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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垂直绿化景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垂直绿化景墙，包括可

移动支架、若干层种植槽、收集箱、雨水槽、自动

滴灌装置和太阳能发电装置；可移动支架上垂向

间隔设置若干层种植槽；收集箱的集水口通过导

流装置连接雨水槽，雨水槽具有与外墙可拆卸连

接的安装端，收集箱的出水口通过管路连接自动

滴灌装置的入水口，自动滴灌装置的出水口通过

管路连接至每层种植槽，自动滴灌装置还与太阳

能发电装置电连接，自动滴灌装置根据预设的不

同植物的需水量，调节滴水量和滴水间隔时间。

本实用新型将雨水收集利用、太阳能收集利用、

自动滴灌和可移动功能进行集成，使得在优化利

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具有便捷化、智能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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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垂直绿化景墙，其特征在于：包括可移动支架、若干层种植槽、收集箱、雨水槽、

自动滴灌装置和太阳能发电装置；

所述可移动支架上垂向间隔设置若干层所述种植槽；所述收集箱的集水口通过导流装

置连接所述雨水槽，所述雨水槽具有与外墙可拆卸连接的安装端，所述收集箱的出水口通

过管路连接所述自动滴灌装置的入水口，所述自动滴灌装置的出水口通过管路连接至每层

所述种植槽，所述自动滴灌装置还与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电连接，所述自动滴灌装置根据

预设的不同植物的需水量，调节滴水量和滴水间隔时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垂直绿化景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移动支架包括垂直角铁

架基座、移动装置和垂直铁架；所述垂直角铁架基座底面设置所述移动装置，所述垂直角铁

架基座侧面设置垂直铁架，所述垂直铁架上垂向间隔设置若干层所述种植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垂直绿化景墙，其特征在于：每层所述种植槽均包括一个以

上种植盒，每个所述种植盒顶部均设置有与所述自动滴灌装置的出水口连通的滴水管，每

个所述种植盒底部均设置有余水出口，所述余水出口通过余水回收管与所述收集箱连通，

所述余水出口上设置有过滤网。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垂直绿化景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箱上设置有溢水口，

所述溢水口与溢水管连通，所述收集箱设置在所述垂直角铁架基座的顶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垂直绿化景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箱外包裹设置装饰美

化箱。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垂直绿化景墙，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饰美化箱包括亚克力夹

板和透明面板，所述亚克力夹板和所述透明面板之间设置有用于安装海报的海报安装槽，

所述亚克力夹板和所述透明面板可拆卸安装在所述垂直角铁架基座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垂直绿化景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装置包括下水器、下

水管和软管；所述下水器设置在所述雨水槽底部，并连接所述下水管的一端，所述下水管的

另一端连接所述软管的一端，所述软管的另一端位于所述收集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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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垂直绿化景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绿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垂直绿化景墙。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筑密度逐步加大，人口密集，用地日趋紧张。如何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拓展绿化空间、提高绿化覆盖率、增加绿量、美化环境、提升城市整体

的绿化水平，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发现，垂直绿化具有占地

少、见效快、绿量大等优点，其弥补了平地绿化的不足，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丰富绿化层次，

是恢复生态平衡、提升城市及园林建筑艺术效果的新方式。同时，在业内已有共识，垂直绿

化是提高绿化率、改善人居生态环境、拓宽城市绿化空间的有效途径。但是，将垂直绿化运

用于室内，特别是用于办公室、家庭阳台等类似区域，用于观赏、降温增湿等，却未曾见。

[0003] 目前，屋面排水分有组织排水和无组织排水，其中，有组织排水一般指屋顶雨水通

过排水系统的天沟、雨水口、雨水管、雨水槽等，有组织地将雨水排至地面、地下管或沟的一

种排水方式。具体来说，雨水槽是设置在建筑屋面两跨间具有装饰作用的凹槽，其将屋面及

墙面的雨水汇聚、集中后导入市政排水管，从而避免雨水横流。可见，即便是有组织的排水，

也只是避免雨水乱流，而不能对收集的雨水进行有效利用。

[0004] 现有技术中的垂直绿化景墙，一般固定在建筑或构筑物外立面。当绿化植物需要

补水时，通过人工将灌溉装置与自来水水源和市政用电电源连接，对绿化植物进行浇灌。显

而易见的，此种方式，需要耗费人力、自来水资源和电能，既不能有效节约资源，又不能实现

对绿化植物的自动化、智能化养护；同时，由于固定设置建筑或构筑物外立面，导致装配固

化，不灵活。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此，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垂直绿化景墙，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垂直绿化景墙，其改进之处在

