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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

包括：屋面平台；以及设置于所述屋面平台上用

于种植绿化植物的种植平台，所述屋面平台上设

置有用于对所述种植平台内的绿化植物进行自

动灌溉的喷洒机构，所述喷洒机构包括：设置于

所述屋面平台上的底座；滑动连接于所述底座上

的滑板；安装于所述滑板上用于对绿化植物进行

灌溉的喷洒组件；以及设置于所述底座上用于驱

动所述滑板进行移动的驱动组件，所述屋面平台

上还设置有用于对雨水进行存储的蓄水组件。本

实用新型具有对雨水进行收集的效果，从而可以

便于对雨水进行充分循环利用，进而起到绿色节

能环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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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包括：屋面平台(1)；以及设置于所述屋面平台(1)上用于

种植绿化植物的种植平台(2)，其特征在于，所述屋面平台(1)上设置有用于对所述种植平

台(2)内的绿化植物进行自动灌溉的喷洒机构，所述喷洒机构包括：设置于所述屋面平台

(1)上的底座(3)；滑动连接于所述底座(3)上的滑板(4)；安装于所述滑板(4)上用于对绿化

植物进行灌溉的喷洒组件；以及设置于所述底座(3)上用于驱动所述滑板(4)进行移动的驱

动组件，所述屋面平台(1)上还设置有用于对雨水进行存储的蓄水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洒组件包括：

呈对称安装于所述滑板(4)上的固定杆(41)；滑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杆(41)上的升降板(42)；

安装于所述升降板(42)上的支撑杆(43)；多个安装于所述支撑杆(43)上的喷洒头(44)；一

端连接于所述喷洒头(44)、另一端连接于所述蓄水组件的软管(45)；以及设置于所述滑板

(4)上用于驱动所述升降板(42)进行升降的升降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件包括：呈

对称连接于所述升降板(42)两侧上的滑块(421)；开设于所述固定杆(41)上、与所述滑块

(421)相配合的滑槽(411)；安装于所述滑板(4)上的第一电机(46)；以及连接于所述第一电

机(46)驱动端的丝杆(461)，所述丝杆(461)背离所述第一电机(46)的一端穿过所述升降板

(4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包括：

呈对称安装于所述底座(3)两侧上的支撑板(11)；安装于所述支撑板(11)上的第二电机

(12)；连接于所述第二电机(12)驱动端的收卷轮(121)；以及一端卷绕于所述收卷轮(121)、

另一端连接于所述滑板(4)的牵引绳(1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组件包括：

设置于所述屋面平台(1)上的蓄水箱(5)；安装于所述蓄水箱(5)侧面上的第一安装架(51)；

设置于所述第一安装架(51)上、连接于软管(45)一端的第一水泵(52)；连接于所述第一水

泵(52)背离软管(45)一侧、与所述蓄水箱(5)相连通的水管(521)；以及设置于所述蓄水箱

(5)集水口处用于对所述蓄水箱(5)进行密封的密封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件包括：铰

接于所述蓄水箱(5)集水口处用于对集水口进行封闭的密封板(53)；设置于所述蓄水箱(5)

内侧壁上、与集水口相对应的挡板(54)；多个贯穿于所述挡板(54)的圆孔(541)；以及设置

于所述挡板(54)与所述蓄水箱(5)内侧壁之间、用于对所述密封板(53)进行抵顶的浮动球

(5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其特征在于，所述屋面平台(1)上

还设置有用于对水进行回收的回收组件，所述回收组件包括：开设于所述屋面平台(1)上的

回收池(6)；开设于所述回收池(6)侧面的回收进口；设置于所述回收进口的过滤网；安装于

蓄水箱(5)一侧上的第二安装架(56)；设置于所述第二安装架(56)上的第二水泵(57)；一端

连接于所述回收池(6)、另一端连接于所述第二水泵(57)的出水管道(571)；以及一端连接

于所述第二水泵(57)、另一端连接于蓄水箱(5)的进水管道(57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其特征在于，所述屋面平台(1)上

还开设有与所述回收进口相连通的导流水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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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屋面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环境质量和视觉

