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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

系统，包括：多块种植区、水回收装置、灌溉装置、

测量装置、净化装置、自动控制系统、太阳能电池

板；每块种植区分为屋顶面、防渗透层、阻根层、

排水层、保湿层、种植层、隔离过滤层；灌溉装置

包括对植物叶片进行浇灌的第一灌溉装置、用于

对植物底部进行浇灌的第二灌溉装置；测量装置

包括湿度计、温度计、水位测量仪光照强度测量

仪；净化装置包括沉淀池、电絮凝器及生物膜；自

动控制系统包括通信装置、用户终端、控制器和

多种电动阀；太阳能电池板为绿化系统提供动

力。本实用新型通过不同功能的组合层种植区，

满足观赏性植物甚至蔬菜的种植需求，节约种植

用水，使用户远距离浇灌植物，提升种植的交互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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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应用在居民建筑物的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

括：

多块种植区(1)，每块种植区为中间高、四周低的曲面，每块种植区从下至上依次为屋

顶面(11)、防渗透层(12)、阻根层(13)、排水层(14)、保湿层(15)、种植层(16)，绿化植物栽

种在种植层；

水回收装置，包括位于每块种植区四周的回收支管(21)、回收总管(22)、水泵及蓄水桶

(23)，水通过回收支管汇聚到回收总管，在水泵的作用下进入蓄水桶；

灌溉装置，其灌溉水源来自于蓄水桶，设置在种植层上，包括第一灌溉装置(31)和第二

灌溉装置(32)，所述第一灌溉装置用于从上向下对植物进行浇灌，所述第二灌溉装置用于

对植物底部进行浇灌；

测量装置，包括设置在保湿层用于检测保湿层湿度的湿度计、设置在屋顶的用于检测

户外温度的温度计、设置在蓄水桶内的用于检测蓄水桶水位的水位测量仪、设置在屋顶的

用于感测光照强度的光照强度测量仪；

太阳能电池板(6)，倾斜固定在屋顶四周，为绿化系统提供动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屋顶面(11)

纵向设置为倾斜度在2～15°之间的斜坡面，横向为拱面，拱面的拱高占屋顶面横向跨距的

1％到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渗透层为土工膜、防水卷材、SBS改性沥青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混合；

所述阻根层为轻质混凝土、厚塑料板、铜箔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所述排水层为塑料排水板、橡胶排水板的一种或两种的组合；

所述保湿层为保湿毯及平铺在保湿毯上表面的陶粒；

所述种植层为土壤、陶土、珍珠岩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混合；

所述种植层之上还设有隔离过滤层(17)，其采用玻璃纤维、尼龙布、金属丝网、无纺布

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组合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层(14)

四周设置有若干个汇流嘴(141)；所述回收支管(21)设置在排水层四周，在汇流嘴的对应位

置开设有入水孔(211)，所述入水孔上覆盖有过滤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

净化装置(5)，所述净化装置包括与回收总管(22)相连的沉淀池(51)、与沉淀池及蓄水桶

(23)相连的电絮凝器(52)、及位于电絮凝器与蓄水桶(23)之间的生物膜，所述电絮凝器由

太阳能电池板提供动力。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灌溉装

置(31)包括与蓄水桶(23)连通的支撑管(311)、设置在支撑管上部的喷淋头(312)，喷淋头

的外侧开设有若干喷水口及用于驱动喷淋头旋转的电机，所述电机由太阳能电池板提供动

力。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每块种植区

的面积为2～20m2，每个种植区设有1～3个第一灌溉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灌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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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32)为设置在种植层上、且与蓄水桶(23)连通的多个直径为10-15mm的滴灌管(321)，所

述滴灌管上设有若干直径大小为2-5mm的出水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

由太阳能电池板(6)提供动力的自动控制系统，包括通信装置、用户终端、控制器、设置在回

收总管(22)上的总电动阀(221)；

所述通信装置用于将温度计、湿度计、光照强度测量仪的数据传输至用户终端；

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第一灌溉装置及第二灌溉装置开启时长、控制总电动阀是否开

启。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9所述的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

