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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遮阳
SORARA OUTDOOR SH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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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晴天花园官方微信



遮阳伞 - Parasol &Umbrella

◆  遮阳伞是 SORARA 晴天的户外遮阳核心产品，占全球中高端遮阳伞市场 10% 以上
    份额，产品远销欧美和亚太地区；

◆  SORARA 晴天遮阳伞采用高品质金属构件，奥地利老虎牌粉末喷漆，确保长久
    使用寿命；

◆  SORARA 晴天西西里吊伞（Sicilia Umbrella) 荣获 2014 年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  SORARA 晴天全球独创太阳能驱动伞并拥有全球专利；巨型大伞抗十级大风，
    并可用作广场汽车遮阳；同时推出了具有浓郁东方雅韵的上海伞，北京伞和
    蝴蝶伞系列；

◆  从天安门广场第一岗，2008 北京奥运，2010 上海世博，迪拜朱美拉酒店到全
    球各地的五星级酒店和度假区，SORARA 晴天遮阳伞的品质得到了历史验证。

◆  SORARA 晴天遮阳伞，撑起一片艳阳天！

● 直伞系列                  
● 吊伞系列                 
● 面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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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伞

上海伞 米兰伞

太阳能灯伞 B 型大伞沙滩伞木伞

蝴蝶伞太阳能遥控伞

巨型大伞苹果大伞商用铝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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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driven Parasol
太阳能遥控伞

尺寸： Ø2.7m
底座： 圆形铁板 ( 标配 )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SORARA 晴天全球专利，产品已畅销全球 5 年；

◆太阳能电动，可遥控和手动开关开合；

◆无太阳时可使用交流充电器，兼容并蓄；

◆配备 LED 照明；

◆加强型伞柱 (Ø48mm) 和伞骨，六级抗风

备注：整套产品包括伞，底座，充电器，遥控器，防尘罩。

照明和开合的手动按钮

无线遥控开合



010 011

Butterfly Parasol
蝴蝶伞

尺寸： 2.5×2.5m，3×3m
底座： 圆形铁板或移动花箱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轻盈美观，翩翩起舞弄清影；

◆ 手摇或双向滑轮拉绳系统，方便轻巧；

◆ 可移动花箱底座设计美观且方便移动整伞；

◆ 颇具东方韵味，本身就是一件景观艺术品。

备注：底座为选配产品。



012 013

Shanghai Parasol
上海伞

尺寸： Ø2.6m
底座： 圆形铁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设计源于东方油伞；

◆ 手摇驱动；

◆ 伞头可斜伸

◆ 24 根直径 4.5mm 的钢丝伞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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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ano Parasol
手摇/手拉米兰伞

尺寸： Ø2.0m，Ø2.5m，Ø3m，Ø3.5m，Ø2.5×2.5m，Ø3×3m
底座： 圆形铁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米兰伞是较受欢迎的直伞遮阳伞；

◆ 标配为手摇系统，也可以定制选用手拉系统；

◆ 与家具搭配使用时一般选用中间带插孔的桌子。



016 017

◆ 手拉滑绳驱动；

◆ 主要应用于酒店泳池，餐厅场所；

◆ 选用高等级木材，可定制高端木伞；

Wooden Parasol
木伞

尺寸： Ø2.0m，Ø2.5m，Ø3m
底座： 圆形铁板（另配）
支架： 木材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Milano parasol w/push
手推米兰伞

尺寸： Ø2.7m, 2.5m×2.5m
底座： 圆形铁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一杆式简洁设计，非常适合酒店、餐饮等公共场所；

◆ 手推开合，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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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h Parasol
沙滩伞

沙滩伞应用案例：西班牙

尺寸： Ø2.0m
底座： 圆形铁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伞柱 / 玻纤伞骨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HDPE



020 021

Solar-Alu. Parasol

Solar panel Replaceable  LED Light

太阳能灯伞

尺寸： Ø2.5m，Ø2.7m，Ø3m
底座： 圆形铁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太阳能 LED 照明；

◆ 手摇驱动

◆ 专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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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Parasol
苹果大伞

尺寸： Ø4.0m，Ø5.0m，3.5×3.5m、4.0×4.0m
底座： 一般不配，地面固定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伞柱较粗（65mm），伞骨较大（40*24mm), 抗风 6 级；

