE
■  茶几 38x38x36.5cm PE

Rio 里约阳台椅的高度和靠背角度设计使其拥有非凡
的舒适感。有丰富的色系可供选择：白色、黑色、粉红色、
苹果绿、淡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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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子 餐桌椅

松子圆桌

松子椅

松子方桌
Ø80x73cm 编藤 / 钢化玻璃

59x57x77cm 编藤

90x90x73cm 编藤 / 钢化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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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莲 编藤沙发组合
睡莲 茶几 睡莲 单人沙发

睡莲 双人沙发

104×54×47cm 编藤 / 玻璃 64×71×84cm 编藤

126×71×84cm 编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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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几 140×90×35cm 编藤 / 钢化玻璃
■  单人沙发 90×102×60cm 编藤 / 户外靠垫
■  三人沙发 195×95×64cm 编藤 / 户外靠垫

金枝 组合沙发 金枝 沙发（金色）
■  茶几 Ø46×55cm 编藤 / 钢化玻璃
■  沙发 90×102×60cm 编藤 / 户外靠垫

金枝为晴天编藤系列中的最具特色产品。整体采用镂
空设计及圆弧角度处理，结构结实又空灵轻巧，其弯
弧工艺处理使整个产品彰显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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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系列 樱桃是晴天所有编藤产品中最考究工艺的产品，其斜
度对称纹理不容一丝偏差，同时产品的凹凸设计也增
加了工艺难度。在你的阳台或庭院中摆一把樱桃双人
椅是否增添了许多温馨？樱桃高背椅和搁脚台一组合，
立刻就变成了一把舒适躺椅。

樱桃矮茶几 樱桃高茶几 樱桃单人椅

樱桃高背椅 + 搁脚台樱桃双人椅
144.5×73.5×86cm 编藤

59.5×59.5×38cm 编藤 44.5×44.5×54cm 编藤 83×51×85cm  编藤

■  椅 85×88×102cm 编藤
■  台 56×41×55cm 编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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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手椅 66.5×68×87.5cm 编藤
■  无扶手椅 60×67×87.5cm 编藤

海藻 藤椅
海藻编藤椅子采用粗藤编制但镂空设计，精巧大方。

普洱圆桌 普洱圆茶几

普洱椅

Ø120×74cm 编藤 Ø62×58cm 编藤

67×70×82.5cm 编藤

普洱 编藤系列

普洱系列产品的特色在于其粗藤工艺及裙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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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方桌系列
■  桌 80×80x72cm 编藤 / 钢化玻璃
■  椅              60×58×81cm 编藤

石榴圆桌系列
■  桌 Ø80×72cm 编藤 / 钢化玻璃
■  椅              60×58×81cm 编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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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羞草 藤椅及茶几
■  茶几 Ø57×64cm 编藤 / 钢化玻璃
■  椅 43×58×92cm 编藤

■  茶几 Ø62x58cm 编藤 / 钢化玻璃
■  椅 65x68x91cm 编藤

■  方桌 90×90×74cm 编藤 / 钢化玻璃
■  椅子 52×59×85cm 编藤
■  圆桌 Ø1005x74cm 编藤 / 钢化玻璃

松球 藤椅及茶几

牡丹 编藤系列

松球和含羞草编藤家具专为小空间阳台使用。

牡丹桌椅是晴天编藤系列中最经济实惠的户外家具产
品，舒适耐用。

桂花 编藤桌椅
■  方桌 90×90×72cm 编藤 / 钢化玻璃
■  圆桌
■  椅子 

Ø90×72cm
72×58×88cm

编藤 / 钢化玻璃
编藤

■  桌 Ø81×74cm 编藤 / 钢化玻璃
■  椅 45×51×58cm 编藤

红枫 藤桌椅

采用米黄色藤材编制，淡雅素和。

“红枫桌椅采用斜纹对接形式，编藤工艺要求较高”



竹木系列 -Wood & Bamboo 

◆晴天 SORARA 拥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中国的户外家具设计师，提供
  面向酒店，私家花园和公共户外空间的户外桌椅，沙发，躺椅，吊床等独具特
  色的户外家具。

◆晴天 SORARA 引进进口高级柚木和优质实木家具产品，简洁高雅，回归自然。

◆晴天提供定制的竹面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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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柚木餐桌椅（Indonesia）
■  长方餐桌    100X198cm 金丝柚
■  餐椅    58x58.5x90cm 金丝柚

                     是英国著名的户外柚木家具品牌，成立于 1920 年。BT
柚木家具使用上等的印尼金丝柚木，去除所有边料和关节料，采用榫
卯相扣系统，确保长久使用寿命。BT 柚木产品质保 10 年，但是 40
年以上还在使用的案例比比皆是。