包括故障检测装置，所述故障检测装置包括分别设置在回收支管、回收总管上的流速计，设

置在蓄水桶内与水位测量仪联动的断水报警器，设置在第一灌溉装置、第二灌溉装置上的

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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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群配套设施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被称为“建筑第五立面”的屋顶，一直是都市中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处于一种被

忽略、被遗忘甚至被糟蹋的地位。一方面是城市绿化面积和水面面积被越来越多的高密度

建筑物蚕食，另一方面大量的屋顶却仍然素面朝天，未被有效利用，甚或成了“垃圾仓库”，

这是目前城市建设及管理上的一个死角。而被众多生态环境专家、城市规划专家、建筑设计

专家所推崇的屋顶绿化，则既能兼顾建筑景观，同时又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0003] 城市屋顶占有约城市面积的1/5，如果合理改善并加以利用，会使城市在环境与绿

化方面得到整体的提升。目前，中国在屋顶绿化领域还处于发展阶段，对于技术方面还有待

提升，而管理机制方面更是处于极度欠缺的状态。屋顶绿化全面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

环境危机、健康危机和经济危机。

[0004] 现在的屋顶绿化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园林教科书上的“屋顶花园”，而是把它提

升、扩大为一个新的行业。随着城镇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乡镇居民定居在城市，居民

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会在屋顶进行蔬菜种植等，将其与观赏性植物穿插种植，不仅可以充当

屋顶景观，也可以提高屋顶使用的经济性，由于蔬菜不同于观赏植物，其需要的水量较大，

若仅仅采用自来水进行灌溉，会导致资源浪费，用水量无法计量到个人，容易引发不必要的

矛盾，因此，亟需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满足

观赏和蔬菜种植的需求，且能节约用水，营造生态型屋顶绿化。

[0006]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应用在居民建筑

物的屋顶，所述系统包括：

[0007] 多块种植区，每块种植区为中间高、四周低的曲面，每块种植区从下至上依次为屋

顶面、防渗透层、阻根层、排水层、保湿层、种植层，绿化植物栽种在种植层；

[0008] 水回收装置，包括位于每块种植区四周的回收支管、回收总管、水泵及蓄水桶，水

通过回收支管汇聚到回收总管，净化后在水泵的作用下进入蓄水桶；

[0009] 灌溉装置，其灌溉水源来自于蓄水桶，设置在种植层上，包括第一灌溉装置和第二

灌溉装置，所述第一灌溉装置用于从上向下对植物进行浇灌，所述第二灌溉装置用于对植

物底部进行浇灌；

[0010] 测量装置，包括设置在保湿层用于检测保湿层湿度的湿度计、设置在屋顶的用于

检测户外温度的温度计、设置在蓄水桶内的用于检测蓄水桶水位的水位测量仪、设置在屋

顶的用于感测日照的光照强度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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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太阳能电池板，倾斜固定在屋顶四周，为绿化系统提供动力。

[0012] 居民建筑物的屋顶为公共区域，除了用于统一种植观赏型植物、花草外，对于老一

辈人来讲，更愿意用于种菜或根据个人爱好种植花卉，为保证居民规范种植，可将屋顶划分

为多个种植区，种植区之间可采用阵列分布的方式，或采用回字形分布的方式，只需在种植

区之间保留行走通道即可。为了节约种植浇灌所需要的水源，可将屋顶面的纵向设置为倾

斜度在2～15°之间的斜坡面，屋顶面的横向为拱面，拱高占屋顶面横向跨距的1％到5％，保

证雨水可以沿着斜坡面的较低侧和供面的较低侧流向屋顶面的最低点，同时2～15°的斜

度、1％～5％的拱高占比也可以保证屋顶面的平缓度，对居民在楼顶行走不会造成感官上

的差异。

[0013] 为保证屋顶下的居民房屋不渗水而设有防渗透层。更进一步地，所述防渗透层为

土工膜、防水卷材、SBS改性沥青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土工膜可以是聚氯乙烯和聚

乙烯、EVA制成，具有优良的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及优良的耐化学腐蚀性能，且具有较大的