于：包括可移动支架、若干层种植槽、收集箱、雨水槽、自动滴灌装置和太阳能发电装置；所

述可移动支架上垂向间隔设置若干层所述种植槽；所述收集箱的集水口通过导流装置连接

所述雨水槽，所述雨水槽具有与外墙可拆卸连接的安装端，所述收集箱的出水口通过管路

连接所述自动滴灌装置的入水口，所述自动滴灌装置的出水口通过管路连接至每层所述种

植槽，所述自动滴灌装置还与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电连接，所述自动滴灌装置根据预设的

不同植物的需水量，调节滴水量和滴水间隔时间。

[0007]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其具有以下优点：

[0008] 1.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可移动支架，并在可移动支架上垂向间隔设置若干层种植

槽，使得垂直绿化与移动装置结合起来，既在节约绿化用地的同时提高绿量，又可以根据需

要进行移动，例如，根据实际情况，移动到阳光充足或阴凉的地方，使植物更好的生长；或

者，在夏季，移动至阳台直射处，从而在能够平衡采光与遮光之间的矛盾，为室内降噪滞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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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增湿，以及减少空调、风扇的使用，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又或者，在雨水收集结束

后，移动至室内观赏，以起到装饰家居的作用，同时，由于植株可以吸收空气中残留的有毒

物质，提高空气质量，进而可以愉悦心情，使人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对人体健康十分有利；

[0009]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收集箱和雨水槽收集雨水，用于绿化植物的水分补给，节

约了水资源；

[0010] 3.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自动滴灌装置替代人工喷淋，不但降低了人力成本，实现

了智能化、自动化水分补给，同时，由于滴灌相较其他浇水模式而言，能均匀的给绿化植物

补给水分，从而进一步节约了水源；

[0011] 4.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太阳能发电装置，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以为自动滴灌装

置供电，有效节约了市政用电资源。

[0012] 本实用新型设计结构合理，成本低，可以广泛应用于绿化技术领域。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垂直绿化景墙的其中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垂直绿化景墙的可移动支架的其中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垂直绿化景墙的种植盒的其中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垂直绿化景墙的收集箱和导流装置的其中一个实施例的结构

示意图；

[0017]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垂直绿化景墙的装饰美化箱的其中一个实施例的安装原理结

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垂直绿化景墙的自动滴灌装置的其中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方式和附

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在此，本实用新型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用于解

释本实用新型，但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0]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垂直绿化景墙，包括可移动支架1、若干层

种植槽2、收集箱3、雨水槽4、自动滴灌装置5和太阳能发电装置6；

[0021] 可移动支架1上垂向间隔设置若干层种植槽2，其中，种植槽2用于种植植物，本实

施例中，设置六层种植槽2，但是不限于此，实际使用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0022] 收集箱3的集水口通过导流装置7连接雨水槽4，雨水槽4具有与外墙可拆卸连接的

安装端，以获取并收集外部雨水；收集箱3的出水口通过管路连接自动滴灌装置5的入水口，

自动滴灌装置5的出水口通过管路连接至每层种植槽2，自动滴灌装置5还与太阳能发电装

置6电连接，以获取太阳能发电装置6的电能。

[0023] 通过以上方案，将雨水收集利用、太阳能收集利用、自动滴灌和可移动功能进行集

成，在雨天收集雨水，晴天收集太阳能，利用滴灌减少人工管理，可根据观赏及遮阳等需求

进行移动，使得在优化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具有便捷化、智能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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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可移动支架1包括垂直角铁架基座11、移动装置12和