BT 柚木圆桌（Indonesia）
■  柚木圆桌 Φ115cm 金丝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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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柚木折叠椅（Indonesia）
59.5x65.5x111.5cm 金丝柚 / 特斯林

54.5×54.5×40cm 金丝柚

BT 柚木咖啡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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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VIGO 维果 . 柚木扶手椅（Indonesia） GS-KORE 柯椤 . 柚木方桌（Indonesia)GS-KORE 柯椤 . 柚木长方桌（Indonesia）

162×98×74cm 柚木 / 合金 54×60×89cm 柚木 / 合金 80×80×74cm 柚木 / 合金

73×73×27cm 柚木100×86.5×67cm 柚木100×86.5×43cm 柚木 73×73×27cm 柚木 / 玻璃

GS-SOLO 梭罗 . 柚木咖啡桌（Indonesia） GS-SOLO 梭罗 . 玻璃台面柚木咖啡桌（Indonesia)GS-SOLO 梭罗 . 柚木搁脚凳（Indonesia） GS-SOLO 梭罗 . 柚木沙发椅（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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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 沙发椅及茶几（Vietnam）

丁香 沙发椅 (Vietnam) 丁香 小茶几 (Vietnam)
66.8×72.65×78.7cm 实木 / 特斯林 48×48×50cm 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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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阳台三件套（Vietnam）
■  桌 Ø60×72cm 铁木
■  椅 46.5×43×86cm 铁木

杜鹃连体三件套（Vietnam）
152×90×91cm 铁木

■  桌 90×90×74cm 铁木
■  椅 63×70×97cm 铁木

杜鹃八角桌系列（Vietnam）

杜鹃圆桌系列（Vietnam）杜鹃方桌系列（Vietnam）

■  桌 Ø92×74cm 铁木
■  椅 40×47×86cm 铁木

■  桌 Ø92×74cm 铁木
■  椅 40×47×86cm 铁木



餐饮系列 -Catering furniture

◆晴天 SORARA 拥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中国的户外家具设计师，提供面    
  向酒店，私家花园和公共户外空间的户外桌椅，沙发，躺椅，吊床等独具特色的户外  
  家具。

◆ Sorara 晴天针对酒店餐饮及露台咖啡场所推出了各式餐饮桌椅，包括竹木，金属，
   HDPE，木合树脂等材质。

◆ Sorara 晴天的餐饮系列家具为国外原装生产和进口，品质一流，全球五年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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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e 博乐 餐桌椅（Italy)
■  餐桌 70x70x76.5cm 树脂
■  餐椅 58.5x55x85cm 树脂

颇具意大利地中海风格的餐桌椅，经济实用。

Zac 萨克 经典折叠椅（Italy） Zac 萨克 镂空折叠椅（Italy）
45x51.5x84.5cm 树脂 45x51.5x84.5cm 树脂

萨克经典款 萨克镂空款

方便易收纳的折叠餐椅，非常适合餐厅户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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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桌  Ø60.5x76.5cm 树脂

Step 斯黛普 餐桌（Italy）
■  餐桌 Ø60.5x76.5cm 树脂

spritz 斯普瑞 餐桌（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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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a 帕尔马 餐椅（Italy）
59x56.5x86cm 树脂

Gardenia 花园 餐椅（Italy）
59x56.5x86cm 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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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都市 折叠餐桌椅（Vietnam）

都市小圆桌（白色）
(Vietnam)

都市折叠椅（白色）
(Vietnam)

都市小圆桌（红色）
(Vietnam)

都市折叠椅（红色）
(Vietnam)

都市小圆桌（黑色）
(Vietnam)

都市折叠椅（黑色）
(Vietnam)

都市小圆桌（灰色）
(Vietnam)

都市折叠椅（灰色）
(Vietnam)

60x75cm 实木 / 金属

50x42x81.45cm 实木 / 金属 50x42x81.45cm 实木 / 金属 50x42x81.45cm 实木 / 金属 50x42x81.45cm 实木 / 金属

60x75cm 实木 / 金属 60x75cm 实木 / 金属 60x75cm 实木 / 金属



80 81

Werzalit 是全球著名的木合树脂餐桌台面生产商，德国原产。Werzalit 桌面使用高质量木合板与特种
树脂采用专利挤压工艺合成餐桌表面可以制作各式装饰与色彩，包括 logo 定制。Werzalit 桌面在零
下 20 度到 70 度的气候环境下，耐磨抗晒防霉防腐。Werzalit 餐桌表面光洁易清洁，特别适合注重卫
生的餐饮场所。 Punto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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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 café-sack 咖啡麻 213 | babylone 巴比伦021 | stratos  斯塔图

* 适合桌面尺寸：圆桌和方桌 E/R 60, 70, 80cm 及长方桌 E 110 x 70cm, 120 x 80cm.