感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很多城市区域的绿化局限于地面绿化，绿化面积有限，不能达到要

求，故绿化从地面扩展到屋面势在必行，屋面绿化既充分利用空间，又有葱茏的色彩，给人

舒适与美感。而绿化屋面系统技术是绿色建筑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绿化屋面具有节

能、环保、生态、可循环、延长屋面使用寿命和与自然和谐共存等功能。

[0003] 现有的城市屋面顶部，为了改善生活环境，人们一般会在建筑的屋面顶部上种植

绿化植物，当需要对该些绿化植物进行灌溉喷淋时，人们一般使用水管将生活用水对植物

进行浇灌。

[0004] 对于不方便收集下落的雨水进行储存，不方便将收集的雨水取出浇灌种植的花

草，起不到绿色节能环保的作用，不能改变浇灌的位置，不方便整体屋面使用，使用不方便，

实用性弱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0005]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通过使用生活用水对植物进行浇灌，容易

浪费生活用水；而且在对植物进行浇灌后，水资源不能被充分的利用，这样也容易造成资源

浪费的情况。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具有对雨水进行收集的效

果，从而可以便于对雨水进行充分循环利用，进而起到绿色节能环保的作用。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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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 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包括：屋面平台；以及设置于所述屋面平台上用于种植

绿化植物的种植平台，所述屋面平台上设置有用于对所述种植平台内的绿化植物进行自动

灌溉的喷洒机构，所述喷洒机构包括：设置于所述屋面平台上的底座；滑动连接于所述底座

上的滑板；安装于所述滑板上用于对绿化植物进行灌溉的喷洒组件；以及设置于所述底座

上用于驱动所述滑板进行移动的驱动组件，所述屋面平台上还设置有用于对雨水进行存储

的蓄水组件。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蓄水组件可以对雨水进行统一收集的效果，然

后蓄水组件对喷洒组件进行供水；而通过设置驱动组件可以驱动滑板上的喷洒组件沿着底

座进行往复移动，从而可以便于对种植平台上的绿化植物进行自动喷洒灌溉，进而可以实

现对雨水进行充分循环利用、以起到绿色节能环保的效果。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喷洒组件包括呈对称安装于所述滑板上的固定

杆；滑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杆上的升降板；安装于所述升降板上的支撑杆；多个安装于所述支

撑杆上的喷洒头；一端连接于所述喷洒头、另一端连接于所述蓄水组件的软管；以及设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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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滑板上用于驱动所述升降板进行升降的升降件。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同时设置升降板、喷洒头以及软管相互配合的喷洒结构，

可以便于对种植平台上的绿色植物进行喷洒灌溉的作用；同时通过设置升降件，可以实现

对种植平台上的绿色植物进行升降灌溉的效果，从而可以便于对不同高度的绿色植物进行

喷洒灌溉。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升降件包括呈对称连接于所述升降板两侧上的滑

块；开设于所述固定杆上、与所述滑块相配合的滑槽；安装于所述滑板上的第一电机；以及

连接于所述第一电机驱动端的丝杆，所述丝杆背离所述第一电机的一端穿过所述升降板。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对升降板进行升降移动时，启动第一电机，第一电

机驱动丝杆进行转动，丝杆在转动过程中，可以驱动升降板沿着丝杆的延伸方向进行滑动，

从而使得升降板上的滑块沿着滑槽进行升降滑动，进而可以便于升降板带动支撑杆上的喷

洒头对绿色植物实现上下喷洒灌溉的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驱动组件包括呈对称安装于所述底座两侧上的支

撑板；安装于所述支撑板上的第二电机；连接于所述第二电机驱动端的收卷轮；以及一端卷

绕于所述收卷轮、另一端连接于所述滑板的牵引绳。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对滑板进行自动滑动时，启动第二电机，第二电机

