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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

生态屋顶，解决了现有技术中蓄水模块中无法满

足使蓄水池内水位恒定要求的问题。其技术方案

要点是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包

括设置于屋顶上的种植绿化模块，位于所述种植

绿化模块的水流下游处设置有蓄水模块，所述蓄

水模块包括与种植绿化模块相连的蓄水池、与蓄

水池相连的蓄水仓组以及供水流通的输水软管，

所述蓄水仓组安装有驱动蓄水仓组升降的升降

驱动装置，所述蓄水池安装有与升降驱动装置联

动以调控水流动的一级水位监测装置，达到了具

有可调控水量装置，从而确保蓄水池内水位保持

恒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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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包括设置于屋顶上的种植绿化模块(1)，其特

征在于：位于所述种植绿化模块(1)的水流下游处设置有蓄水模块(2)，所述蓄水模块(2)包

括与种植绿化模块(1)相连的蓄水池(21)、与蓄水池(21)相连的蓄水仓组以及供水流通的

输水软管(23)，所述蓄水仓组安装有驱动蓄水仓组升降的升降驱动装置，所述蓄水池(21)

安装有与升降驱动装置联动以调控水流动的一级水位监测装置(26a)。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

仓组包括至少两个依次相连的备用储水仓(22)，且所述升降驱动装置包括安装于每个备用

储水仓(22)下方的升降器(24)；所述一级水位监测装置(26a)连接于驱动蓄水仓组中位于

起始端的备用储水仓(22)的升降器(24)，且相邻两个所述备用储水仓(22)中位于前侧的备

用储水仓(22)内安装有与驱动后侧备用储水仓(22)的升降器(24)联动的二级水位监测装

置(26b)。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

仓组中位于末端的备用储水仓(22)中设置有与地下管道相通的排水阀组件(25)以及与排

水阀组件(25)联动的三级水位监测装置(26c)。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

水位监测装置(26a)、二级水位监测装置(26b)以及三级水位监测装置(26c)均包括框架

(261)、置于框架(261)内随水位高度变化的浮标(263)以及随浮标(263)沉浮而拨动控制升

降器(24)/排水阀组件(25)工作状态的拨动开关(26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

器(24)和排水阀组件(25)分别包括第一控制开关(27a)和第二控制开关(27b)，所述拨动开

关(262)包括供浮标(263)放置且置于框架(261)内纵向运动的栏框(2621)以及拨动第一控

制开关(27a)/第二控制开关(27b)的拨动片(262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其特征在于：位于所述

种植绿化模块(1)和蓄水池(21)之间设置有曲形排水槽(6)，所述曲形排水槽(6)所在处安

装有过滤再生模块(3)，所述过滤再生模块(3)包括安装于曲形排水槽(6)内的过滤装置

(31)以及施肥于种植绿化模块(1)内的施肥装置(3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

装置(31)包括阻隔安装于曲形排水槽(6)中的闸道(311)以及至少两个活动安装于闸道

(311)中的滤网兜(312)，所述滤网兜(312)具有吊挂于闸道(311)处的吊钩(312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施肥

装置(32)包括安装于种植绿化模块(1)内的导轨(321)以及供滤网兜(312)安置且沿导轨

(321)运动的车载体(322)，所述车载体安装有振动电机。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

绿化模块(1)包括位于上层且富含沙土的旱区(11)以及位于下层且富含黏土的湿区(12)，

所述蓄水池(21)处设置有作用于湿区(12)的灌溉模块(4)，所述灌溉模块(4)包括抽水装置

(41)和喷雾装置(42)。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其特征在于：靠近所

述曲形排水槽(6)处设置有集能模块(5)，所述集能模块(5)包括太阳能板(51)以及供电于

蓄水模块(2)、过滤再生模块(3)以及灌溉模块(4)的太阳能电源箱(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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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型生态屋顶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涉及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

