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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涉

及绿色建筑技术领域，其包括屋面和设置在屋面

四周的女儿墙，还包括基框，基框内填充有培育

植被的栽培土，基框四周与女儿墙之间形成有排

水沟，基框底部还开挖有基坑，基坑内设置有集

水箱和位于集水箱一侧的水泵，排水沟与集水箱

之间连接有导流管，基框中还设置有若干喷淋

管，若干喷淋管与总管连接，总管一端与水泵连

接，喷淋管远离与总管连接的一端从栽培土中穿

出并连接有喷头，集水箱一侧还连接有补水管，

另一侧连接有排水管，排水管另一端与建筑下水

管道连接，本实用新型具有在起到绿色生态的同

时，能够将水资源进行利用，使得屋面不易受水

导致整体结构安全性降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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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包括屋面(1)和设置在屋面(1)四周的女儿墙(2)，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基框(3)，所述基框(3)内填充有培育植被(9)的栽培土(31)，所述基框(3)四周与

女儿墙(2)之间形成有排水沟(4)，所述基框(3)底部还开挖有基坑(5)，所述基坑(5)内设置

有集水箱(51)和位于集水箱(51)一侧的水泵(52)，所述排水沟(4)与集水箱(51)之间连接

有导流管(53)，所述基框(3)中还设置有若干喷淋管(61)，若干所述喷淋管(61)与总管(6)

连接，所述总管(6)一端与水泵(52)连接，所述喷淋管(61)远离与总管(6)连接的一端从栽

培土(31)中穿出并连接有喷头(62)，所述集水箱(51)一侧还连接有补水管(54)，另一侧连

接有排水管(55)，所述排水管(55)另一端与建筑下水管道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框(3)与屋面(1)

之间还设置有支撑框架(7)，所述基框(3)底部开设有若干渗水孔(32)，所述支撑框架(7)外

壁周缘连接有导流板(71)，所述导流板(71)背离与支撑框架(7)连接的一侧与排水沟(4)连

接，所述导流板(71)倾斜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框(3)上还设置

有用于盖合栽培土(31)的盖板(33)，所述盖板(33)中开设有供植被(9)穿出的栽培槽(3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33)背离栽培

土(31)的一侧还设置有分流板(36)，所述分流板(36)介于相邻栽培槽(34)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框(3)上还开设

有排水槽(35)，所述分流板(36)位于排水槽(35)与盖板(33)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流板(36)截面呈

倒V型。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女儿墙(2)朝向基

框(3)的一侧铰接有回流板(8)，所述回流板(8)远离铰接处的一侧搭设在基框(3)背离屋面

(1)的一侧，所述回流板(8)远离铰接处的一侧还设置有钩环(81)，所述女儿墙(2)上设置有

用于钩环(81)钩合的吊钩(21)。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管(61)远离与

水泵(52)连接的一端设置有保护盖(63)。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屋

面(1)、女儿墙(2)和导流板(71)上均贴敷有防水层(11)，所述防水层(11)采用SBS改性沥青

防水卷材。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屋面(1)内还设置

有保温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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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绿色建筑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建筑多采用平面屋顶的建筑结构，混凝土面直接暴露在户外，长期遭受太阳

暴晒和雨水冲刷，部分地区甚至会遭受冰雹的冲击，这使得混凝土面层极易遭到破坏而导

致下部防水层的暴露或者破损，如此一来屋面的防水性将大大受到影响，即使后期修补，成

本高的同时效果也未必理想。如今，屋顶绿化对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开

拓更多绿化空间有着重要作用，并且绿化屋顶还可以保护屋顶结构层不受外部破坏。

[0003] 现有公开号为：CN107740544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包括屋