驱动收卷轮进行转动，收卷轮在转动过程中，可以对牵引绳进行收卷或者松开，从而可以实

现对滑板进行自动滑动的效果，进而可以使得滑板带动喷洒组件对绿色植物进行移动灌溉

的作用。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蓄水组件包括设置于所述屋面平台上的蓄水箱；

安装于所述蓄水箱侧面上的第一安装架；设置于所述第一安装架上、连接于软管一端的第

一水泵；连接于所述第一水泵背离软管一侧、与所述蓄水箱相连通的水管；以及设置于所述

蓄水箱集水口处用于对所述蓄水箱进行密封的密封件。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对种植平台上的绿化植物进行喷淋灌溉时，启动

第一水泵，第一水泵通过水管将蓄水箱内的水抽取到软管上，然后水沿着软管从喷洒头喷

洒出来、以实现对绿色植物进行喷淋灌溉的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密封件包括铰接于所述蓄水箱集水口处用于对集

水口进行封闭的密封板；设置于所述蓄水箱内侧壁上、与集水口相对应的挡板；多个贯穿于

所述挡板的圆孔；以及设置于所述挡板与所述蓄水箱内侧壁之间、用于对所述密封板进行

抵顶的浮动球。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蓄水箱内灌满水时，浮动球沿着挡板进行上浮，然后浮

动球对密封板进行抵顶，从而可以使得密封板对蓄水箱集水口进行密封盖合，进而可以防

止蓄水箱内的水被蒸发。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屋面平台上还设置有用于对水进行回收的回收组

件，所述回收组件包括：开设于所述屋面平台上的回收池；开设于所述回收池侧面的回收进

口；设置于所述回收进口的过滤网；安装于蓄水箱一侧上的第二安装架；设置于所述第二安

装架上的第二水泵；一端连接于所述回收池、另一端连接于所述第二水泵的出水管道；以及

一端连接于所述第二水泵、另一端连接于蓄水箱的进水管道。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回收池，可以便于对屋面平台上的雨水或者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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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后的水进行统一回收；通过设置过滤网，可以便于对屋面平台上的雨水或者喷淋后的水

进行过滤；通过设置第二水泵、出水管道以及进水管道相互配合的结构，可以便于将回收池

内的水抽取到蓄水箱内，这样从而可以实现对雨水进行充分循环利用的效果，进而起到绿

色节能环保的作用。

[002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屋面平台上还开设有与所述回收进口相连通的导

流水槽。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导流水槽，可以实现对屋面平台上的雨水起到

导流的作用，从而可以便于对雨水沿着导流水槽流入到回收池中进行统一收集。

[002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5] 1.通过设置蓄水组件可以对雨水进行统一收集的效果，然后蓄水组件对喷洒组件

进行供水；而通过设置驱动组件可以驱动滑板上的喷洒组件沿着底座进行往复移动，从而

可以便于对种植平台上的绿化植物进行自动喷洒灌溉，进而可以实现对雨水进行充分循环

利用、以起到绿色节能环保的效果；

[0026] 2.当蓄水箱内灌满水时，浮动球沿着挡板进行上浮，然后浮动球对密封板进行抵

接，从而可以使得密封板对蓄水箱集水口进行密封盖合，进而可以防止蓄水箱内的水被蒸

发；

[0027] 3 .通过设置回收池，可以便于对屋面平台上的雨水或者喷淋后的水进行统一回

收；通过设置过滤网，可以便于对屋面平台上的雨水或者喷淋后的水进行过滤；通过设置第

二水泵、出水管道以及进水管道相互配合的结构，可以便于将回收池内的水抽取到蓄水箱

内，这样从而可以实现对雨水进行充分循环利用的效果，进而起到绿色节能环保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密封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屋面平台；11、支撑板；12、第二电机；121、收卷轮；122、牵引绳；13、导流水

槽；2、种植平台；3、底座；4、滑板；41、固定杆；411、滑槽；42、升降板；421、滑块；43、支撑杆；

44、喷洒头；45、软管；46、第一电机；461、丝杆；5、蓄水箱；51、第一安装架；52、第一水泵；

521、水管；53、密封板；54、挡板；541、圆孔；55、浮动球；56、第二安装架；57、第二水泵；571、

出水管道；572、进水管道；6、回收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绿色建筑的节能屋面，包括：屋面平台1，在

