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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

化的建筑结构，包括：支撑架和安装在支撑架上

的储水箱，其中：支撑架的上表面铺设有种植层，

种植层的上表面设有若干条排水槽，种植层的内

部预埋有若干条滴灌管道，且每条滴灌管道的一

端设有连通储水箱的输液器，每条滴灌管道上均

安装有若干个滴灌喷头；储水箱上固定安装有泵

水箱，泵水箱外侧设有与其固定的集水挡板，集

水挡板上设有连通储水箱的雨水收集孔和若干

个与其固定的保湿喷管，所述每个保湿喷管上均

安装有喷头；泵水箱的内部设有用于将储水箱内

的水泵送至保湿喷管的水泵。本实用新型耗水量

小，排水性能好，可对植株进行降温保湿，种植效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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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1)和安装在支撑

架(1)上的储水箱(51)，其中：

支撑架(1)的上表面铺设有绕储水箱(51)周向布置的种植层，所述种植层的上表面设

有若干条排水槽(57)，种植层的内部预埋有若干条滴灌管道(54)，且每条滴灌管道(54)的

一端设有连通储水箱(51)以用于将储水箱(51)内的水输送至该滴灌管道(54)内的输液器

(56)，每条滴灌管道(54)上均安装有若干个沿其长度方向间距布置的滴灌喷头(55)，各滴

灌喷头(55)远离滴灌管道(54)的一端高出种植层的上表面；

储水箱(51)上固定安装有泵水箱(42)，泵水箱(42)外侧设有与其固定的集水挡板

(41)，集水挡板(41)上设有连通储水箱(51)的雨水收集孔(49)和若干个与其固定的保湿喷

管(46)，所述每个保湿喷管(46)上均安装有喷头(47)；泵水箱(42)的内部设有用于将储水

箱(51)内的水泵送至保湿喷管(46)的水泵(4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支撑架(1)的

上表面的高度由靠近储水箱(51)的一侧向远离储水箱(51)的一侧依次递减以形成斜坡面，

滴灌管道(54)沿斜坡面的倾斜方向布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支撑架(1)的

外周设有绕斜坡面周向布置的固定台(6)，且固定台(6)的高度根据种植层上表面的高度进

行适配以使其高度不低于种植层的高度，固定台(6)靠近斜坡面的一侧与种植层的侧壁抵

靠。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固定台(6)远

离斜坡面的一侧设有台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泵水箱(42)上

安装有用于测试气温的温度传感器(43)和根据温度传感器(43)的测试结果控制水泵(44)

动作的控制器(4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温度传感器

(43)设有两个，控制器(48)位于两个温度传感器(43)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集水挡板(41)

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若干个固定器(45)，固定器(45)上设有卡槽，保湿喷管(46)通过与固

定器(45)上的卡槽卡接形成与集水挡板(41)的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输液器(56)具

有取水口(53)，所述取水口(53)位于储水箱(51)内部，且取水口(53)的外壁与储水箱(51)

的内壁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储水箱(51)侧

壁设有与其连通的营养液导入槽(52)。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

种植层包括由下向上依次布置的混凝土结构层(21)、防水层(22)、保水层(23)和土壤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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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绿化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屋顶绿化一种离地的种植技术，不单单是屋顶种植，还包括露台、天台、阳台、立交

桥等一切不与地面和土壤相连的各类建筑物特殊空间的绿化，它是人们根据建筑屋顶结构

特点和顶楼的生态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植物且通过一定技艺，在建筑物顶部及一切特殊

空间建造绿色景观的一种形式，屋顶绿化的作用是改善城市环境面貌、提高市民生活和工

作环境质量，可改善热岛效应，有助散热且顶楼绿化植物可吸附大气浮尘，增加空气含氧

量，净化空气等。

[0003] 现今的顶楼绿化建筑结构存在以下一些不足：

[0004] 1、现有的顶楼绿化建筑结构在绿化植物种植过程中的耗水量较大，难以收集雨水

作为种植用水，同时排水性能较差，易使得绿植被淹，影响了顶楼绿化植物种植效果。

[0005] 2、现有的顶楼绿化建筑结构占地面积大，并且在绿化植物种植过程中难以对植株

进行保湿降温，当顶楼日晒强度过大时易使得植株被晒伤。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基于背景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