顶本体、扇叶、花盆、太阳能光伏板和PLC控制器，屋顶本体呈倒V形，且屋顶本体顶部为凸弧

形，屋顶本体顶端设置有风轮，风轮上安装有扇叶，风轮通过连接轴与齿轮变速箱连接，齿

轮变速箱与发电机轴连接，发电机一侧设有蓄电池，屋顶本体的两侧均设置有种植区，种植

区内横向固定有三块竹板，花盆底部开设漏水孔，花盆底部与第一水管连接，第一水管与水

箱连通连接，水箱设置在太阳能光伏板下方，水箱靠近屋檐的一侧连通有第二水管，第二水

管末端延伸出屋顶本体的屋檐。

[0004] 上述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在绿色生态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屋顶结构为

倾斜设置，在雨水季节中由于雨水会顺着屋顶滑落，导致雨水会对屋面结构造成冲刷，使屋

面存在受水后降低结构牢固，从而降低了屋面的安全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其

具有在起到绿色生态的同时，能够将水资源进行利用，使得屋面不易受水导致整体结构安

全性降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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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包括屋面和设置在屋面四周的女儿墙，还包括基框，所述

基框内填充有培育植被的栽培土，所述基框四周与女儿墙之间形成有排水沟，所述基框底

部还开挖有基坑，所述基坑内设置有集水箱和位于集水箱一侧的水泵，所述排水沟与集水

箱之间连接有导流管，所述基框中还设置有若干喷淋管，若干所述喷淋管与总管连接，所述

总管一端与水泵连接，所述喷淋管远离与总管连接的一端从栽培土中穿出并连接有喷头，

所述集水箱一侧还连接有补水管，另一侧连接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另一端与建筑下水管

道连接。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降雨的时候，雨水会对基框内的植被进行灌溉，由于在

栽培土吸水饱和时，不易继续进行吸水，此时多余的水会渗出至排水沟内，在排水沟内的水

经过导流管流进集水箱内，从而对多余的水资源进行收集，使得水资源不易对屋面形成浸

泡，减小屋面受水腐蚀，从而提高整体屋面的结构安全性，并且能够对水资源进行利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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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土中穿设的喷淋管与水泵连接，使得在降水量较少时，通过水泵抽水实现对植被的喷

淋，以至于能够对植被进行浇灌，实现生态的可持续性；并且在集水箱内水量不足时，通过

补水管进行补水，实现能够有充足的水来进行辅助浇灌，在集水箱内水量充足时，多余的水

通过排水管导入建筑下水管道内。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基框与屋面之间还设置有支撑框架，所述基框底

部开设有若干渗水孔，所述支撑框架外壁周缘连接有导流板，所述导流板背离与支撑框架

连接的一侧与排水沟连接，所述导流板倾斜设置。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栽培土受浇灌后吸水饱和时，多余的水会部分从渗水

孔中排出，导致栽培在栽培土内的植被不易出现烂根的现象，以至于能够保持良好的绿色

生态环境，从渗水孔中渗出的水会经过支撑框架边缘的导流板导流进集水箱内进行储水，

减小渗出的水对屋面的侵蚀，并且提高对水资源的利用率。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基框上还设置有用于盖合栽培土的盖板，所述盖

板中开设有供植被穿出的栽培槽。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植被通过栽培槽进行栽培，并能够对植被进行定位，提高

植被的栽培牢固程度，并且在盖板的作用下，减小栽培土飞溅出基框的可能，起到良好的绿

色生态稳定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盖板背离栽培土的一侧还设置有分流板，所述分

流板介于相邻栽培槽之间。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分流板的作用下，将浇灌植被的水从栽培槽内导入，使

浇灌植被的水能够对植被的根茎进行良好的浇灌，提高浇灌效率。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基框上还开设有排水槽，所述分流板位于排水槽

与盖板之间。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浇灌的水量过多时，浇灌水会留在基框内并掩盖植被，

造成植被出现烂根的情况，基框上开设排水槽能够在当浇灌水过多时，通过排水槽排进排

水沟内，从而对多余的浇灌水进行收集，并使得植被不易被水掩盖出现烂根。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分流板截面呈倒V型。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实现在对植被进行浇灌的时候，水资源会顺着分流板进

