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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花园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需求分析
◆ 需求信息采集

◆ 实地查勘花园

◆ 提出设计建议

意向定金
◆ 确立合作意向

◆ 支付意向定金

◆ 启动初步设计
*  设计稿将根据业主
要求进行修改，直至
满意，否则将退还意
向定金。

概念设计
◆ 讨论设计细节

◆ 调整设计方案

◆ 概念设计内容
平面图设计
透视图设计
3D 效果图设计

设计合同
◆ 概念方案确定

◆ 签订设计合同

深化设计
◆方案细节调整

◆ 最终方案提供

◆ 施工设计图

平面布置图
细节分析图
3D 效果图动画
整体鸟瞰图

建造合同
◆ 工程预算分析

◆ 建造材料祥表

◆ 签订建造合同

*  需另签养护合同

花园建造
◆ 建造服务内容

◆ 花园建造峻工

材料采购安装
场地清理

植物先购种植

花园维护
◆ 花园设施维修

◆ 家具器材维护

◆ 草木材料维护

花园定制流程



别墅花园案例

别墅花园 |   浙江
设计面积 |   500 平方米  
建造时间 |   2011 年

为了更舒适地漫步花园，设计师略去台阶，更注
重花园的平缓性。同时穿插其中的三个休闲区，
更加花园的使用功能直线提升，建立“家的第五
空间”。三个主要休闲区各有秋千，以不同的建
材及建造特点，创建不同的花园功能区：砾石休
闲区为午后休闲的休闲茶座；廊架休闲区为贴近
自然的花园客厅；主地板休闲区为欢乐餐饮区。
三个休闲区由别致的长方形叠层水池相连，使各
功能区融合镶嵌。

别墅花园 |   山东
设计面积 |   1200 平方米  
建造时间 |   2013 年

该花园设计为晴天混搭风格的成功典范。别墅花
园的主要混搭元素主要来自日式的清新古朴风，
美式的简约现代风，并有部分现代中式花园元素
将两者结合。几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混合，恰似冰
与火的碰撞，看似各不相同，却能产生令人叫座
的搭配效果。美式镜面水池，日式休闲廊架和中
式的借窗取景都是该花园设计的点睛之处，而婉
转的碎石小径和精选的花草则起到衔接不同风格
渐变的作用。

别墅花园 |   浙江
设计面积 |   250 平方米  
建造时间 |   2013 年

花园设计旨在创造一个像油画一样美丽花园可以让
人从 2 层欣赏，花园设计是通过曲线（白色的鹅卵
石和草地）来划分不同区域来达到明显的色彩对比。
用不同材质创造出一种多样的效果；从花园中央休
息平台区域可以欣赏以植物和石头组成的带有日式
风格的小景，在阳台上放置了木质廊架，将区域通
过植物攀援的木质框架分为服务区和餐饮区。



屋顶花园案例

屋顶花园 |   江苏  商场
设计面积 |   13000 平方米  
建造时间 |   2014 年

该商场屋顶花园改造由晴天设计总监以色列建
筑师 Gal Tevet（高大伟）先生领衔设计。设计
立意不是为大厦屋顶做简单的屋顶绿化和水池
营建（原方案），而是以精致户外空间的构建为
出发点，致力于商业空间的延伸和户外环境美化
的结合，最终达到与建筑功能的完美结合。在开
发屋顶花园餐厅，屋顶咖啡厅，屋顶商业街，屋
顶休闲区域等商业空间的同时，利用花园庭院设
计，遮阳伞篷，艺术木廊架与藤蔓植物的结合，
屋顶水池及喷泉设计等，创造出别致且具活力的
屋顶花园空间。

屋顶花园 |   浙江  住宅
设计面积 |   120 平方米  
建造时间 |   2012 年

这个项目把空间分为几个不同的功能区来满足
的所有需求。 房屋有两个出口可以进入屋顶花
园，主入口进入到服务 / 储藏区，还有第二个入
口从卧室直接进去花园。这两个入口由一个完整
的循环系统连接到项目的中心部分：一个有铺装
的休闲区域，也是房子的一部分，即使在冬天也
适宜活动和休闲。

屋顶花园 |   浙江  办公楼
设计面积 |   650 平方米  
建造时间 |   2011 年
主设计师 |   Gal Tevet 

迪凯大楼屋顶花园是受大楼物业委托，设计成一
个供 VIP 客户休闲的地方，可以从大楼 44 楼屋
顶，享受到钱塘江和钱江新城的美好景致。650
平方米的屋顶阳台主要由地板铺装，建造出一个
可利用的环形的阳台休闲区。花园处于一个相当
的高度，且有开阔的视野，地板区域边缘包围的
绿植可以营造一个舒适的观感及保留隐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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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天花园
以深厚的花园生活底蕴
引领性的设计理念
为您创造梦寐以求的花园生活
为您设计生活梦想

设计 · 梦想
品质

20 多年的专业领域经验
对品质的执着追求，
规范操作，
实现您的花园梦想。
晴天花园提供
花园设计，营建，养护
的阳光服务。

建造 ·



遮阳产品 遮阳伞

巴比伦吊伞 （3*3m,Ø3.0m)

（Ø2.0m) （Ø3.5m) （Ø2.8m) （Ø3.0m) （Ø3.0m)

（Ø2.7m，2.5*2.5m) （Ø2.7m)2.5*2.5m)

5*5m)

（3*3m,Ø3.5m) （3*3m,Ø3.5m)