筑结构。

[0007]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包括：支撑架和安装在

支撑架上的储水箱，其中：

[0008] 支撑架的上表面铺设有绕储水箱周向布置的种植层，所述种植层的上表面设有若

干条排水槽，种植层的内部预埋有若干条滴灌管道，且每条滴灌管道的一端设有连通储水

箱以用于将储水箱内的水输送至该滴灌管道内的输液器，每条滴灌管道上均安装有若干个

沿其长度方向间距布置的滴灌喷头，各滴灌喷头远离滴灌管道的一端高出种植层的上表

面；

[0009] 储水箱上固定安装有泵水箱，泵水箱外侧设有与其固定的集水挡板，集水挡板上

设有连通储水箱的雨水收集孔和若干个与其固定的保湿喷管，所述每个保湿喷管上均安装

有喷头；泵水箱的内部设有用于将储水箱内的水泵送至保湿喷管的水泵。

[0010] 优选地，支撑架的上表面的高度由靠近储水箱的一侧向远离储水箱的一侧依次递

减以形成斜坡面，滴灌管道沿斜坡面的倾斜方向布置。

[0011] 优选地，支撑架的外周设有绕斜坡面周向布置的固定台，且固定台的高度根据种

植层的上表面高度进行适配以使其高度不低于种植层的高度，固定台靠近斜坡面的一侧与

种植层侧壁抵靠。

[0012] 优选地，固定台远离斜坡面的一侧设有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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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地，泵水箱上安装有用于测试气温的温度传感器和根据温度传感器的测试结

果控制水泵动作的控制器。

[0014] 优选地，温度传感器设有两个，控制器位于两个温度传感器之间。

[0015] 优选地，集水挡板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若干个固定器，固定器上设有卡槽，保湿喷

管通过与固定器上的卡槽卡接形成与集水挡板的固定连接。

[0016] 优选地，输液器具有取水口，所述取水口位于储水箱内部，且取水口的外壁与储水

箱的内壁固定连接。

[0017] 优选地，储水箱侧壁设有与其连通的营养液导入槽。

[0018] 优选地，种植层包括由下向上依次布置的混凝土结构层、防水层、保水层和土壤

层。

[0019] 本使用新型中，通过设置支撑架、储水箱、种植层、排水槽、滴灌管道、输液器、集水

挡板、以及水泵的结构以及各部件的相应关系进行限制，从而可以在进行顶楼绿化植物的

种植时，可以利用输液器从储水箱中取水，再通过滴灌喷头对种植层进行供水，从而可以有

效减小用水量；利用集水挡板可在雨天收集雨水到储水箱中，以实现雨水的收集再利用；利

用排水槽则在降雨强度较大时进行排水，以减少土壤的流失；利用水泵与保湿喷管配合在

外界的日晒强度过大或温度过高时，向种植层喷洒水以对种植在种植层上的植株进行散热

降温，以提高了植株的存活率。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的俯视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中所述温度传感

器、控制器与输液器和水泵的连接关系示意图。

[0023] 图中：1-支撑架；21-混凝土结构层；22-防水层；23-保水层；24-土壤层；3-植株；

41-集水挡板；42-泵水箱；43-温度传感器；44-水泵；45-固定器；46-保湿喷管；47-喷头；48-

控制器；49-雨水收集孔；51-储水箱；52-营养液导入槽；53-取水口；54-滴灌管道；55-滴灌

喷头；56-输液器；57-排水槽；6-固定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5] 如图1-3所示，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的结

构示意图；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的俯视图；图3为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中所述温度传感器、控制器与输液