保型生态屋顶。

背景技术

[0002] 海绵城市，顾名思义就像海绵一样的城市，在雨季能够将城市内降雨雨水进行收

集、蓄水以及净化，当需要水资源的时候，将已经储蓄的水资源进行释放加以利用。

[0003] 我国大多城市中有50%缺水甚至严重缺水，利用水资源特别是雨水资源是有效解

决城市水资源匮乏的重要途径。对雨水资源重新利用，首先需要对雨水资源采集及储蓄，雨

水储蓄工程能够有效对雨水的再利用，解决水资源紧缺的问题。

[0004] 专利公告号为CN205907783U的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海绵城市建设的导水系统，所

述导水系统包括地面水槽、导水管道和地下储水池；所述地面水槽为四周高中间低的凹形

水槽，所述地面水槽下部有水槽出水口；所述导水管道包括管道进水口、分路导水管和管道

出水口，管道进水口上部设过滤层；所述水槽出水口与所述管道进水口连通，所述管道出水

口与地下储水池连通，地下储水池包括上层储水池和下层储水池，所述上层储水池和下层

储水池之间通过管道连通，所述上层储水池具有多个储水腔；下层储水池具有多个储水腔，

所述管道为H型管道。

[0005] 利用地下储水池储水，且通过立体式结构提高蓄水量，但是从该专利论述可知，无

论水流量多少，水均储存在底层储水腔中，则地下储水池内的水量不定，若要使地下储水池

的水位保持恒定，以用于取水或观赏，则需要对储水腔和地下储水池的水量进行调控，因

此，迫切需要可实现水量调控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可调控水量装置的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

顶，从而确保蓄水池内水位保持恒定。

[000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

保型生态屋顶，包括设置于屋顶上的种植绿化模块，位于所述种植绿化模块的水流下游处

设置有蓄水模块，所述蓄水模块包括与种植绿化模块相连的蓄水池、与蓄水池相连的蓄水

仓组以及供水流通的输水软管，所述蓄水仓组安装有驱动蓄水仓组升降的升降驱动装置，

所述蓄水池安装有与升降驱动装置联动以调控水流动的一级水位监测装置。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地下室的屋顶上设置种植绿化模块和蓄水模块，蓄水

模块包括蓄水池、蓄水仓组以及输水软管，其中蓄水仓组处还安装有升降驱动装置，蓄水池

安装调控升降驱动装置的一级水位监测装置，通过一级水位监测装置检测蓄水池内的水

位，当蓄水池内的水位超过标准时，控制升降驱动装置驱动蓄水仓组下降，使两者的水位高

度发生变化，从而使两者的水压发生变化，最终使得蓄水池内多余的水流入蓄水仓组中，同

理，当蓄水池内水位不足标准时，升降驱动装置驱动蓄水仓组上升，从而使得蓄水仓组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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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释放至蓄水池内，达到使蓄水池内的水位保持恒定的目的。

[0009]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在于，所述蓄水仓组包括至少两个依次相连的备用储水仓，

且所述升降驱动装置包括安装于每个备用储水仓下方的升降器；所述一级水位监测装置连

接于驱动蓄水仓组中位于起始端的备用储水仓的升降器，且相邻两个所述备用储水仓中位

于前侧的备用储水仓内安装有与驱动后侧备用储水仓的升降器联动的二级水位监测装置。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蓄水仓组包括备用储水仓，每个备用储水仓底部设置有

升降器，设置二级水位监测装置，从而使得蓄水池和备用储水仓依次相连，且升降器和一级

或二级水位监测装置一一对应控制，控制水的储存途径，且一一调控沿水流途径位于前侧

的备用储水仓内的水位，防止水溢出，或者不足时加大调控蓄水池内水位的难度，因不足时

需要增加升降器的上升距离从而才能使水流入蓄水池内。

[0011]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在于，所述蓄水仓组中位于末端的备用储水仓中设置有与地

下管道相通的排水阀组件以及与排水阀组件联动的三级水位监测装置。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排水阀组件和三级水位监测装置，避免末端的备用

储水仓内水溢出，且通过排水阀组件和地下管道相通，增加蓄水模块和城市排水之间的连

接，提高城市排水能力。

[0013]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在于，所述一级水位监测装置、二级水位监测装置以及三级

水位监测装置均包括框架、置于框架内随水位高度变化的浮标以及随浮标沉浮而拨动控制

升降器/排水阀组件工作状态的拨动开关。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水位监测装置包括框架、浮标和拨动开关，浮标经水的浮