◆ 底座直接浇筑到地下；也可选配大型铁板底座；

◆ 推行到位后用转盘卡位；

◆ 可用作厂区 / 办公楼空地的汽车遮阳

Commercial Alu. Parasol
商用铝伞

尺寸： Ø2.0m，Ø2.5m，Ø3.0m
底座： 圆形铁板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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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ype Parasol
B型大伞

B型大伞度假区应用：西湖湖滨 B型大伞酒店应用：迪拜帆船酒店

尺寸： Ø4.0m，Ø5.0m，Ø6.0m，4.0×4.0m，5.0×4.5m，5.0×5.0m
底座： 一般不配，地面固定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HDPE

◆ 伞柱和伞骨较粗，六级抗风；

◆ 伞骨推倒位后，即用卡位机构卡紧；

◆ 主要用于度假区，沙滩，餐饮等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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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t Alu. Parasol
巨型大伞

巨型大伞（方形）汽车遮阳案例尺寸： 5.0×5.0m，及更大定制尺寸
底座： 1*1m 铁板
支架： 特制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巨型大伞采用特质铝合金，伞柱 118mm，伞骨 22×33mm，能抗十级大风；
◆ 铁板底座固定安装在混泥土基座上，与地面平行，不占空间；
◆ 巨型大伞张开后可以同时停放两辆车辆，特别适合公共空间使用；
◆ 手摇开合，轻松省力；
◆ 可选择各色系面料，为户外空间增添景观色彩
◆ 圆伞最大尺寸 Ø8.0m，方伞最大尺寸 7m×7m；



028 029

直伞选配底座
尺寸： Ø700×8mm
底座： 铁板

◆ 除太阳能电动伞，苹果大伞，B 型大伞和巨型大伞外，一般直伞选配 O700*8mm 的圆形铁板底座；
◆ 太阳能电动伞底座，巨型大伞底座为标配，无需再选配；
◆ 蝴蝶伞可以选配滑轮花箱底座；

巨型大伞(圆形)餐饮空间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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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罗马吊伞

罗马皇帝伞带灯大罗马吊伞大罗马吊伞 双层大罗马吊伞

带灯香蕉吊伞重型香蕉吊伞 带太阳能灯香蕉吊伞

巴比伦吊伞

轻型香蕉吊伞单层手推吊伞 带灯单层手推吊伞 带灯双层手推吊伞

小北京吊伞 大北京吊伞 北京和伞

半岛吊伞香格里拉 吊伞 西西里 吊伞

墙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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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 吊伞伞面包裹吊杆，为罗马吊伞升级产品。伞柱与伞
骨表面氧化处理 , 简洁现代；全球首创遮阳角度无级调节，可
以停留在任意位置；专利带滑轮底座方便移动；伞布与伞骨末
端用螺丝固定，伞面拉链开合，方便用户拆卸更换。
  

西西里 吊伞
Sicilia  Umbrella
尺寸： 多种规格
底座： 可移动注塑底座
支架： 表面氧化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正特 · 晴天西西里吊伞获得 2014 德国 Reddot 红点设计奖

香格里拉 吊伞采用直挂式的吊杆结构，简洁雅致，特别适合
五星级酒店和高档度假区。伞骨及伞架表面氧化处理，极具现
代风格；专利带滑轮底座方便移动；伞布与伞骨末端用螺丝固
定，伞面拉链开合，方便用户拆卸更换。

  

香格里拉 吊伞
Shangri-la Umbrella
尺寸： 3.0*3.0m
底座： 可移动注塑底座
支架： 表面氧化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034 035

半岛 吊伞的伞面与吊杆分离，抗风性佳，为北京系列吊伞的
升级产品。伞柱与伞骨表面氧化处理 , 简洁现代；全球首创遮
阳角度无级调节，可以停留在任意位置；专利带滑轮底座方便
移动；伞布与伞骨末端用螺丝固定，伞面拉链开合，方便用户
拆卸更换。

  

 半岛  吊伞
 Penisola umbrella
尺寸： 多种规格
底座： 可移动注塑底座
支架： 表面氧化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036 037

Roma S Umbrella 
小罗马伞 360º Rotating function

尺寸： Ø3.0m，2.4m×2.4m
底座： 大理石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小罗马吊伞市吊伞系列中的高性价比产品。

