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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

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包括太阳能蓄供电组

件、轻质绿色屋顶、自动化滴灌组件及储水罐，轻

质绿色屋顶自建筑屋面以上依次为塑料排水板、

土工布、人工基质和佛甲草，人工基质由珍珠岩

与有机鸡粪肥混合而成，储水罐安装在建筑体内

顶层楼梯间内，用于接收轻质绿色屋顶排出的雨

水，储水罐上设有溢流口；太阳能蓄供电组件包

括太阳能板、充电控制器和蓄电池；自动化滴灌

组件包括滴灌管道、水分探测仪、水泵和滴灌控

制器，滴灌控制器根据人工基质内水分含量控制

水泵启停，达到自动滴灌目的。本发明提高雨期

绿色屋顶截流率的同时降低面源污染风险，又可

增强旱期绿色屋顶植物的存活，确保绿色屋顶的

生态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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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太阳能蓄

供电组件、轻质绿色屋顶、自动化滴灌组件及储水罐，所述轻质绿色屋顶自建筑屋面以上依

次为塑料排水板、土工布、人工基质和佛甲草，佛甲草以扦插的方式种植于人工基质中，所

述人工基质由珍珠岩与有机鸡粪肥以固定比例混合而成，所述土工布起到过滤作用，用于

有效拦截人工基质中的细小颗粒及营养物质的流失；所述塑料排水板及时汇排从人工基质

底部出流的渗水；

所述轻质绿色屋顶的一侧建筑屋面上设有排水通道，排水通道内填充有排水砾石，所

述塑料排水板与排水通道相连，所述排水通道的一端通过塑料排水管连接储水罐；

所述储水罐安装在建筑体的楼梯间内，储水罐安装高度低于建筑体顶层屋面，便于收

集储存雨水，所述储水罐上还设有溢流口，所述溢流口通过溢流管连接至市政排水管的排

水口；

所述太阳能蓄供电组件包括太阳能板、充电控制器和蓄电池，所述太阳能板安装于轻

质绿色屋顶侧方的建筑屋面上，用于能量转换，太阳能板所转换电能通过充电控制器储存

在蓄电池内，所述蓄电池为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提供电力；

所述自动化滴灌组件包括滴灌管道、水分探测仪、水泵和滴灌控制器，所述水泵的入口

通过管道与储水罐内底部相连，水泵出口通过管道连接滴灌管道，所述滴灌管道埋设于人

工基质底部，且位于土工布之上，所述水分探测仪埋设于人工基质内，用于检测人工基质内

水分，水分探测仪检测信号传递给滴灌控制器，所述滴灌控制器根据人工基质内水分含量

大小控制水泵启停，达到自动滴灌的目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人工基质中珍珠岩的粒径分级为4mm-8mm规格，有机鸡粪肥经高温发酵烘干而制，有机质

含量约50-70g/kg，由珍珠岩和有机鸡粪以体积比90:10混合后所制的人工基质中有机质含

量低于50g/kg，碱解氮含量低于150mg/kg，速效磷含量低于350mg/kg，既能供给植物足够的

养分，又能减少营养物质淋溶的可能性。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人工基质的干密度低于0.5g/cm3。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人工基质的孔隙度大于85％。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人工基质的最大持水量大于35％，既可有效拦蓄雨水又能提高旱期植物的存活率，

渗透率大于0.8cm/s，可以避免强降雨事件下屋顶积水的产生。

6.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太阳能蓄供电组件还包括电路板，所述蓄电池通过导线连接电路板的输入端，所述

电路板的输出端通过导线连接至自动化滴灌组件的各个用电设备。

7.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滴灌管道为由灌溉主管和灌溉支管相连组成的网状管网，所述灌溉支管上设有大

量的灌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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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领域，涉及一种屋顶绿化、智能灌溉、节能净水技术，具体涉及一

种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绿色屋顶可简单地定义为“置于人工建筑物上方的植被覆盖面”。早期绿色屋顶的

建设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而现代绿色屋顶除了单纯的审美功能，还能兼顾环

境效益。现代绿色屋顶是指在植物和种植基质下有意识地放置多个构造层，构成一个完整

的结构体。多数的绿色屋顶有着类似的结构，与屋面板直接接触，从屋面板开始往上构造层

依次为：防水层、排水层、过滤层、种植基质层和植物。

[0003] 绿色屋顶的建设，合理地利用了城市的上层空间，美化着城市建筑环境，更能给城

市带来众多的生态环境效益，如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促进建筑降温节能、控制与利用城市雨