使用温度范围和较长的使用寿命。防水卷材可采用PVC防水卷材，其具有拉伸强度高，伸长

率好，热尺寸变化率小的优点，当用作屋顶面上时，其具有良好的可焊接性，接缝热风焊接

后与屋顶面的母材成为一体；再者，其具有良好的水汽扩散性，冷凝物易排释，留至基层的

湿气、潮气易排出。SBS改性沥青的低温柔性好、延伸性能好，使用寿命长，施工简便，污染

小，尤其适用于低温寒冷地区和结构变形频繁的建筑防水工程。

[0014] 为避免植物根系损坏甚至穿透屋顶面，在防渗透层上铺设有阻根层。更进一步地，

所述阻根层为轻质混凝土、厚塑料板、铜箔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轻质混凝土具有密

度低的特点，其可以与屋顶体紧密结合，也可降低屋顶面的承重。厚塑料板密度低，且拼接

裁剪方便，便于在不规则屋顶面施工。采用铜箔铺设，在经济性允许的情况下，采用较薄的

厚度即可实现阻根的功能，且在其上刻画电路线，也可充当绿化系统的导线。

[0015] 为防止水量聚集在植物根系处，导致烂根，可在阻根层上设置排水层。更进一步

地，所述排水层为塑料排水板、橡胶排水板中的一种或两种的组合。

[0016] 为保证植物根系在合适的湿度环境下存活，在阻根层上方铺设有保湿层。更进一

步地，所述保湿层为保湿毯及平铺在保湿毯上表面的陶粒，使保湿层带有吸水储水的功能，

陶粒铺设在保湿毯上，可将保湿层以上的平面找平，且陶粒的内部结构特征呈细密蜂窝状

微孔，具有良好的导气性能，防止植物根系腐烂。

[0017] 在保湿层上铺设一定厚度的种植层，用作植物的生长基底。更进一步地，所述种植

层为土壤、陶土、珍珠岩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混合。根据植物的不同特性，可选择已混合

养分的土壤进行蔬菜种植，或选择陶土或珍珠岩进行花卉绿叶植物种植。

[0018] 为避免植物枯叶等杂质混入种植层甚至保湿层，导致腐烂后散发难闻气味或招惹

蚊虫，影响屋顶绿化环境，可在保湿层上设置隔离过滤层。更进一步地，所述隔离过滤层采

用玻璃纤维、尼龙布、金属丝网、无纺布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组合而成；当进行植物更替种

植时，可整体揭起，直接替换隔离过滤层，操作简单方便。

[0019] 在铺设屋顶种植面前，还需要设置好用于回收雨水或浇灌剩余水的水回收装置，

具体来说，在每块种植区的四周设置回收支管，用于回收雨水或用户浇灌流经种植区后的

残余水；更进一步地，为保证残余水从排水层导出时，能准确进入回收支管，在所述排水层

四周设置若干个汇流嘴；所述回收支管设置在排水层四周，在汇流嘴的对应位置开设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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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孔，所述入水孔上覆盖有过滤网，防止泥土或陶土落入回收支管，导致堵塞。