入栽培槽内，由于分流板的截面呈倒V型，使得水资源不易残留在分流板上，提高了对水资

源的利用率。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女儿墙朝向基框的一侧铰接有回流板，所述回流

板远离铰接处的一侧搭设在基框背离屋面的一侧，所述回流板远离铰接处的一侧还设置有

钩环，所述女儿墙上设置有用于钩环钩合的吊钩。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降水量较少的时候，通过回流板的作用将降水最大化

的导流进基框内，形成对植被的灌溉，实现对降水的最大化利用，提高绿色生态的可持续

性；在降水量充足的情况时，将回流板收起，减小基框内积水的可能，从而减小植被烂根的

可能。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喷淋管远离与水泵连接的一端设置有保护盖。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喷淋管的端部设置保护喷淋管的保护盖，从而对喷淋

管进行防护，使喷淋管不易受外界环境侵蚀，提高了喷淋管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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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屋面、女儿墙和导流板上均贴敷有防水层，所述防

水层采用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防水层的保护作用下，使整体屋面更加不易出现受水

侵蚀的现象。

[002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屋面内还设置有保温层。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保温层的作用下对建筑屋面进行保温。

[0027]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8] 1 .通过在基框内种植植被，实现绿色生态屋顶的建设，在屋面上开挖的排水沟能

够将屋面上的积水进行导流进集水箱内，以至于屋面不易出现积水侵蚀的情况，增强了建

筑的安全性，并且在水泵的抽水实现利用回收的水资源对植被进行人工浇灌，减小了资源

的浪费；

[0029] 2.通过在屋面、女儿墙和导流板上贴敷防水层，减小水分对屋面、女儿墙和导流板

的侵蚀，提高了整体屋面建设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体现生态屋顶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图1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2] 图3是图1中B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3] 图中，1、屋面；11、防水层；12、保温层；2、女儿墙；21、吊钩；3、基框；31、栽培土；32、

渗水孔；33、盖板；34、栽培槽；35、排水槽；36、分流板；4、排水沟；5、基坑；51、集水箱；52、水

泵；53、导流管；54、补水管；55、排水管；6、总管；61、喷淋管；62、喷头；63、保护盖；7、支撑框

架；71、导流板；8、回流板；81、钩环；9、植被。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5] 参考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绿色生态屋顶结构，包括屋面1和设置在屋面1

四周的女儿墙2，四周女儿墙2围成的区域内还设置有基框3，基框3内填充有用于培育植被9

的栽培土31，在基框3的顶部盖设有盖板33，盖板33上开设有若干栽培槽34，基框3上等距种

植有植被9，植被9栽培与栽培槽34内，栽培槽34对植被9形成定位，使植被9规整的栽培在基

框3内，并且盖板33能够起到对栽培土31进行定位的效果，使栽培土31不易从基框3内散出，

在植被9的作用下形成绿色生态屋顶，提高了建筑的环保性。

[0036] 参考图1和图2，盖板33背离栽培土31的一侧还设置有分流板36，分流板36介于相

邻的栽培槽34之间，分流板36的截面呈倒V形，以至于在降水时，降水会顺着分流板36流进

栽培槽34内，形成对植被9的浇灌，并且由于分流板36截面呈倒V型，使得降水不易在盖板33

上形成积水，减小在盖板33上形成积水侵蚀盖板33的可能。

[0037] 参考图1，基框3四周与女儿墙2之间还设置有排水沟4，基框3的底部还开挖有基坑

5，在基坑5内设置有集水箱51，排水沟4与集水箱51之间连接有导流管53，通过导流管53将

排水沟4内的水导流进集水箱51内，单侧排水沟4朝向连接导流管53一侧略微倾斜开设，以

至于排水沟4内的水分能够完全流进导流管53内，从而将排水沟4内的水完全导流进集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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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内进行收集，起到对水分进行回收的作用，并且减小了水分堆积在排水沟4内对女儿墙2