梦露伞 北京和伞

西西里 吊伞带灯大罗马吊伞

中国伞 小罗马伞

太阳能电动伞

带灯香蕉吊伞

蝴蝶伞

巨型大伞

米兰伞



遮阳产品 遮阳篷

加州式固定窗篷（最大 3m×0.9m）

半罩盒遮阳篷（6m×3m，可定制） 阳光房顶篷（6m×3m，可定制）双翼手摇遮阳篷（4m×3m/4.5m×3m）

垂臂式遮阳篷（最大 3m×1.6m） 阳台屏风帘（3m×1.6m/3m×1.8m）

遮阳产品

300 型铁艺凉蓬（3.5m×3.5m/3m×4m）

蝴蝶篷（最大 4m×4m） 金字塔篷（3m×3m/4m×4m/3m×4m）

100 型卡西尼凉篷（3m×3m/4m×4m）

泰山篷（最大 6m×6m）

200 型钢管重型凉蓬（3m×3m/3m×4m）

花园篷



户外家具 户外沙发

紫藤沙发

百合沙发 橡木沙发

金枝组合沙发睡莲沙发 沉香沙发

血檀沙发金枝单人沙发



上海世博会 Sorara 晴天遮阳伞应用 中国户外家具设计金奖 - 艺术木桌



简爱 长方桌椅（艺术木） 简爱 长方桌及海藻椅（编藤）

沉香餐桌椅（铸铝 / 双色编藤）

户外家具 户外桌椅

青檀餐桌椅（铸铝） 杜鹃八角桌椅（越南龙脑香木）

BT 金丝柚木长方餐桌椅（印尼金丝柚木） 杜鹃方桌椅（越南铁木）

杜鹃圆桌椅（越南龙脑香木）



户外家具 户外桌椅

丁兰

郁金香

满天星 ( 方桌 / 圆桌 )

紫檀 ( 方桌 / 圆桌 / 长方桌 ) 牡丹 ( 方桌 / 圆桌 )

松子 ( 方桌 / 圆桌 )

桂花

新石榴



户外家具 阳台家具

都市

里约

丁香

萨克折叠椅 斯黛普餐桌 & 博乐椅

文竹

樱桃

胡桃

含羞草



刚朵拉吊床 椰子秋千

芒果秋千 红豆秋千

户外家具 休闲家具

BT 金丝柚木躺椅三亚躺椅（米色）

三亚躺椅（海蓝） 冰吧台



红鸥园椅（带靠背） 红鸥园椅（无靠背）

碳晶园椅黑晶园椅

户外家具 城市园椅 花园小品烧烤炉

K-400 型燃气烤炉

K-800 型燃气烤炉 K-100 型燃气烤炉

烧烤篷



Rbs 长方形带灯花箱  (49cm×48cm×31cm，白色 )

Cubo 方形花箱（40×40×35cm，白色）

Cra 圆柱带灯花箱（D51×105cm，白色）

Cubo 方形花箱（30×30×30cm，烟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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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omb 圆柱状灯光花箱（D63×130cm，D60×110，白色）

花园小品 灯光花盆

阳台蔬植箱 塔形取暖炉 子弹头取暖炉

冰桶

花园小品



花园小品



生态木塑

市政公园

别墅庭院别墅庭院

会议场馆

户外地板 生态木塑花园围栏

花园篱笆 F001/01

花园篱笆 F002/02

花园篱笆 F001/02

花园篱笆 F002/03

花园篱笆 F001/03

花园篱笆 F003/01

花园篱笆 F002/01 

花园篱笆 F004/01

* 标准尺寸 1816mm*1816mm, 尺寸定制需事先确认。



生态木塑 花园围边 & 快装地板 生态木塑花箱沙箱

item#D001

截面规格：135mm×5.5mm
标准长度：5m, 6.1m，10m , 15m

item#T001

规格尺寸：300mm×300mm

截面规格：135mm×4.5mm
标准长度：5m, 6.1m，10m , 15m

item#D003

截面规格：90mm×5.5mm
标准长度：5m, 6.1m，10m , 15m

item#D002

规格尺寸：300mm×600mm

item#T002

截面规格：90mm×4.5mm
标准长度：5m, 6.1m，10m , 15m

item#D004

item#T003

规格尺寸：300mm×300mm

item#HS001C

规格尺寸：120mm×120mm×42.3mm

item#HS001G

规格尺寸：120mm×120mm×120mm×28.2mm

item#HS001D

规格尺寸：120mm×120mm×70.5mm

item#HS001B

规格尺寸：120mm×120mm×28.2mm

item#HS001F

规格尺寸：120mm×120mm×120mm×14.1mm

item#HS001A

规格尺寸：120mm×120mm×14.1mm

item#HS001E

规格尺寸：120mm×120mm×70.5mm

item#T004

规格尺寸：300mm×300mm



艺术木 建筑立面

外墙应用 阳台格栅

外墙应用 外墙格栅 露台花架别墅庭院

公共空间 门庭廊架

艺术木遮阳廊架



艺术木 庭院设施

庭院篱笆 庭院篱笆

庭院门 扶手围栏 空间隔断空间隔断

天花吊顶 天花吊顶

艺术木工程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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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景观等业务领域：

■ 户外家具：欧美及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各类户外家具 :（户外餐桌椅、沙发、阳台家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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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塑木：环保耐用 WPC 复合户外地板及花箱，花园围边及花园篱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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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园景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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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美国菲尔普斯水疗泳池，提供游泳，健身，水疗及家庭娱乐的便利，同时提供菲尔普斯传奇系列按摩浴缸；

正特·晴天公司拥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中国的专业建筑师及设计师，为追求生活品味的客户量身定制个性化花园及进行屋顶花园的改造利用。

晴天 SORARA 产品已被应用于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美国迪斯尼公园，五星级酒店及旅游度假区，高端别墅及公寓等。 正特·晴天花园与其全球合作伙

伴和经销商伙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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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晴天花园官方微信

晴天花园微信公众号：SORARA

让阳光追随生活
SORARA OUTDOOR L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