力置于水表面，从而实时监测水位的高度，且通过浮标驱动拨动开关运动，以此联动升降器

或排水阀组件的工作状态。

[0015]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在于，所述升降器和排水阀组件分别包括第一控制开关和第

二控制开关，所述拨动开关包括供浮标放置且置于框架内纵向运动的栏框以及拨动第一控

制开关/第二控制开关的拨动片。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控制开关，且拨动开关包括栏框和拨动片，栏框用于

放置浮标，从而增加浮标与拨动开关之间的连接牢固度，避免影响浮标的沉浮，或者浮标与

拨动开关的脱离，从而确保水位监测装置的精准性。

[0017]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在于，位于所述种植绿化模块和蓄水池之间设置有曲形排水

槽，所述曲形排水槽所在处安装有过滤再生模块，所述过滤再生模块包括安装于曲形排水

槽内的过滤装置以及施肥于种植绿化模块内的施肥装置。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曲形排水槽，相较于直线槽，增加排水槽的长度，从

而可储存更多的水，设置过滤再生模块，通过过滤模块将水中从种植绿化模块处顺水而下

的枯枝树叶过滤出，且通过施肥装置将过滤出的枯枝树叶运回至种植绿化模块中作为养

料，节约生态屋顶处的资源。

[0019]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在于，所述过滤装置包括阻隔安装于曲形排水槽中的闸道以

及至少两个活动安装于闸道中的滤网兜，所述滤网兜具有吊挂于闸道处的吊钩。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过滤装置包括闸道和滤网兜，且滤网兜具有吊钩，通过吊

钩吊挂在闸道处，便于滤网兜的可拆卸，且具有至少两个滤网兜，可确保在清除滤网兜内枯

枝树叶的同时，曲形排水槽内仍具备过滤装置，防止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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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在于，所述施肥装置包括安装于种植绿化模块内的导轨以及

供滤网兜安置且沿导轨运动的车载体，所述车载体安装有振动电机。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导轨和具有振动电机的车载体，车载体可放置滤网

兜，启动振动电机使得车载体在沿导轨运动的过程中同时发生振动，从而将滤网兜内的枯

枝树叶抖落在种植绿化模块中。

[0023]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在于，所述种植绿化模块包括位于上层且富含沙土的旱区以

及位于下层且富含黏土的湿区，所述蓄水池处设置有作用于湿区的灌溉模块，所述灌溉模

块包括抽水装置和喷雾装置。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旱区和湿区，旱区富含沙土，用于种植耐水性较差的

植物，湿区富含黏土，用于种植耐水性较好的植物，用于防止屋顶土壤的水土流失，且使得

种植绿化模块在干旱或梅雨天气时均能保持茂盛，同时可实现屋顶隔热的作用。

[0025]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在于，靠近所述曲形排水槽处设置有集能模块，所述集能模

块包括太阳能板以及供电于蓄水模块、过滤再生模块以及灌溉模块的太阳能电源箱。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集能模块，提高光能利用率，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减

轻生态屋顶电能消耗的负担，实现生态屋顶资源环保化的目的。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在地下室的屋顶上设置种植绿化模块和蓄

水模块，蓄水模块包括蓄水池、蓄水仓组以及输水软管，其中蓄水仓组处还安装有升降驱动

装置，蓄水池安装调控升降驱动装置的一级水位监测装置，通过一级水位监测装置检测蓄

水池内的水位，达到使蓄水池内的水位保持恒定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布局图；

[0029] 图2为蓄水模块处的示意图；

[0030] 图3为一级水位监测装置的示意图；

[0031] 图4为过滤装置处的示意图。

[0032] 图中，1、种植绿化模块；11、旱区；12、湿区；2、蓄水模块；21、蓄水池；22、备用储水

仓；22a、一级储水仓；22b、二级储水仓；23、输水软管；24、升降器；25、排水阀组件；251、阀

体；252、排水管；26a、一级水位监测装置；26b、二级水位监测装置；26c、三级水位监测装置；

261、框架；262、拨动开关；2621、栏框；2622、拨动片；2623、连轴；263、浮标；27a、第一控制开

关；27b、第二控制开关；3、过滤再生模块；31、过滤装置；311、闸道；3111、插槽；312、滤网兜；

3121、吊钩；32、施肥装置；321、导轨；322、车载体；4、灌溉模块；41、抽水装置；42、喷雾装置；

5、集能模块；51、太阳能板；52、太阳能电源箱；6、曲形排水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如图1所示，一种建设海绵城市用环保型生态屋顶，施工于地下室屋顶处，包括种