◆ 可以通过底座踏脚机构进行 360 度旋转；

◆ 伞面可以调节多级遮阳角度；

◆ 使用摇把进行开合；



038 039

Roman L Umbrella
大罗马伞

尺寸： Ø3.5m，3.0×3.0m
底座： 可以动注塑底座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大罗马吊伞有圆形和方形；

◆ 可以通过底座踏脚机构进行 360 度旋转；

◆ 伞面可以调节多级遮阳角度；

◆ 使用摇把进行开合；

◆ 带轮底座方便移动。



040 041

酒店应用：盘古七星酒店庭院应用：花园餐厅

Roman L Umbrella w/ light
带灯大罗马吊伞

Transformer

尺寸： Ø3.5m，3×3m
底座： 可移动注塑底座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带灯大罗马吊伞安装了照明灯，在夜色下使用更贴温馨感觉。



042 043

体育场所应用：北京奥运会

Roman L double layer Umbrella
双层大罗马吊伞

尺寸： 3.0×3.0m
底座： 可移动注塑底座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双层罗马伞伞面采用双层设计，以利于空气流通，方便散热；

◆ 可以通过底座踏脚机构进行 360 度旋转；

◆ 伞面可以调节多级遮阳角度；

◆ 使用摇把进行开合；

◆ 带轮底座方便移动。



044 045

公共空间应用：国门第一岗

Roman King Umbrella
罗马皇帝伞

尺寸： Ø4.0m，Ø5.0m，4.0×4.0m，4.5×4.5m
底座： 可移动注塑底座
支架： 高强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踏脚机构进行 360 度旋转；

◆ 伞面可以调节多级遮阳角度；

◆ 使用摇把进行开合；

◆ 带轮底座方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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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S Umbrella
小北京吊伞

360º Rotating function

尺寸： Ø3.3m
底座： 十字支架（大理石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小北京吊伞伞面采用悬空设计，以利于面料保护；

◆ 可以通过底座踏脚机构进行 360 度旋转；

◆ 伞面可以调节多级遮阳角度；

◆ 使用摇把进行开合；



048 049

Beijing L Umbrella
大北京吊伞

尺寸： Ø3.5m
底座： 可移动注塑底座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大北京吊伞伞面采用悬空设计，以利于面料保护；

◆ 可以通过底座踏脚机构进行 360 度旋转；

◆ 伞面可以调节多级遮阳角度；

◆ 使用摇把进行开合；

◆ 带轮底座方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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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Harmony Umbrella
北京和伞

360º Rotating function

尺寸： Ø2.8m
底座： 十字支架（大理石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北京和伞设计灵感来自东方幽伞，配合圆形形状，颇具融合韵味。

◆ 伞面可以通过底座踏脚机构进行 360 度旋转，伞面可以调节多级遮阳角度；

◆ 使用摇把进行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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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户外空间应用：上海世博会伦敦馆

Babylon Umbrella
巴比伦吊伞

尺寸： 3.0×3.0m
底座： 十字支架（大理石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054 055

商业空间应用：北京建外SOHO

Single-Layer Umbrella
单层手推吊伞

360º Rotating function

尺寸： Ø3.3m，2.4×2.4m
底座： 十字支架（大理石压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单层手推吊伞依靠摇把开合，开启后推把到位卡紧。

◆ 利用底座踏脚可以进行 360 度旋转。

◆ 商业户外空间使用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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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layer  Umbrella W/light

360º Rotating functionTransformer

尺寸： 3.0×3.0m
底座： 十字支架（大理石压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带灯双层手推吊伞

Single Layer Umbrella W/light
带灯单层手推吊伞

360º Rotating functionTransformer

尺寸： 2.4×2.4m
底座： 十字支架（大理石压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058 059

Banana Heavy Umbrella
重型香蕉吊伞

Alu. die cast connector

尺寸： Ø3.5m，3.5×3.5m
底座： 十字支架（大理石压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Banana Umbrella
轻型香蕉吊伞

尺寸： Ø3.0m
底座： 十字支架（大理石压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 轻型香蕉吊伞是价格最实惠的经济型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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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香蕉吊伞
Banana Hanging Umbrella w/light
尺寸： Ø3.0m
底座： 十字支架（大理石压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Alu. die cast connector