器和水泵的连接关系示意图。

[0026] 参照图1-3，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用于建筑物顶面绿化的建筑结构，包括：支撑

架1和安装在支撑架1上的储水箱51，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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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支撑架1的上表面铺设有绕储水箱51周向布置的种植层，所述种植层包括由下向

上依次布置的混凝土结构层21、防水层22、保水层23和土壤层24，所述土壤层24的上表面设

有若干条排水槽57，土壤层24的内部预埋有若干条滴灌管道54，且每条滴灌管道54的一端

设有连通储水箱51以用于将储水箱51内的水输送至该滴灌管道54内的输液器56，每条滴灌

管道54上均安装有若干个沿其长度方向间距布置的滴灌喷头55，各滴灌喷头55远离滴灌管

道54的一端高出土壤层24的上表面。储水箱51上固定安装有泵水箱42，泵水箱42外侧设有

与其固定的集水挡板41，集水挡板41上设有连通储水箱51的雨水收集孔49和若干个与其固

定的保湿喷管46，所述每个保湿喷管46上均安装有喷头47；泵水箱42的内部设有用于将储

水箱51内的水泵送至保湿喷管46的水泵44。

[0028] 本发明在进行顶楼绿化植物的种植时，由输液器56从储水箱51中取水，再通过土

壤层21内部埋设的滴灌喷头55对土壤层21进行供水滴灌，土壤层21下部的保水层23能够有

效的保存土壤中的水分，使得种植绿化植物所需的水量得以减小，储水箱51上侧的集水挡

板41可在雨天收集雨水到储水箱51中，而土壤层21上表面均匀开设的排水槽57则可在降雨

强度较大时进行排水，减少了土壤的流失，当外界温度过高时，可以利用水泵44与保湿喷管

46配合将水通过喷头47喷洒至植株表面进行散热降温，提高了植株的存活率。

[0029] 此外，本实施例中，支撑架1的上表面的高度由靠近储水箱51的一侧向远离储水箱

51的一侧依次递减以形成斜坡面，滴灌管道54沿斜坡面的倾斜方向布置，以利用高度空间

在有限的面积内增大种植面，同时方便补水和滴灌。且为了对种植层进行固定和支撑，防止

其从支撑架1上滑落下去，本实施例在支撑架1的外周设置了绕斜坡面周向布置的固定台6，

且固定台6的高度根据土壤层24的上表面高度进行适配以使其高度不低于土壤层24的高

度，固定台6靠近斜坡面的一侧分别与混凝土结构层21、防水层22、保水层23和土壤层24抵

靠。此外，为了便于种植人员登上固定台6进行种植维护工作，本实施例在固定台6远离斜坡

面的一侧设置了台阶。

[0030] 本实施例中，泵水箱42上安装有用于测试气温的温度传感器43和根据温度传感器

43的测试结果控制水泵44动作的控制器48，且温度传感器43设有两个，控制器48位于两个

温度传感器43之间。工作过程中：当外界温度高于32摄氏度时，温度传感器43会发射警报信

号，由控制器48接收警报信号，控制器48控制水泵44工作，将水通过喷头47喷洒至植株表面

进行散热降温，提高了植株的存活率。

[0031] 本实施例中，集水挡板41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若干个固定器45，固定器45上设有

卡槽，保湿喷管46通过与固定器45上的卡槽卡接形成与集水挡板41的固定连接；以方便保

湿喷管46的排布和更换。

[0032] 本实施例中，输液器56具有取水口53，所述取水口53位于储水箱51内部，且取水口

53的外壁与储水箱51的内壁固定连接，以确保输送的稳定性。

[0033] 本实施例中，各排水槽57相互连通，以提高排水效果。

[0034] 本实施例中，储水箱51侧壁设有与其连通的营养液导入槽52，以便于向储水箱51

内补充营养液。

[0035] 另外，本实施例中，集水挡板41靠近控制器48的两侧固定设置有遮光层。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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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9653241 U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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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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