洪、降低噪音和空气污染、丰富城市的物种多样性等等。目前，在我国大力倡导“海绵城市”

建设的背景下，作为一种对城市雨洪实行源头控制的主要工程措施，绿色屋顶在各地得到

越来越多的推广和应用。

[0004] 尽管绿色屋顶对发生频次较高的小降雨事件雨水截留率高、甚至不产流，但对发

生频次低的大降雨事件效果不佳。这是因为绿色屋顶蓄滞雨水能力有效，过多的降雨径流

仍然会离开屋顶，对城市管网系统造成压力；而对于那些采用高养分的种植基质的绿色屋

顶，还可能产生营养物质的淋溶问题，流向城市管网系统的屋顶雨水径流带来面源污染。此

外，绿色屋顶上的植物存活，是绿色屋顶发挥多种生态环境效益(如拦截及蒸腾雨水径流、

降温增湿、固碳释氧等)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在北方干旱地区或南方高温城市，当干旱缺水

等极端天气事件不可避免时，非常有必要对绿色屋顶实施灌溉以维持植物存活。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太阳能自动灌溉式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以解决现

有绿色屋顶中应对大降雨事件时的水资源流失问题、面源污染问题及极端天气情况下植物

的存活问题，让绿色屋顶在城市中更好地发挥其各种生态功能。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基于太阳能自动灌溉式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太阳能

蓄供电组件、轻质绿色屋顶、自动化滴灌组件及储水罐，所述轻质绿色屋顶自建筑屋面以上

依次为塑料排水板、土工布、人工基质和佛甲草，佛甲草以扦插的方式种植于人工基质中，

所述人工基质由珍珠岩与有机鸡粪肥以固定比例混合而成，所述土工布起到过滤作用，用

于有效拦截人工基质中的细小颗粒及营养物质的流失；所述塑料排水板及时汇排从人工基

质底部出流的渗水；

[0008] 所述轻质绿色屋顶一侧的建筑屋面上设有排水通道，排水通道内填充有排水砾

石，所述塑料排水板与排水通道相连，所述排水通道的一端通过塑料排水管连接储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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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储水罐安装在建筑体的楼梯间内，储水罐安装高度低于建筑体顶层屋面，便

于收集储存雨水，所述储水罐上还设有溢流口，所述溢流口通过溢流管连接至市政排水管

的排水口；

[0010] 所述太阳能蓄供电组件包括太阳能板、充电控制器和蓄电池，所述太阳能板安装

于轻质绿色屋顶侧方的建筑屋面上，用于能量转换，太阳能板所转换电能通过充电控制器

储存在蓄电池内，所述蓄电池为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提供电力；

[0011] 所述自动化滴灌组件包括滴灌管道、水分探测仪、水泵和滴灌控制器，所述水泵的

入口通过管道与储水罐内底部相连，水泵出口通过管道连接滴灌管道，所述滴灌管道埋设

于人工基质底部，且位于土工布之上，所述水分探测仪埋设于人工基质内，用于检测人工基

质内水分，水分探测仪检测信号传递给滴灌控制器，所述滴灌控制器根据人工基质内水分

含量大小控制水泵启停，达到自动滴灌的目的。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人工基质中珍珠岩的粒径分级为4mm-8mm规格，有机鸡粪肥经高温

发酵烘干而制，有机质含量约50-70g/kg。由珍珠岩和有机鸡粪以体积比90:10混合而制的

人工基质中有机质含量低于50g/kg，碱解氮含量低于150mg/kg，速效磷含量低于350mg/kg，

既能供给植物足够的养分，又能减少营养物质淋溶的可能性。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人工基质的干密度低于0.5g/cm3。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人工基质的孔隙度大于85％。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人工基质的最大持水量大于35％，既可有效拦蓄雨水又能提高旱

期植物的存活率，渗透率大于0.8cm/s，可以避免强降雨事件下屋顶积水的产生。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太阳能蓄供电组件还包括电路板，所述蓄电池通过导线连接电路