Banana Umbrella w/solar lighting
太阳能灯香蕉吊伞

Replaceable  LED Light

尺寸： Ø3.0m
底座： 十字支架（大理石压板另配）
支架： 铝合金
面料： 亚克力 / 涤纶



062 063

◆  注塑底座灌满沙子后重量可达 140kg；

◆  底座四角用六角螺丝可以调节滑轮；◆  滑轮伸出后可以轻松移动整伞； ◆  360 度调节遮阳伞方向；

晴天吊伞可移动式底座（专利产品）

Wall-mounting Umbrella
墙吊伞

◆ 墙吊伞也可用于室内空间，用于营造别致的

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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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共使用13000多把SORARA晴天遮阳伞酒店餐饮场所运用： 静安香格里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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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6
HEATHER BEIGE

石楠米色

5461
TAUPE
灰褐色

5403
CANVAS JOCKEY RED

鲜红色

5422
ANTIQUE BEIGE

古董米白

8051
DUPIONE CRIMSON

绯红色

5475
SUNFLOWER YELLOW

黄色

5608
SEVILLE SEASIDE

海滨色

5446
FOREST GREEN

深绿色

3733
SJA PROTO ROSSO

间条红

5404
NATURAL

本白

5439
CANVAS NAVY

海军蓝

5484
CANVAS BRASS

铜褐色

8300
LINEN CHAMPAGNE

香槟麻

5453
CANVAS CANVAS

米白

8011
DUPIONE SAND

沙黄色

5436
BURGUNDY

酒红色

遮阳伞面料

SORARA 晴天遮阳伞面料选择： 

   ◆  亚克力（Alrylic，即腈纶），推荐使用 Sunbrella，五年不褪色保证，具有防小雨效果； 
   ◆  涤纶（Polyester）普通涤纶，一年防褪色保证，PU 涂层涤纶具有防雨功能； 

更多面料选择请咨询 SORARA 晴天。



遮阳篷 - Awning & Blind

◆ 遮阳篷是正特 . 晴天的核心产品之一，产品主要出口欧美中高端专业渠道市场。

◆ 正特·晴天采用高品质金属型材并采用奥地利老虎粉末涂料进行表面处理，100%
   工序质检，确保持久耐用。

◆ SORARA 晴天同时引进欧洲原装进口高端遮阳篷产品，如全罩盒式遮阳篷及阳光
   房顶篷。

◆ SORARA 晴天遮阳篷产品包括折臂遮阳篷，重型折臂遮阳篷，半盒式遮阳蓬，盒
   式遮阳篷，阳光房天蓬，窗篷，阳台隔断帘等，推荐使用电动遮阳篷。

◆ SORARA 晴天遮阳篷，拓展家的户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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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幅最大尺寸：6m（宽度）×3m( 伸展）多幅可对接；

重型遮阳篷
Heavy-duty Awning

最大尺寸：6m（宽度）×3m( 伸展）

半罩盒遮阳篷
Semi-casette Aw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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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房顶篷
Skyline Awning

最大尺寸：6m（宽度）*3m( 伸展）

全罩盒遮阳篷
Full-casette Aw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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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尺寸：4.5m( 宽度）×3m( 翼展）

双翼手摇遮阳篷
Double-wing Awning

加州式固定窗篷
California Awning
最大尺寸：3m（宽度）×0.9m( 伸展）



076 077

Folding Screen
阳台屏风帘

最大尺寸：3m（宽度 )*1.6m( 高度）可订制

垂臂式遮阳篷
Lateral Awning
最大尺寸：2.7m（宽度）×1.0m( 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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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8
Noir

3914
Rouge

D102
TREVISE

7133
Naturel

8557
CREME/ROUGE

D111
BROOKLYN

0017
Bleu

8910
Blanc/Bleu

OPE2 8818
GALET

0020
Vermillon

8402
BLANC/VERT

OPE2 J063
CUBE

遮阳篷面料

SORARA 晴天遮阳篷面料选择

    ◆  Dikson 腈纶（Acylic）具有良好的色牢度，五年质保；
    ◆  普通涤纶面料（Polyster）色牢度一年质保，PU 涂层涤纶面料具有防雨功能；
 
   更多颜色选择请咨询 SORARA 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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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凉篷及帐篷 Gazebo & Tent

◆  花园凉篷和帐篷是正特 . 晴天的核心产品之一，产品大量出口欧美专业渠道市
    场， 同时也开始在中国市场销售；

◆  蝶恋艺术木蝴蝶篷为 SORARA 晴天的特色花园凉篷，拥有全球设计专利；

◆  金字塔篷可调节篷面的张紧度，抗风效果佳；

◆  SORARA 晴天花园凉篷可用于花园宴会，庭院休闲等户外活动场所；

◆  SORARA 晴天同时根据需要提供特种花园凉篷产品的设计和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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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ramidal Gazebo
金字塔花园篷