Punto 系列 - 激发设计灵感

Bosco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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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o 系列

140 | rattan moca 摩卡编藤

076 | safari brown 棕间白

321 | pine 松木

061 | café 咖啡 134 | rattan anthracite 无烟煤编藤

075 | safari grey 灰间白 318 | zebrano 斑马木

035 | teak 柚木 303 | mahogany manaos 桃花心木

Bosco 系列，触摸木色的温暖

* 适合桌面尺寸：圆桌和方桌 E/R 60, 70, 80cm 及长方桌 E 110 x 70cm, 120 x 80cm.

032 | romano matone 
         罗马棕花瓷

020 | romano caverna
         罗马青花瓷

030 | romano mare
          罗马蓝花瓷

052 | marble onyx
         玛瑙大理石

067 | granite
         花岗岩

120 | granite black
         黑色花岗岩

Terra 系列，感受自然之美

Terra 系列

* 适合桌面尺寸：圆桌和方桌 E/R 60, 70, 80cm 及长方桌 E 110 x 70cm, 120 x 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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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Bar 冰吧（Isarel)

闭合时就是一款茶几。 开启后变身为冰桶，最多可储存 42 罐啤酒！

Cool Bar 冰吧的设计非常巧妙，台面可以方便的旋转开合，瞬间形变为茶几，冰吧或鸡尾酒桌。冰吧既适合在后院，阳台及草坪上使用，又适

合用于酒店休闲场所及餐饮宴会场所使用。冰吧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同时提供外表内容定制服务（如特定图案和 logo 等）。

也是一个圆润精致的鸡尾酒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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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  close

49.5x49.5x84.5cm
49.5x49.5x57cm

PE
PE

Cool Bar 冰吧 (Isarel)

丰富的颜色（外表/内里）

SORARA

色彩及图案可定制

白色 / 白色

黑色 / 白色

奶白 / 巧克力

草绿 / 白色

灰褐 / 浅灰

白色 / 红色

无烟煤 / 嫩绿

白色 / 嫩绿

无烟煤 / 蓝色

白色 / 蓝色



休闲系列 -Leisure furniture

◆晴天 SORARA 拥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中国的户外家具设计师，提供面    
  向酒店，私家花园和公共户外空间的户外桌椅，沙发，躺椅，吊床等独具特色的户外  
  家具。

◆晴天 SORARA 户外休闲家具品种多样，包括躺椅，摇椅，秋千，吊床，蹦床等。

◆“刚朵拉吊床”荣获 2013 年户外产品红点设计大奖（reddo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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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形状如同威尼斯刚朵拉水船，置身
其中如同在水上漂浮，让您更贴近自然。
底部采用 4 个抗滑翻装置安全性达到欧
洲最高标准。

面料为防水型遮阳面料可以双面使用。
遮阳顶蓬的角度可以自由调节。

334×143×105cm 钢管

刚朵拉吊床 三亚躺椅（Italy)
171×69.5×83cm 树脂 / 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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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躺椅（France)
148×72×87cm PVC

BT- 巴厘躺椅（Indonesia)
■  躺椅 206.5×65.5×32cm 金丝柚

杜鹃躺椅（Vietnam）
174×74×81cm 铁木

■  普吉躺椅 206×72×40cm 不锈钢 / 特斯林
■  银玉茶几 47×47×38cm 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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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三人秋千

红豆双人秋千

红豆双人秋千
■  红豆三人秋千 202.5×134.5×191cm 钢管 / 亚克力面料
■  红豆双人秋千 160×134.5×191cm 钢管 / 亚克力面料

红豆秋千采用高强度钢管制作，更加结实耐用。底座采用 Vigo 编藤材
料，方便夏天使用；顶部采用 Sunbrella 亚克力面料，防晒不变色，
并可多级调节遮阳角度。靠垫和座垫同样采用亚克力面料；金属表面
采用奥地利 Tiger 粉末喷涂处理，不掉漆不褪色。精巧设计和制作工艺
使晴天红豆秋千成为市场上的顶级产品。

夏日使用可以撤除座垫和靠垫，编藤底座将增加清凉感。

椰子三人秋千椰子双人秋千

芒果秋千 198×145×175cm 钢管 / 编藤

■  椰子三人秋千 246×122×179cm 钢管 / 涤纶面料
■  椰子双人秋千 196×122×179cm 钢管 / 涤纶面料
■  芒果秋千 198×145×175cm 钢管 / 编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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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 中 / 小号                HDPE92.5×89×99cm                HDPE