[0020] 每块种植区的残余水通过回收总管汇总后在水泵的作用下泵入蓄水桶，将蓄水桶

设置在屋顶斜坡面纵向较低一侧。太阳能电池板转化的电能通过电池储存，电池为水泵提

供运作的动力。

[0021] 当蓄水桶内的水用于浇灌时，根据植物和蔬菜的浇灌特性不同，结合第一灌溉装

置和第二灌溉装置可以满足不同植物和蔬菜的浇灌需求，或进行叶面洒水、或进行根系浇

水。

[0022] 为实现绿化植物的科学种植，需要对植物土壤的保湿度、空气湿度、日常光照进行

监控，通过设置湿度计、温度计和光照强度测量仪实现。为更好的监控蓄水桶的水位，防止

在降水量较少的天气，导致蓄水桶干涸，通过水位测量仪，用户结合当前天气的历史降雨

量，判断是否需要人为补充蓄水桶内的用水。

[0023] 进一步地，所述系统还包括净化装置，设置在屋顶斜坡面纵向较低一侧，所述净化

装置包括与回收总管相连的沉淀池、与沉淀池及蓄水桶相连的电絮凝器、及位于电絮凝器

与蓄水桶之间的生物膜，所述电絮凝器由太阳能电池板提供动力。

[0024] 将沉淀池设置在屋顶面纵向较低一侧，且将沉淀池的顶面设置在不高于裸露的屋

顶区域，在沉淀池的上顶面设有开口，使落非种植区的雨水可以流向沉淀池内，为减少杂质

进入沉淀池，在上部开口覆盖过滤网。其次，从种植区导出的残余水进入蓄水桶之前，通过

设置在回收支管上的过滤网进行过滤，保证进入蓄水桶的残余水不含有大颗粒杂质。但是，

随着用户对屋顶绿化的养护和治理，会导致残余水内含有化学物质或富营养物质，长期存

在蓄水桶内，容易导致水变质，甚至产生恶臭或有害细菌，因此，在回收总管的水及雨水进

入蓄水桶之前，先进入沉淀池进行沉淀，使少量细颗粒的泥土或陶土在沉淀池底部沉积，再

将沉淀池上部的清澈水导入电絮凝器，电絮凝器由太阳能电池板转化为电能提供动力。经

过电絮凝器后，残余水变成最多含有化学物质或富营养物质的水，此时，再通过设置在通向

蓄水桶的管道内的生物膜除去化学物质或富营养物质，变成清澈水，最后上时间储存在蓄

水桶内时，也不会发臭变质，保证用水的安全性。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灌溉装置包括与蓄水桶连通的支撑管、设置在支撑管上部的

喷淋头，喷淋头的外侧开设有若干喷水口及用于驱动喷淋头旋转的电机，所述电机由太阳

能电池板提供动力。

[0026] 进一步地，每块种植区的面积为2～20m2，每个种植区设有1～3个第一灌溉装置。

[0027]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灌溉装置为设置在种植层上、且与蓄水桶连通的多个直径为

10-15mm的滴灌管，所述滴灌管上设有若干直径大小为2-5mm的出水孔。

[0028] 当植物或蔬菜需要进行根部浇灌时，为避免水量过大导致蔬菜或花卉等植物根部

受损、或导致种植层土壤流失，不适应用大量水浇灌，此时，可采用滴灌的方式连续小量进

行。具体地，在植物根部的种植层上或隔离顾虑层上设置多根滴灌管，保证没相邻两排植物

中间有一根滴灌管即可，蓄水桶内的水进入滴灌管后从出水口渗出，节约用水的同时保证

植物根部用水的充足。进一步地，所述系统还包括由太阳能电池板提供动力的自动控制系

统，包括通信装置、用户终端、控制器、设置在回收总管上的总电动阀；

[0029] 所述通信装置用于将温度计、湿度计、光照强度测量仪的数据传输至用户终端；

[0030] 所述用户终端为手机或电脑，当用户在家时可采用电脑控制；当用户外出时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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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机控制；

[0031] 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第一灌溉装置及第二灌溉装置开启时长、控制总电动阀是否

开启。

[0032] 为提高屋顶绿化系统的自动化，使用户在家里或户外都可以对植物或蔬菜进行浇

灌，可通过通信装置将检测数据传给用户终端，用户终端根据自身对植物的了解，控制浇灌

的次数和用水量，使用户在远方也可体会到种植的交互性乐趣。具体地，在回收总管上设置

总电动阀，用于控制蓄水桶的水是否流出；在支撑管上设置第一电动阀，在滴灌管的水流入

口处设置第二电动阀，通过控制器控制总电动阀、第一电动阀和第二电动阀，可根据每个种

植区植物的不同特性，定时定量的进行浇灌，实现科学省水浇灌。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系统还包括故障检测装置，所述故障检测装置包括分别设置在回