尺寸： 3.0×3.0m，4.0×4.0m，5.0×5.0m
底座： 硬地固定
支架： 金属
面料： PVC

蝶恋艺术木蝴蝶篷
Butterfly Gazebo

◆ 设计简约如翩翩起舞的蝴蝶；

◆ X 型结构方便排水并减少风的阻力；

◆ 松紧弹簧圈结构有助抗风并方便面料更换。
尺寸： 最大 4.0×4.0m
底座： 硬地固定
支架： 艺术木或铁艺
面料： 涤纶 /HDPE/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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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duty 200 Gazebo
200 型钢管重型凉蓬

尺寸： 3.0×3.0m，3.0×4.0m
底座： 地面固定
支架： 钢管
面料： 涤纶

100 型铝管轻型卡西尼凉篷 - 配防蚊纱帘
Cassini 100 Gazebo
尺寸： 3.0×3.0m，3.0×4.0m
底座： 地面固定
支架： 钢管
面料： 涤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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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铁艺凉篷
Art steel Gazebo w/Light
尺寸： 3.0×3.0m
底座： 地面固定
支架： 钢管
面料： 涤纶

Art steel 300 Gazebo
300 型铁艺凉蓬

尺寸： 3.5×3.5m，3.0×4.0m
底座： 地面固定
支架： 铝材
面料： 涤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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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able Gazebo
便携式轻型可折叠凉篷

尺寸： 2.0×2.0m，3.0×3.0m
底座： 地面固定
支架： 钢管
面料： 涤纶

Polyester Gazebo with Mosquito Net
带蚊帐涤纶面料凉篷

尺寸： 2.0×2.0×2.0m
底座： 地面固定
支架： 钢管
面料： 涤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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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帐篷
Large Tent

汽车篷
Car Tent

尺寸：3x4m,4x4m,3x6m,4x6m,4x8m,4x10m,6x6m,6x8m,6x10m,6x12m            尺寸可定做

材料：PU 涂层涤纶 /PVC 压膜 /HDPE 涂层色织布

尺寸： 最大 6.0×12.0m
底座： 硬地固定
支架： 钢管
面料： 涤纶 /PVC

Tarzan Canopy
泰山遮阳篷

尺寸： 最大 6.0×6.0m
底座： 硬地固定
支架： 钢管
材料： 涤纶 /PVC



遮阳帆 -Shading Sail 

◆  SORARA 晴天遮阳帆为景观遮阳产品，广泛用于户外空间，别墅庭院，建筑穹顶
    等，既可遮阳舒适，又可美化景观；

◆  SORARA 晴天遮阳帆分为建筑遮阳系列（使用 Soratis C95 色织布）和庭院遮阳
    系列（使用 Soratis TT165 色织布）；

◆  Soratis C95 面料具有很强的张紧度及面料色牢度（十年不褪色），非常适合用于
    张紧式天蓬遮阳和结构景观小品；

◆  Soratis TT165 面料是专业的户内外遮阳面料（五年不褪色），用其制作的庭院遮
    阳帆产品（三角 / 正方 / 长方型）方便安装使用，无需专业人员安装。

◆  SORARA 晴天遮阳帆：一花一天堂，一帆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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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遮阳帆天篷运用

景观遮阳帆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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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遮阳帆 景观遮阳小品建筑遮阳帆 天篷遮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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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遮阳帆天篷运用庭院遮阳帆天篷运用 正方帆的标准尺寸：
◆ 3.6×3.6m
◆ 5.4×5.4m

三角帆的标准尺寸：
◆ 3.6×3.6×3.6m
◆ 5.0×5.0×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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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hackle  D 型锁扣 EyeBolt 螺栓扣眼

Pad_Eye 墙面扣眼

S_Hook S 型锁扣

Snap_Hook 弹簧钩

Tension_strap 张紧带

Turnbuckle 锁紧转扣（海事级 316 不锈钢）

Tension_Fitting_R

Sorara 庭院遮阳帆 安装配件

庭院遮阳帆 应用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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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165，专业户外遮阳卷帘面料