蹦床 8# 钢管 / 特斯林 （可承重 100 公斤）

宠物床宠物屋

公园储物椅
■  公园储物椅 140*60*84cm PE
■  储物柜 145*70*60cm PE

EasyGrowing 蔬植箱（Isarel）

114×49.3×75cm PE

1: 支架设计避免弯腰操作 2: 防满灌控制阀 3: 排水龙头 4: 水量提示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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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进口花盆系列 TROBO 花盆  (D63cm×42cm，D63cm×90cm，D63cm×110cm，D63cm×130cm，黑色 )

Cubo 方形花箱（40×40×35cm，白色） Cubo 方形花箱（30×30×30cm，烟灰色）

Protogruaro 圆柱形花盆（D45×85cm，白色）

Bomb 圆柱状灯光花箱（D63×130cm，D60×110，白色）

Rbs 长方形带灯花箱  (49cm×48cm×31cm，白色 )

Cra 圆柱带灯花箱（D51×105cm，白色） Pifa 方柱状带灯花箱（50×50×105cm，白色）

Liscio 圆柱状花箱（D40×33cm，D50×42cm，D60×50cm，白色） Luce 菱状灯光花箱  (75cm×75cm×40cm，白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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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进口花盆系列

HEMSBT  花盆  (Ø47x47, Ø37x37, Ø27x27  )

HEMSBT  花盆  (Ø58x76, Ø45x61, Ø40x45  )

WHITBURN  花盆  (55x55x55, 41x41x41, 30x30x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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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00 型燃气烤炉 K-800 型燃气烤炉K-100 型燃气烤炉 K-500 型燃气烤炉 + 烧烤篷



城市系列 -City & landscape

◆晴天 SORARA 拥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中国的户外家具设计师，提供
  面向酒店，私家花园和公共户外空间的户外桌椅，沙发，躺椅，吊床等独具特
  色的户外家具。

◆晴天 SORARA 城市系列家具包括自产及国外进口的园椅，果壳箱及花箱等产品。

◆晴天 SORARA 引进全球高端的城市家具品牌美国 Landscapeforms.



108 109

141×63.5×80cm 铸铝

六叶草镂空设计为坚固的铸铁园椅增添灵性。有红色和白色两款可供选择。 六叶草 园椅

192.5x71x76 cm 铸铝

192.5×71×76cm 铸铝

CD-迎客松园椅的支架结构很像一个弯腰迎客的侍者，
具有舒适的仰靠角度。

银柏 园椅

迎客松 园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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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杉 园椅
177.8×62.5×83.82cm 铸铝

银睿 园椅
187.96×63.5×81.28cm 铸铝



112 113

203.2×45.72×50.8cm 钢铁

LSF- 钛晶 无靠背园椅

203.2×66.04×83.82cm 钢铁

LSF- 钛晶 金属靠背园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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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66.04×83.82cm 钢铁 / 实木 

LSF- 钛晶 木靠背园椅

■  桌椅 220.98×83.82cm       铝合金
■  伞 Ø220.6×220.6cm 铝合金

银荷 遮阳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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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晶 园椅
182.88×63.5×81.28cm      铸铝

碳晶 园椅
177.8×68.58×81.28cm      铸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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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41x79x88cm    铸铁 /WPC

魔方 - 园椅
尺寸：198x59x59cm    铸铝 尺寸：198x68x75cm    铸铝

红鸥 园椅（无靠背） 红鸥 园椅（有靠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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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木花箱

果壳箱

艺术木花箱采用具有丰富纹
理和色彩的艺术鋁木制作而
成，设计精良，无外露堵头
和螺钉，15 年确保不锈不
腐不烂。花箱下横档离地面
距离为 5cm，也可以定制为
8cm，方便使用叉车移动。

蝶恋 44 小花箱      44×44×43cm         艺术木 蝶恋 84 大花箱      84×74×68cm        艺术木

蝶恋 154 长花箱      154×54×55cm        艺术木蝶恋 54 小花箱      54×54×49cm        艺术木

艺术木花箱 进口膜材样本

天然松木
Natural Pine

暗黑色松木
Dark Pine

棕红色檀木
Brown Ebony

白松木
White Pine

孟宗枯竹
Mousoukaretake

孟宗若竹
Mousouwakatake

淡茶条纹
Light Zebra

古典白
Classic White

黑檀木
Black Ebony

古典棕红
Classic Brown

红木
Red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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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塑树箱

木塑花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