植绿化模块1和蓄水模块2，种植绿化模块1和蓄水模块2之间具有曲形排水槽6，种植绿化模

块1所在的地势比蓄水模块2所在的地势高，同时曲形排水槽6延伸至蓄水模块2处，使得种

植绿化模块1处多余的水可顺势汇集于曲形排水槽6流至蓄水模块2处，从而使屋顶可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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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水资源。位于种植绿化模块1和蓄水模块2之间的曲形排水槽6处设置有过滤再生模

块3。蓄水模块2和种植绿化模块1处设置有灌溉模块4。种植绿化模块1中靠近曲形排水槽6

处设置有用于供能的集能模块5。

[0035] 种植绿化模块1所在的地形整体呈V字型的斜坡，曲形排水槽6位于V字型的低洼

处，从而可汇集种植绿化模块1处的多余水资源。在曲形排水槽6两侧的斜坡上根据高度由

上至下依次分为旱区11和湿区12，旱区11富含沙土，用于种植耐水性较差的植物，湿区12富

含黏土，用于种植耐水性较好的植物，用于防止屋顶土壤的水土流失，且使得种植绿化模块

1在干旱或梅雨天气时均能保持茂盛，同时可实现屋顶隔热的作用。

[0036] 结合图2所示，蓄水模块2包括蓄水池21、蓄水仓组以及多个输水软管23，蓄水池21

位于地下室屋顶表面与曲形排水槽6相连，以便曲形排水槽6中的水引至蓄水池21内，蓄水

池21中可养殖水养植物作为景观池。蓄水仓组设于建筑内且包括至少两个经输水软管23相

连的备用储水仓22，在本实施例中，仅具有两个备用储水仓22，且两个备用储水仓22分别为

一级储水仓22a和二级储水仓22b，其中，一级储水仓22a经输水软管23与蓄水池21相连，则

蓄水池21、一级储水仓22a以及二级储水仓22b依次相连。二级储水仓22b中设置有排水阀组

件25，排水阀组件25包括阀体251和排水管252，其中阀体251连接有控制阀体251启闭的第

二控制开关27b，从而将二级储水仓22b内将溢出的水经排水管252排放至地下管道内。

[0037] 蓄水仓组处安装有升降驱动装置，升降驱动装置包括两个分别安装于一级储水仓

22a和二级储水仓22b下方的升降器24，每个升降器24具有各自允许的升降最大行程，其中，

一级储水仓22a下方升降器24的运动行程小于二级储水仓22b下方升降器24的运动行程，且

每个升降器24均独立通过线缆连接有一个第一控制开关27a，用于调控升降器24的抬升或

下降。

[0038] 结合图3所示，蓄水池21内安装有与一级储水仓22a下方的升降器24联动的一级水

位监测装置26a，一级储水仓22a内安装有与二级储水仓22b下方的升降器24联动的二级水

位监测装置26b，二级储水仓22b内安装有与排水阀组件25联动的三级水位监测装置26c。一

级水位监测装置26a、二级水位监测装置26b以及三级水位监测装置26c均包括经螺丝固定

安装在蓄水池21或备用储水仓22中的框架261，框架261呈空心棱柱状且由多个钢筋搭接而

成，且在一侧的钢筋处转动连接有一个塑料制成的拨动开关262，拨动开关262包括位于框

架261内的栏框2621、位于框架261外的拨动片2622以及位于栏框2621和拨动片2622之间转

动连接于框架261上的连轴2623，栏框2621为贴合框架261侧壁的空心架，且与连轴2623之

间相铰接，栏框2621内安置有一个随水位高度变化而沉浮的浮标263。拨动片2622与连轴

2623一体设置，且拨动片2622调动第一控制开关27a或第二控制开关27b的状态，经浮标263

带动拨动开关262转动，从而控制升降器24的运动方向或排水阀的启闭。

[0039] 参见图1所示，过滤再生模块3包括安装于曲形排水槽6内的过滤装置31以及工作

于种植绿化模块1中的施肥装置32，过滤装置31用于过滤从种植绿化模块1处顺水流动的枯

