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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其包括

墙体和设置于墙体上的安装架，安装架由多个水

平连接于墙体的横板以及多个竖直连接于墙体

的竖板组成，横板与竖板相互垂直交叉连接形成

放置区，放置区内设置有绿植盆。安装架的顶部

设置有集水槽，集水槽的一侧连通有输水管，输

水管连通有水源，输水管靠近集水槽的一侧设置

有输水阀。每个竖板内均沿竖直方向穿设有引水

管，集水槽的底部连通有与引水管一一对应的连

接管，连接管与引水管相连通。竖板的侧壁上安

装有喷淋管，喷淋管位于放置区内，喷淋管与引

水管相连通。本实用新型能够均匀地对绿植盆进

行喷淋，提高了对绿植盆的浇灌效果，浇灌效率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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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其特征在于：包括墙体（1）和设置于所述墙体（1）上的安装架

（2），所述安装架（2）由多个水平连接于所述墙体（1）的横板（21）以及多个竖直连接于所述

墙体（1）的竖板（22）组成，多个所述横板（21）之间沿竖直方向间隔设置，多个所述竖板（22）

之间沿水平方向间隔设置，所述横板（21）与所述竖板（22）相互垂直交叉连接形成放置区

（23），所述放置区（23）内设置有绿植盆（3），每个所述竖板（22）内均沿竖直方向穿设有引水

管（5），所述安装架（2）的顶部设置有集水槽（4），所述集水槽（4）的一侧连通有输水管（41），

所述输水管（41）连通有水源，所述输水管（41）靠近所述集水槽（4）的一侧设置有输水阀

（411），所述集水槽（4）的底部连通有与所述引水管（5）一一对应的连接管（42），所述连接管

（42）与所述引水管（5）相连通，所述竖板（22）的侧壁上安装有喷淋管（6），所述喷淋管（6）位

于所述放置区（23）内，所述喷淋管（6）与所述引水管（5）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管（6）靠近所述引

水管（5）一端的下部向靠近所述引水管（5）截面圆心的方向延伸形成引导片（6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管（6）与所述引导

片（61）均沿靠近所述引水管（5）的方向逐渐向上倾斜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板（21）的上表面开设

有定位槽（211），所述绿植盆（3）的底部嵌设于所述定位槽（211）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区（23）的远离所述

墙体（1）的一侧设置有防护杆（221），所述防护杆（221）的两端分别连接于相邻两所述竖板

（2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42）靠近所述集

水槽（4）一端的管口内安装有过滤网（42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水管（5）与所述竖板

（22）之间设置有防水层（5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架（2）与所述墙体

（1）之间穿设有加固钢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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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化垂直幕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幕墙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绿化垂直幕墙。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的过度工业开发使得地球自然环境急剧恶化，绿化

面积急剧减少，生态环境的自然调解能力降低，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渐日渐恶化。垂直绿

化技术对于改善建筑景观、提高城市人均绿化面积、改善住宅微环境、降低能耗、改善热岛

效应、降低噪声、降低粉尘污染等诸多方面有很好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0003] 植物幕墙绿化是垂直绿化技术的典型代表，是将容器栽培、介质配制、自动灌溉与

植物整合为景观优美、生态自然、低碳节水的绿化装置，集成了建筑、结构、景观设计、建筑

学、生态园林、幕墙结构等门类和产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新型产业。绿化幕墙通过在墙体

的外侧安装盆栽或者种植攀爬类植物以达到绿化目的，不仅能够提高城市绿化面积，也能

够对建筑进行装饰，因此人们对于绿化幕墙的建设在逐渐加大。

[0004] 绿化幕墙上的植被需要定期进行浇灌以避免植物枯萎，但是由于植被在墙体外

侧，浇灌比较麻烦，如何对植被进行浇灌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其优势在于：方便对绿化幕墙进行

浇灌，操作简单。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包括墙体和设置于所述墙体上的安装架，所述安装架由多个