板的输入端，所述电路板的输出端通过导线连接至自动化滴灌组件的各个用电设备。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滴灌管道为由灌溉主管和灌溉支管相连组成的网状管网，所述灌

溉支管上设有大量的灌溉孔。

[0018]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

[0019] 佛甲草适应能力强并具备一定观赏价值，所配置的人工基质层则具备优良的物理

化学特征，不仅能有效发挥绿色屋顶的降雨截留功能，也能较好降低屋顶雨水径流所带来

的面源污染。人工基质采用有限的(体积比为10％)有机肥，能有效降低营养物质在绿色屋

顶产流过程中淋溶的可能性。此外，通过选择聚丙烯精制无纺布的土工布过滤净化水质，可

进一步降低绿色屋顶面源污染风险。绿色屋顶降雨径流的排出由排水砾石及塑料排水管承

担。人工基质层中间位置，放置水分探测仪，可检测人工基质水分干湿程度，当人工基质水

分低于凋萎系数时反馈于滴灌控制器，由此开启水泵控制器及水泵，将储水罐的水通过灌

溉主管、灌溉支管、灌溉孔引至人工基质层，进行灌溉，保证植物在干旱期的存活。当人工基

质水分到达田间持水量时再次反馈于滴灌控制器，关闭水泵控制器及水泵，中止灌溉。

[0020]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既可以提高绿色屋顶在应对大降雨事件时的雨水截留

率，也能降低种植基质营养物质淋溶所带来的面源污染风险，同时利用屋顶太阳能资源解

决植物干旱缺水时的灌溉问题，有效保障绿色屋顶发挥各项生态环境功能，助力海绵城市

建设及绿色节能环保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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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整体平面示意图；

[0022] 图2是具有溢流功能的储水罐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绿色屋顶立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自动化滴灌组件平面示意图；

[0025] 图5是太阳能蓄供电组件及用电器件连接示意图。

[0026] 图中：1-楼梯间，2-排水砾石，3-轻质绿色屋顶，4-太阳能板，5-屋面排水口，10-储

水罐，11-溢流管，12-水泵，21-塑料排水管，31-佛甲草，32-人工基质，33-土工布，34-塑料

排水板，35-水分探测仪，36-灌溉主管，37-灌溉支管，38-灌溉孔，40-滴灌控制器，41-水泵

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用于

说明本发明，但不能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8]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相连”、“连

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

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9] 一种太阳能自动灌溉式保水洁水绿色屋顶系统，包括太阳能蓄供电组件、具有净

化功能的轻质绿色屋顶3、自动化滴灌组件及具有溢流功能的储水罐10。

[0030] 太阳能蓄供电组件由太阳能板4、充电控制器、蓄电池和电路板等组成。太阳能板4

放置于绿色屋顶旁侧，充电控制器、蓄电池、电路板放在建筑体内顶层楼梯间1，便于维护管

理。太阳能板4通过阳光照射产生电能，通过充电控制器与蓄电池相连，蓄电池的顶部固定

并连接电路板输入端，电路板输出端与绿色屋顶上的用电器件，如水分探测仪35、水泵控制

器41、水泵12等相连。

[0031] 具有净化功能的轻质绿色屋顶3的构建如下：自建筑屋面以上依次为塑料排水板

34、土工布33、人工基质32和佛甲草31。佛甲草31以扦插的方式种植于人工基质32中，柱株

距为30×30cm；人工基质32厚度介于5-15cm，其配方则由珍珠岩与有机鸡粪肥以90％和

10％的体积比混合而成，所述珍珠岩为市场上粒径分级4mm-8mm规格，有机鸡粪肥经高温发

酵烘干而制，有机质含量约60g/kg，可于花木市场购得。由此混合而成的人工基质32具有优

良的物理化学特性，如其干密度仅为0.207g/cm3能有效避免绿色屋顶兴建时荷载过重问

题，孔隙度高达91.4％非常有利于植物根系的气体交换、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最大持水量

达36.65％既能有效拦蓄雨水又能提高旱期植物的存活率，渗透率0.899cm/s可以避免强降

雨事件下屋顶积水的产生，与此同时，人工基质32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等的含量仅为