收支管、回收总管上的流速计，设置在蓄水桶内与水位测量仪联动的断水报警器，设置在第

一灌溉装置、第二灌溉装置上的流量计。

[0034] 通过在用户终端上监控流速计和流量计的读数，与正常读数作对比，判断发生故

障的具体种植区，便于进行精准维修。当水位检测仪测得水位数据低于正常值时，断水报警

器报警，用户可选择进行人工加水，或将蓄水桶与居民楼自带的自来水管连通，且在自来水

管上设置第三电动阀，使第三电动阀与控制器连接，用户可通过用户终端，操作控制器，打

开第三电动阀，对蓄水桶实现远距离补充水量。

[003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有如下有益效果：通过不同功能的组合层种植区，满

足观赏性植物甚至蔬菜的种植需求，通过收集雨水、净化残余水，节约种植用水；自动控制

系统使用户远距离浇灌植物，提升种植的交互乐趣。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系统图；

[0037]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3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沉淀池结构图；

[0039]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种植区层次图；

[0040]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排水层汇流嘴分布图；

[0041] 图6为图5的A-A剖面图；

[0042]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一灌溉装置管道分布图；

[0043]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二灌溉装置管道分布图；

[0044] 图9为本实用新型中自动控制系统模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其中，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的附图中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的部件，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

实用新型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

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本实用新型中实施例术语“上”、“下”、“左”、“右”等指示的方

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

须具有特定的方位或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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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理解上述术语的具体含义。

[0046] 实施例

[0047]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节水型生态屋顶绿化系统，应用在居民建筑物的屋顶，所述

系统包括：多块种植区1，用于种植绿化植物、花卉或蔬菜，所述种植区1为中间高、四周低的

曲面，每块种植区1的面积为2～20m2；

[0048] 水回收装置，包括位于每块种植区1四周的回收支管21、回收总管22、水泵(图中未

示出)及蓄水桶23，水通过回收支管21汇聚到回收总管22，净化后在水泵的作用下进入蓄水

桶23；所述蓄水桶23埋入屋顶，在蓄水桶23上还设有可供雨水落入的开口，在开口上覆盖有

过滤网，可使露天屋顶的雨水直接落入蓄水桶23内进行储存；

[0049] 灌溉装置，其灌溉水源来自于蓄水桶23，设置在种植层16上，包括第一灌溉装置31

和第二灌溉装置32，所述第一灌溉装置31用于从上向下对植物进行浇灌，所述第二灌溉装

置32用于对植物底部进行浇灌；

[0050] 测量装置，包括设置在保湿层15用于检测保湿层15湿度的湿度计、设置在屋顶的

用于检测户外温度的温度计、设置在蓄水桶23内的用于检测蓄水桶23水位的水位测量仪、

设置在屋顶的用于感测光照强度的光照强度测量仪；

[0051] 净化装置5，包括与回收总管22相连的沉淀池51、通过管道53与沉淀池51及蓄水桶

23相连的电絮凝器52、及设置在电絮凝器52通向蓄水桶23 的管道53内的生物膜，所述电絮

凝器52由太阳能电池板6转化为电能提供动力。

[0052] 太阳能电池板6，倾斜固定在屋顶四周，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后，通过电池储存，为绿

化系统提供动力。

[0053] 如图3所示，沉淀池51的顶面设置在不高于裸露的屋顶区域，在沉淀池51的上顶面

设有开口，使落非种植区1的雨水可以流向沉淀池51内，为减少杂质进入沉淀池51，在上部

开口覆盖过滤网。为进一步提高沉淀效果，靠近回收总管22一侧的沉淀池51的底面低于靠

近电絮凝器52一侧的底面，二者的高低差形成容纳沉淀物的空间，将导出沉淀池51的水管

设置在靠近电絮凝器52一侧的上部，尽量减少进入电絮凝器52水的含泥沙量。

[0054] 如图4所示，每块种植区1从下至上依次为屋顶面11、防渗透层12、阻根层13、排水

层14、保湿层15、种植层16、隔离过滤层17；

[0055] 所述屋顶面11的纵向设置为倾斜度在2～15°之间的斜坡面，屋顶面11的横向为拱

面，拱高占屋顶面11横向跨距的1％到5％，将所述沉淀池51及蓄水桶  23设置在屋顶斜坡面

纵向较低一侧；

[0056] 所述防渗透层12为保证屋顶下的居民房屋不渗水而设，为土工膜、防水卷材、  SBS

改性沥青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0057] 所述阻根层13为避免植物根系损坏甚至穿透屋顶面11而设，为轻质混凝土、厚塑