该屋面平台1上设置有种植平台2，该种植平台2上可以种植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而为了便

于对种植平台2上的绿色植物进行有效均匀的灌溉，使得绿色植物可以补充充足的水分，所

以在本实施例中，在该屋面平台1上设置有一个喷洒机构、以及在该喷洒机构的一侧还设置

有一个蓄水组件，该蓄水组件不但可以用于对雨水进行统一收集，而且还可以为喷洒机构

提供充足的水资源，从而使得喷洒机构实现对种植平台2上的绿色植物进行灌溉，进而可以

实现对雨水进行充分循环利用、以起到绿色节能环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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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具体地，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该喷洒机构包括：在该屋面平台1靠近种植平

台2的一侧上安装有一个底座3，该底座3与该种植平台2的长度一样，且在该底座3的承载面

上滑动连接有滑板4，而在该底座3上开设有与该滑板4相配合的滑槽411，使得滑板4可以沿

着滑槽411在该底座3上滑动。

[0034] 同时，在该滑板4上还安装有一个喷洒组件，该喷洒组件朝向种植平台2的方向、以

对种植平台2上的绿色植物进行有效的喷洒灌溉效果；且在该底座3上还安装有驱动组件，

该驱动组件可以对滑板4进行移动、以对滑板4上的喷洒组件沿着底座3进行往复移动，从而

可以实现对种植平台2上的绿色植物进行自动灌溉的效果。

[0035] 更具体地，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该喷洒组件包括：在该滑板4上呈对称安装

有固定杆41，该两个固定杆41与该滑板4相互垂直，且在该两个固定杆41相对应的侧面上同

时连接有一块升降板42，该升降板42的两端分别与该两个固定杆41侧面相抵接，使得升降

板42可以在该两个固定杆41之间上下滑动。

[0036] 同时在该升降板42的顶部中间处竖向安装有一根支撑杆43，该支撑杆43上安装有

多个喷洒头44，该些喷洒头44均朝向种植平台2的方向设置；而在该喷淋头上连接有用于提

供水资源的软管45，该软管45的一端连接于该喷洒头44，该软管45的另一端连接于该蓄水

组件，从而使得蓄水组件中的水沿着软管45流进喷洒头44内，进而可以对实现对种植平台2

上的绿色植物进行灌溉的效果。

[0037] 较佳的，如图1所示，在该滑板4上还安装有升降件，该升降件用于驱动升降板42进

行上下移动、以实现对喷洒头44进行上下移动的效果，从而可以便于对不同高度的绿色植

物进行喷洒灌溉。而在本实施例中，该升降件包括：在该升降板42的两侧呈对称安装有滑块

421，在该两个固定杆41的侧面上均开设有与该滑块421相互配合的滑槽411；而在该滑板4

的承载面上安装有第一电机46，该第一电机46的驱动端朝向升降板42的方向，且该第一电

机46的驱动端连接有丝杆461，该丝杆461远离该第一电机46的一端贯穿于该升降板42。

[0038] 当需要对升降板42进行升降移动时，启动第一电机46，第一电机46驱动丝杆461进

行转动，丝杆461在转动过程中，可以驱动升降板42沿着丝杆461的延伸方向进行滑动，从而

使得升降板42上的滑块421沿着滑槽411进行升降滑动，进而可以便于升降板42带动支撑杆

43上的喷洒头44对绿色植物实现上下喷洒灌溉的效果。

[0039]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该驱动组件包括：在该底座3的两侧上均安装有支撑板

11，在该两块支撑板11上均安装有第二电机12，该两个第二电机12的驱动端均连接有收卷

轮121，在该两个收卷轮121上均卷绕有牵引绳122，该两根牵引绳122远离该收卷轮121的一

端均连接在该滑板4上。

[0040] 当需要驱动滑板4沿着底座3进行自动滑动时，同时启动两个第二电机12，两个第

二电机12驱动收卷轮121进行转动，其中一个收卷轮121在转动过程中对牵引绳122进行收

卷，而另一个收卷轮121则对牵引绳122进行松开，从而可以实现对滑板4进行自动滑动的效

果，进而可以使得滑板4带动喷洒组件对绿色植物进行移动灌溉的作用。

[0041]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该蓄水组件包括：在该屋面平台1上位于该种植平台2