水平连接于所述墙体的横板以及多个竖直连接于所述墙体的竖板组成，多个所述横板之间

沿竖直方向间隔设置，多个所述竖板之间沿水平方向间隔设置，所述横板与所述竖板相互

垂直交叉连接形成放置区，所述放置区内设置有绿植盆，每个所述竖板内均沿竖直方向穿

设有引水管，所述安装架的顶部设置有集水槽，所述集水槽的一侧连通有输水管，所述输水

管连通有水源，所述输水管靠近所述集水槽的一侧设置有输水阀，所述集水槽的底部连通

有与所述引水管一一对应的连接管，所述连接管与所述引水管相连通，所述竖板的侧壁上

安装有喷淋管，所述喷淋管位于所述放置区内，所述喷淋管与所述引水管相连通。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对绿植盆进行浇灌时，开启输水阀，输水管向集水槽内

注水，集水槽内的水经连接管流入引水管，引水管内的水在向下流动的过程中会进入喷淋

管内，喷淋管内的水流出对绿植盆进行喷淋，保证每个绿植盆都能够喷淋到，提高了对绿植

盆的喷淋效果，操作简单，浇灌效率快；同时也能够在雨天时通过集水槽对雨水进行收集，

以雨水对绿植盆进行浇灌，节省水资源。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喷淋管靠近所述引水管一端的下部向靠近所述引

水管截面圆心的方向延伸形成引导片。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引导片能够对引水管内的水起到引导作用，引导水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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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淋管内，便于对绿植盆进行喷淋，提高了浇灌效果，同时也减少了水的浪费。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喷淋管与所述引导片均沿靠近所述引水管的方向

逐渐向上倾斜设置。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喷淋管和引导片的倾斜设置能够进一步对水起到引导作

用，进而提高对绿植盆的浇灌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横板的上表面开设有定位槽，所述绿植盆的底部

嵌设于所述定位槽内。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定位槽用于对绿植盆进行固定，防止绿植盆发生滑动从

安装架上掉落而造成安全事故，提高了使用安全性。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放置区的远离所述墙体的一侧设置有防护杆，所

述防护杆的两端分别连接于相邻两所述竖板。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护杆能够进一步对绿植盆进行限位和保护，避免绿植

盆意外掉落而发生危险。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管靠近所述集水槽一端的管口内安装有过滤

网。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过滤网能够对集水槽内的异物进行过滤，防止异物进入

引水管而导致管路堵塞。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引水管与所述竖板之间设置有防水层。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水层用于将引水管和竖板进行隔离，防止引水管发生

渗漏而对竖板造成腐蚀，避免竖板的结构强度降低而导致安装架松动坍塌。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安装架与所述墙体之间穿设有加固钢筋。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加固钢筋能够提高安装架与墙体之间连接的牢固性，使

安装架保持牢固，避免安装架松动而造成安全事故。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4] 引水管和喷淋管的设置能够均匀地对绿植盆进行浇灌，提高了对绿植盆的喷淋效

果，操作简单，浇灌效率快，同时也能在雨天通过集水槽收集雨水对绿植盆进行浇灌，节省

水资源；

[0025] 引导片的设置能够对引水管内的水起到引导作用，引导水流入喷淋管内，便于对

绿植盆进行喷淋，提高了浇灌效果，同时也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

[0026] 定位槽和防护杆用于对绿植盆进行固定和限位，防止绿植盆发生滑动从安装架上

掉落而造成安全事故，提高了使用安全性；

[0027] 过滤网的设置能够对集水槽内的异物进行过滤，防止异物进入引水管而导致管路

堵塞。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剖面示意图。

[0030] 图3是图2中A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1] 图中，1、墙体；2、安装架；21、横板；211、定位槽；22、竖板；221、防护杆；23、放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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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植盆；4、集水槽；41、输水管；411、输水阀；42、连接管；421、过滤网；5、引水管；51、防水