31.2g/kg、124.8mg/kg、307.2mg/kg，既能供给植物足够的养分，又能减少营养物质淋溶的

可能性。

[0032] 本发明人工基质32由轻质骨料与有机肥以90:10的体积混合而成，土工布33选择

聚丙烯精制无纺布，可以有效拦截人工基质32中的细小颗粒及营养物质的流失，人工基质

32和土工布33的运用，可起到降低绿色屋顶出流渗水中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氮磷等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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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净化水质的效果。塑料排水板34抗压强度高、荷载轻，易于安装、可及时汇排从人工

基质32底部出流的渗水。绿色屋顶一侧设有排水通道，通道尽头开小孔，连接塑料排水管

21，对绿色屋顶径流进行收集、运输。

[0033] 自动化滴灌组件由滴灌管道(含主管及支管)、水分探测仪35、水泵12、滴灌控制器

等组成。滴灌管道铺设于绿色屋顶人工基质32底部、土工布33之上；所述水分探测仪35放置

于绿色屋顶人工基质32层中部，并通过导线与太阳能蓄供电组件的电路板输出端相连，水

泵12和滴灌控制器也通过导线与电路板的输出端相连，其中滴灌控制器固定于电路板周

围，水泵12安装于储水罐10上方、建筑体内顶层的楼梯间1内，从控制储水罐10的抽出水、向

滴灌管道供水。水分探测仪35监测绿色屋顶人工基质32的水分信息，当水分低于凋萎系数

时，反馈于滴灌控制器，由此触动滴灌控制器将水泵12开启，对滴灌管道供水，灌溉人工基

质32，保证植物在旱期的存活；当水分探测仪35监测到人工基质32水分高于田间持水量时，

再次反馈于滴灌控制器，继而关闭水泵控制器41及水泵12，停止对滴灌管道供水。

[0034] 储水罐10放置放在建筑体内顶层楼梯间1、位于水泵12下方，储水罐10的安装高度

(底部高度)低于建筑屋面，便于接收轻质绿色屋顶3的排水，储水罐10顶部开设进水口和出

水口，上部侧边顶部开设溢流口，溢流口高度高于建筑顶部的屋面，便于排水。进水口与收

集绿色屋顶降雨径流的塑料排水管21相连，出水口通过插底的水管与水泵12入口相连。溢

流口通过塑料溢流管11与建筑体内市政排水管道屋面的排水口相连，保证极端降雨情况下

储水罐10的水不会满溢进楼道。储水罐10将暴雨时绿色屋顶不能完全吸收的多余的降雨径

流收集起来，超过储水罐10容积的水将通过其顶端溢流口流出，通过溢流管11连接至建筑

体顶部的屋面排水口5，流入市政排水管道系统。储水罐10顶部水泵12的出口与灌溉主管36

相连，在绿色屋顶植物需水时进行灌溉，保证植物的存活，使得绿色屋顶持续发挥其生态环

境效益。储水罐10的最小体积可由所建造的绿色屋顶人工基质32的相关特性计算而得。计

算式为储水罐10最小体积＝人工基质32田间持水量×人工基质厚度，同时应考虑不超出建

筑体内顶层楼梯间1的可放置空间。

[0035] 绿色屋顶降雨径流的排出由排水砾石2及塑料排水管21承担。人工基质32层中间

位置，放置水分探测仪35，可检测人工基质32水分干湿程度，当人工基质32水分低于凋萎系

数时反馈于滴灌控制器，由此通过水泵控制器41开启水泵12，将储水罐10的水通过灌溉主

管36、灌溉支管37、灌溉孔38引至人工基质32层，进行灌溉，保证植物在干旱期的存活。当人

工基质32水分到达田间持水量时再次反馈于滴灌控制器，通过水泵控制器41关闭水泵12，

中止灌溉。绿色屋顶旁侧放置太阳能板4，如图3所示。

[0036] 在人工基质32底部、土工布33上部，放置灌溉主管36及灌溉支管37，灌溉水最后由

灌溉孔38流出浸湿人工基质32，自动化滴灌组件的平面布置图如图4所示。其中，水分探测

仪35与建筑体内顶层楼梯间1所放置的电路板的输出端相连，水泵控制器41和水泵12也与

电路板的输出端相连，如图4所示。

[0037]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尽管参照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各种组合、

修改或者等同替换，都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

求范围当中。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1990236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11990236 A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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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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