枝树叶，施肥装置32将枯枝树叶作为养料铺设于种植绿化模块1处，实现资源最大化。

[0040] 结合图4所示，过滤装置31包括预埋在曲形排水槽6中的闸道311，且闸道311由多

个横跨曲形排水槽6宽度的钢筋构成，闸道311中可拆卸安装有至少两个滤网兜312，在本实

施例中，仅具有两个滤网兜312，且两个滤网兜312沿水流方向前后放置，则闸道311具有两

个分别供每个滤网兜312安插的插槽3111，每个滤网兜312具有两个吊挂于闸道311上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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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处的吊钩3121，滤网兜312和闸道311配合完全拦截曲形排水槽6的截面，从而将随水流顺

势而下的枯枝树叶拦截在滤网兜312内。

[0041] 参见图1所示，施肥装置32包括预埋在种植绿化模块1斜坡处的导轨321，导轨321

弯曲穿梭于种植绿化模块1内的植物丛中，且每侧斜坡处均具有一个连续的导轨321。每个

导轨321上均设置有一个可放置滤网兜312的车载体322，车载体322内具有充电式的电瓶

（图中未示意出），驱动车载体322沿导轨321在种植绿化模块1内穿梭运动，且在车载体322

上安装有与电瓶相连的振动电机（图中未示意出），启动振动电机从而使得车载体322在运

动过程中将滤网兜312内的枯枝树叶振动出。

[0042] 参见图1所示，灌溉模块4包括两个从蓄水模块2中取水的抽水装置41以及工作于

种植绿化模块1中的喷雾装置42，抽水装置41包括水泵和一端置于蓄水池21内的抽水管（图

中未示意出），喷雾装置42包括与水泵相连的输水管和多个安装于输水管中的喷雾头（图中

未示意出），用于将蓄水池21中的水资源抽取引导至种植绿化模块1处，确保种植绿化模块1

处的绿化茂盛。

[0043] 参见图1所示，集能模块5包括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的太阳能板51以及将太阳能板51

收集到的电能进行储存和释放的太阳能电源箱52。太阳能板51安装在位于靠近曲形排水槽

6的灯杆顶端，远离植被种植处防止光线受干扰，同时靠近水源处，防止安全隐患，太阳能电

源箱52设置于太阳能板51附近，且为蓄水模块2中的升降驱动装置、过滤再生模块3中的施

肥装置32以及灌溉模块4中的抽水装置41提供电能，实现生态屋顶资源的环保化。

[0044] 利用本发明，雨天情况下，降水于种植绿化模块1和蓄水池21中，且种植绿化模块1

中多余的水资源经曲形排水槽6排至蓄水池21内，当蓄水池21内的水位超标将溢出时，启动

升降器24带动一级储水仓22a下降至可将蓄水池21中多余的水资源排放至一级储水仓22a

内，直至蓄水池21内水位达标；当一级储水仓22a内的水位超标将溢出时，启动升降器24带

动二级储水仓22b下降至可将一级储水仓22a中多余的水资源排放至二级储水仓22b内，直

至一级储水仓22a内水位达标；当二级储水仓22b内的水位超标将溢出时，启动排水阀组件

25可将二级储水仓22b中多余的水资源排放至地下管道处，直至二级储水仓22b内水位达

标，此时排水阀组件25关闭。当蓄水池21内水位不足时，启动升降器24带动一级储水仓22a

上升至可将一级储水仓22a内中的水资源排放至蓄水池21，直至蓄水池21内水位达标；当一

级储水仓22a内水位不足时，启动升降器24带动二级储水仓22b上升至可将二级储水仓22b

内中的水资源排放至一级储水仓22a，直至一级储水仓22a内水位达标。

[004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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