的一侧上设置有蓄水箱5，在该蓄水箱5的顶部设置有一个呈漏斗形状的集水口，该集水口

用于对雨水进行收集；在该该蓄水箱5的外侧面上固定安装有第一安装架51，在该第一安装

架51上安装有第一水泵52，该第一水泵52的一侧上连通有一根水管521，该水管521伸进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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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箱5的底部，而第一水泵52背离该水管521的一侧连通于该软管45。

[0042] 当需要对种植平台2上的绿化植物进行喷淋灌溉时，启动第一水泵52，第一水泵52

通过水管521将蓄水箱5内的水抽取到软管45上，然后水沿着软管45从喷洒头44喷洒出来、

以实现对绿色植物进行喷淋灌溉的效果。

[0043] 同时，如图2所示，为了防止蓄水箱5内存储的水被蒸发的问题发生，所以在本实施

例中，在该蓄水箱5的集水口处设置有密封件，该密封件用于对蓄水箱5进行密封封闭的作

用。

[0044] 具体地，该密封件包括：在该蓄水箱5的集水口处铰接有一块密封板53，该密封板

53可以用于对集水口进行抵顶闭合；在该蓄水箱5的内侧壁上设置有挡板54，在该挡板54上

贯穿有多个圆孔541，且该挡板54与该蓄水箱5的内侧壁围成一个限位通道，该限位通道与

该集水口相互对应，当雨水从集水口进入到蓄水箱5时，雨水会沿着挡板54的圆孔541流入

到蓄水箱5内；同时在该限位通道内放置有一个浮动球55，该浮动球55由泡沫组成，遇到水

会浮在水面上。

[0045] 当蓄水箱5内灌满水时，浮动球55沿着挡板54与蓄水箱5内侧壁围成的限位通道进

行上浮，然后浮动球55对密封板53进行抵顶，从而可以使得密封板53对蓄水箱5集水口进行

密封盖合、以减少蓄水箱5内的水被蒸发的情况，进而可以起到节约水资源的效果。

[0046] 如图1所示，为了便于对洒在屋面平台1上雨水或者喷淋绿色植物后的水进行回收

循环利用，所以在本实施例中，在该屋面平台1上还设置有回收组件，该回收组件包括：在该

屋面平台1上开设有一个回收池6，该回收池6的池底以及池壁均由多层防水层铺设而成、以

防止回收池6内的水渗漏到屋内的天花上；而在该回收池6上盖合有盖板，在该回收池6的侧

面上开设有回收进口，而且在该屋面平台1上还开设有与回收进口相连通的导流水槽13，通

过设置导流水槽13，可以实现对屋面平台1上的雨水或者喷淋绿色植物后的水起到导流的

作用，从而可以便于对雨水或者喷淋绿色植物后的水沿着导流水槽13流入到回收池6中进

行统一收集。

[0047] 而且在该回收进口处安装有过滤网，该过滤网可以便于对雨水或者喷淋绿色植物

后的水进行过滤、以防止混合在水中的垃圾灰尘进行阻隔；同时在该蓄水箱5的一侧上还安

装有第二安装架56，在该第二安装架56上安装有第二水泵57，在该第二水泵57的一侧上连

接有出水管道571，该出水管道571背离该第二水泵57的一端伸进该回收池6的底部、以便于

对回收池6内的水进行抽取；而在该第二水泵57背离该出水管道571的一侧上连接有进水管

道572，该进水管道572从该蓄水箱5的顶部伸进、以便于对蓄水箱5进行注水存储。

[0048] 当需要对蓄水箱5内注入水时，启动第二水泵57，第二水泵57将回收池6内的水沿

着出水管道571进入到进水管道572内，然后水沿着进水管道572注入到蓄水箱5内，从而可

以实现对雨水进行充分循环利用的效果，进而起到绿色节能环保的作用。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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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