垂直铁架13；垂直角铁架基座11底面设置移动装置12，例如，万向轮，垂直角铁架基座11侧

面设置垂直铁架13，本实施例中，垂直铁架13上垂向间隔设置若干层种植槽2。

[0025] 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每层种植槽2均包括一个以上种植盒21，本实施例

中，每层种植槽2设置为两个种植盒21，但是不限于此，实际使用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

置；每个种植盒21均通过挂钩设置在垂直铁架13上，以便于种植盒21和垂直铁架13的安装

和拆卸，每个种植盒21顶部均设置有与自动滴灌装置5的出水口连通的滴水管，以全面照顾

到每一株植物，进而解决现代人因疏忽忘记浇水导致植物生长不好的问题，每个种植盒21

底部均设置有余水出口，余水出口通过余水回收管22与收集箱3连通，以使得当种植盒21内

的土壤完全湿透后，多余的水在重力的作用下逐层向下流，最终通过余水回收管22回流至

收集箱3；余水出口上设置有过滤网23，以避免杂质流入收集箱3中；

[0026] 另外，关于植物的选择和脱盆栽植进行以下说明:

[0027] 根据垂面位置选择适宜植物，通常以设计效果要求，且充分展示植物生长形态为

合理密度；然后将绿墙植物脱盆带原有土球(土球太大植物可以适当去除部分土球)种入种

植盒21里，种植时应注意植物的朝向，并充分展示植物美的姿态。

[0028] 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收集箱3上设置有溢水口31，溢水口31与溢水管32连

通，以使得当收集箱3内收集满雨水时，将多余的雨水通过溢水口31与溢水管32排至下水

道，本实施例中，收集箱3设置在垂直角铁架基座11的顶面。

[0029] 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收集箱3外包裹设置装饰美化箱8，以起到装饰的作

用；装饰美化箱8包括亚克力夹板81和透明面板82，亚克力夹板81和透明面板82之间设置有

用于安装海报的海报安装槽，亚克力夹板81和透明面板82通过螺丝83和螺母84可拆卸安装

在垂直角铁架基座11上，以便于海报85的替换；本实施例中，亚克力夹板81边缘有凸起，亚

克力夹板81凹处形成海报安装槽，通过透明面板82固定、展示海报85。

[0030] 在一个实施例中，导流装置7包括下水器71、下水管72、异径弯头73和软管74；下水

器71设置在雨水槽4底部，并连接下水管72的一端，下水管72的另一端通过异径弯头73连接

软管74的一端，软管74的另一端位于收集箱3的集水口内，通过此种设置，既保证了雨水汇

集进入收集箱3内部，又可以根据需要拔出软管74，便于收集箱3和雨水槽4脱离连接，以避

免收集箱3的移动受到限制。

[0031] 在一个实施例中，雨水槽4包括相互连接的若干段槽体，具体使用时，可以将雨水

槽4安装于建筑外墙，不占用室内空间，同时，使得安装位置高于收集箱3的位置，以使得下

雨后将屋面雨水汇入雨水槽4，并利用重力将雨水导入收集箱3中。

[0032] 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6所示，自动滴灌装置5包括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根据预设的

不同植物的需水量，调节滴水量和滴水间隔时间，以实现对绿化植物的自动化、智能化养

护；本实施例中，日常灌溉调节控制采用少量多次，以节约水分，并根据季节和植物实际耗

水量适度调节时间长短；另外，本实施例中，自动滴灌装置5通过入水管51从收集箱3中抽取

雨水，并通过滴灌管52以回型的方式，从高至低连接至每个种植盒21顶部的滴水管，以进一

步实现对每个种植盒21内植物的滴灌；本实施例中，自动滴灌装置5设置于垂直铁架13上，

例如设置于垂直铁架13背侧顶部，本实施例中，为了便于展示设置在垂直铁架13侧方。

[0033] 在一个实施例中，太阳能发电装置6设置在垂直铁架13顶端，以便于获取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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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进而为自动滴灌装置5供电。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虽然本实用新型以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悉本

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

些许变更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依据

本实用新型技术是指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属于本实用

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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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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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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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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