层；6、喷淋管；61、引导片；7、加固钢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绿化垂直幕墙，包括墙体1和安装于墙体1外侧

的安装架2，安装架2与墙体1之间固定穿设有多根用于固定安装架2的加固钢筋7，安装架2

与墙体1通过加固钢筋7固定连接，以避免安装架2松动倒塌。

[0034] 安装架2由多个水平连接于墙体1的横板21以及多个竖直连接于墙体1的竖板22组

成，多个横板21之间沿竖直方向均匀间隔设置，多个竖板22之间沿水平方向均匀间隔设置。

多个横板21与多个竖板22之间相互垂直交叉焊接形成多个矩形的放置区23，每个放置区23

内放置有一个绿植盆3，绿植盆3放置在横板21的上表面。

[0035] 安装架2的顶部安装有一集水槽4，集水槽4的截面为半圆形且集水槽4的长度略长

于横板21的长度。集水槽4一侧侧壁的中部连通有输水管41，输水管41连通有水源，输水管

41靠近集水槽4的一端安装有输水阀411。

[0036] 参照图2，集水槽4的底部竖直连通有多个与竖板22一一对应的连接管42，每个竖

板22内均沿竖直方向穿设有一引水管5，引水管5的两端分别贯穿于竖板22的顶端和底端，

连接管42与引水管5一一对应连通。

[0037] 竖板22的两侧均穿设有一喷淋管6，喷淋管6位于放置区23内，喷淋管6的一端穿设

于竖板22内且连通于引水管5。

[0038] 在对绿植盆3进行浇灌时，开启输水阀411，输水管41向集水槽4内注水，集水槽4内

的水流入引水管5中，引水管5内的水在向下流动的过程中会进入喷淋管6内并从喷淋管6内

流出对绿植盆3进行喷淋，使每个绿植盆3都能够喷淋到，提高了对绿植盆3的喷淋效果，操

作简单，浇灌效率快。

[0039] 另外，集水槽4也能够在雨天对雨水进行收集，以雨水对绿植盆3进行浇灌，节省水

资源。连接管42靠近集水槽4一端的管口内安装有不锈钢材质的过滤网421，对便于对集水

槽4内的异物进行过滤，防止异物进入引水管5而导致管路堵塞。

[0040] 参照图3，喷淋管6靠近引水管5一端的下部向靠近引水管5截面圆心的方向延伸形

成引导片61，引导片61的截面为弧形。引导片61能够对引水管5内的水起到引导作用，引导

水流入喷淋管6内，便于对绿植盆3进行喷淋，提高了浇灌效果，同时也减少了水的浪费。喷

淋管6与引导片61均沿靠近引水管5的方向逐渐向上倾斜设置，以用于进一步对水进行引

导，便于进行浇灌。

[0041] 引水管5的外侧包裹有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制成的防水层51，使引水管5和竖

板22之间隔离，防止引水管5发生渗漏而对竖板22造成腐蚀，避免竖板22的结构强度降低而

导致安装架2松动坍塌。

[0042] 参照图1，横板21的上表面开设有用于对绿植盆3进行固定的定位槽211，通过将绿

植盆3的底部嵌设于定位槽211内，以防止绿植盆3从安装架2上滑落而造成安全事故，提高

了使用安全性。

[0043] 每个放置区23的远离墙体1的一侧均安装有一防护杆221，防护杆221的两端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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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相邻两竖板22的侧边，防护杆221能够进一步对绿植盆3进行限位和保

护，避免绿植盆3意外掉落而发生危险。

[0044]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通过设置集水槽4、引水管5以及喷淋管6，能够均匀地对

各个绿植盆3进行喷淋，提高了浇灌效果，浇灌效率快，同时也能在雨天通过集水槽4收集雨

水对绿植盆3进行浇灌，节省水资源。通过设置引导片61对引水管5内的水进行引导，引导水

流入喷淋管6内，便于对绿植盆3进行喷淋，提高了浇灌效果，同时也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

[0045]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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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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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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