与屋面1连接处侵蚀的现象，从而提高了建筑屋顶整体的结构稳定性。

[0038] 参考图1和图2，集水箱51的一侧还设置有用于抽水的水泵52，基框3中穿设有若干

喷淋管61，喷淋管61从分流板36中穿出，若干喷淋管61远离从基框3中穿出的一端连接有总

管6，总管6远离与喷淋管61连接的一端与水泵52连接，喷淋管61从基框3中穿出的一端还连

接有喷头62，喷淋管61连接喷头62的一端还连接有保护盖63，在保护盖63的保护作用下减

小喷头62受外界侵蚀损坏的可能；在水泵52的作用下将水箱内收集的水抽出，并经过喷头

62喷出形成对植被9的喷淋，起到在自然降水量下的情况对，对植被9进行人工浇灌，减小植

被9旱死的情况，提高了绿色环保的持续性；

[0039] 由于集水箱51内的储水量有限，集水箱51的一侧还连接有补水管54，通过补水管

54能够对集水箱51进行供水，以至于有足够的水量对植被9进行人工浇灌；集水箱51连接补

水管54的相背离的一侧连接有与建筑下水管道（图中未示出）连接的排水管55，排水管55的

位置低于补水管54的位置，从而实现在集水箱51集满时，通过排水管55将多余水分进行导

出。

[0040] 参考图1，基框3与屋面1之间还设置有支撑框架7，支撑框架7支撑起基框3，基框3

的底部开设有若干渗水孔32，支撑框架7的外壁周缘连接有导流板71，导流板71倾斜设置，

导流板71另一端与排水沟4连接，以至于对基框3内的植被9进行浇灌后，栽培土31吸水饱和

时，多余的水分会经过渗水孔32渗出，渗出的水分通过支撑框架7流经导流板71，从而流入

排水沟4内，实现对基框3内渗出的水分进行回收利用，减小了资源的浪费，并且减小了水分

沉积对屋面1造成侵蚀的可能。

[0041] 参考图1和图2，基框3四周还开设有排水槽35，排水槽35位于分流板36与盖板33之

间，由于存在降水量过多的情况，若基框3内存积大量的水分时，容易出现植被9烂根的现

象，在排水槽35的作用下，在降水量过大时进行排水，减小基框3内积水的情况，从而减小植

被9烂根死亡的情况，并且从排水槽35内排出的水分经过排水沟4能够收集在集水箱51内，

减小屋面1形成积水的情况。

[0042] 参考图1和图3，女儿墙2朝向基框3的一侧铰接有回流板8，回流板8远离铰接处的

一侧搭设在基框3背离屋面1的一侧，以至于在回流板8搭设在基框3上，回流板8倾斜向下，

以至于在降水量较小时，回流板8将降水导流进基框3内对植被9进行浇灌，使基框3内的植

被9能够有更多的水进行浇灌，回流板8远离铰接的一侧还设置有钩环81，女儿墙2上设置有

用于钩环81钩合的吊钩21，使得在不需要使用回流板8的时候，能够对回流板8进行收纳。

[0043] 参考图1，屋面1上贴敷有防水层11，防水层11采用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在防水

层11的作用下，防水层11贴敷在排水沟4、导流板71和女儿墙2内壁上，贴敷在女儿墙2上的

部分高度为离排水沟415公分，在防水层11的作用下进一步的减小水分对屋面1的侵蚀，从

而提高了建筑的整体安全性，屋面1中还设置有保温层12，保温层12位于导流管53和基坑5

的底部，起到保温的效果。

[0044]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通过在建筑屋面1上设置基框3进行栽培植被9，形成绿色

的生态屋顶，在屋面1上开挖的排水沟4能够将屋面1上的水分进行导出，减小了屋面1积水

造成对屋面1侵蚀的可能，从而提高了建筑的安全性，并且在建水量较少时，通过喷头62进

行人工喷淋灌溉，使植被9不易旱死，在降水量过大时，将基框3内的水分导出，减小植被9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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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可能，从而提高了生态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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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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