奥大利严Synthesis 的TT165面料极具耐气候和防褪色能力，是专业的户外遮阳卷帘面料，能防止90%以上的紫外线，适合用于庭院遮阳帆，遮阳篷，遮阳伞，遮阳卷帘等。

Soratis TT165面料指标

面料材料：   HDPE高密度聚乙烯
编织方式：   扁丝
耐温范围：   -30°C to +75°C
每平克重：   165g/m2 ± 20
平均厚度：   1mm
面料幅宽：   3m（每卷30m）；规模数量可定制幅宽1-3m；
防紫外线：   >90%
环保材料：   100%不含铅和邻苯二甲酸盐
抗拉强度：   经向300N/5cm；
抗拉强度：   维向600N/5cm；
质保期限：   五年紫外线防护质保

C95，专业户外遮阳张力面料

奥大利亚Synthesis 的C95面料极具耐气候和防褪色能力，是专业的户外遮阳张力结构面料，能防止97%以上的紫外线，适合用于建筑结构遮阳帆，张力天蓬系统等。

Soratis C95面料指标

面料材料：  HDPE高密度聚乙烯
编织方式：  圆丝& 扁丝 锁针经编
耐温范围：  -30°C to +75°C
每平克重：  340g/m2 ± 20
平均厚度：  1.6mm
面料幅宽：  3m（每卷40m）
防紫外线：  >97%
环保材料：  100%不含铅和邻苯二甲酸盐
抗张强度：  经向  635 N/5cm  
抗张强度：  纬向  2494 N/5cm
抗裂强度：  经向 187 N；
抗裂强度：  纬向 359 N；
质保期限：  十年紫外线防护质保

Almond TeakCocoa Mocha Terracotta Blue Steel 

Natural Pebble Montecito Storm Smoke Southern Sunset 

黄色 本色 沙色 褐色 绿色 蓝色 
自然色

天蓝色 水蓝色 深蓝色 深砖红色 樱桃红色

黑色 黑灰色 雪松 辣椒红 中灰色
Black Charcoal Cedar Cayenne Gun grey

钢灰色
Sky Blue Aquatic Blue Navy Blue Deep Ochre Cherry Red Steel grey

沙黄色 鲜黄色 沙绿色 布伦兹维克绿色 绿宝石色
Natural Desert Sand   Yellow  Rivergum Green  Brunswick green  Turquoise

Brushwood Bamboo Kurumi  Sarashi Yakitake 

◆  单色系

◆  装饰色

◆  竹节色



遮阳廊架 - Shading Pergola

◆  Sorara 晴天遮阳廊架型材为中日合资生产的艺术木，基于高品质的铝制型材，使
    用具有逼真纹理和质感的日本印刷膜材及日本设备及工艺热合而成，是出色的创
    新景观型材；

◆  Sorara 晴天艺术木廊架不霉变，不腐烂，不起泡，使用寿命十五年以上，特别适
    合户外使用；

◆  Sorara 晴天艺术木膜材为印刷体，可以根据不同纹理和色彩进行选择，并可以定
    制以满足设计需要；

◆  Sorara 晴天艺术木廊架为景观遮阳产品，可结合玻璃，遮阳面料，遮阳篷等达到
    遮阳，防雨，景观美化等综合功能。

◆  SORARA 晴天遮阳廊架：一廊一天地，遮阳蔽雨两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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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廊架庭院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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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台廊架

庭院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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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棕红

红木

白松木

黑檀木

古典白

孟宗若竹

天然松木

暗黑色松木

孟宗枯竹

棕红色檀木

淡茶条纹

艺术木贴膜样本

◆  艺术木由中日合资正特高秀合资生产，艺术木膜材具有逼真的纹理和色彩；

◆  更多膜材色版请咨询 SORARA 晴天；

◆  15 年不褪色，不开裂；

轻型遮阳廊架示意

重型遮阳廊架示意

轻型廊架标准尺寸：

重型廊架标准尺寸：

◆ 3.5×4.0m
◆ 3.5×4.5m
◆ 3.5×5.0m
◆ 4.0×4.5m
◆ 4.0×5.0m
◆ 4.0×5.5m

◆ 4.0×4.5m
◆ 4.0×5.0m
◆ 4.0×5.5m
◆ 4.4×5.0m
◆ 4.4×5.5m
◆ 4.4×6.0m
◆ 4.4×6.5m



战略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