料板、铜箔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0058] 所述排水层14为防止水量聚集在植物根系处导致烂根而设，为塑料排水板、橡胶

排水板中的一种或两种的组合；

[0059] 所述保湿层15为保证植物根系在合适的湿度环境下存活而设，为保湿毯及平铺在

保湿毯上表面的陶粒；

[0060] 所述种植层16用作绿化植物、花卉或蔬菜的生长基底，为土壤、陶土、珍珠岩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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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或至少两种的混合；

[0061] 所述隔离过滤层17为避免植物枯叶等杂质混入种植层16甚至保湿层15，导致腐烂

后散发难闻气味或招惹蚊虫，影响屋顶绿化环境而设，为玻璃纤维、尼龙布、金属丝网、无纺

布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0062] 结合图5和图6可知，所述回收支管21位于每块排水层14四周，上部设有多个入水

孔211，所述入水孔211上覆盖有过滤网，防止泥土或陶土落入回收支管21，导致堵塞；在排

水层14四周设置若干个汇流嘴141，汇流嘴  141的数量和位置与入水孔211相对应，使浇灌

绿化植物的用水流经种植层  16、保湿层15后形成的残余水从汇流嘴141进入入水孔211，再

通过回收支管21汇流到回收总管22内，防止残余水外溢到种植区1之间的走道内。

[0063] 结合图1和图7可知，在每个种植区1设有1～3个第一灌溉装置31，且第一灌溉装置

31设置在阻根层13、排水层14或保湿层15上，包括与蓄水桶23连通的多个第一分水管313、

与第一分水管313连通的多个支撑管311、设置在支撑管311上部的喷淋头312，喷淋头312的

外侧开设有若干喷水口及用于驱动喷淋头312旋转的电机，所述电机由太阳能电池板6提供

动力。当进行灌溉使，电机驱动喷淋头312旋转，水从喷水口喷出，通过选取合适功率的电

机，调整水喷出的距离，可对喷淋头312周围的绿化植物实现全覆盖，节约用水。

[0064] 结合图1和图8可知，所述第二灌溉装置32设置在种植层16上，包括与多个蓄水桶

23连通的第二分水管322，多个与第二分水管322连通的滴灌管321，滴灌管321的直径为10-

15mm，在滴灌管321上设有若干直径大小为  2-5mm的出水孔。

[0065] 如图7、图8和图9所示，为提高屋顶绿化系统的自动化，使用户在家里或户外都可

以对植物或蔬菜进行浇灌，在绿化系统内设置由太阳能电池板  6提供动力的自动控制系统

和故障检测装置。

[0066] 所述自动控制系统包括通信装置、用户终端、控制器、设置在回收总管  22上的总

电动阀221、设置在支撑管311上设置第一电动阀314、设置在滴灌管321的水流入口处设置

第二电动阀323、设置在建筑物自带的自来水管上的第三电动阀；自来水管与蓄水桶23连

通；

[0067] 所述通信装置用于将温度计、湿度计、光照强度测量仪的数据传输至用户终端；

[0068] 所述用户终端为手机或电脑，当用户在家时可采用电脑控制；当用户外出时可采

用手机控制；

[0069] 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第一灌溉装置31及第二灌溉装置32开启时长、控制总电动阀

221是否开启；

[0070] 所述总电动阀221用于控制蓄水桶23的水是否流出，第一电动阀314  控制水是否

流入支撑管311内，第二电动阀323控制是否流入滴灌管321内，第三电动阀控制自来水是否

流入蓄水桶23内。

[0071] 所述故障检测装置包括分别设置在回收支管21、回收总管22上的流速计，设置在

蓄水桶23内与水位测量仪联动的断水报警器，设置在第一灌溉装置31、第二灌溉装置32上

的流量计。

[0072] 通信装置将保湿层15湿度、当日室外温度、当日屋顶光照等数据传给用户终端，用

户根据自身对植物的了解，控制浇灌的次数和用水量，使用户在远方也可体会到种植的交

互性乐趣。控制浇灌时，通过控制器控制第一电动阀314、第二电动阀323的开始时间，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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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种植区1植物的不同特性，定时定量的进行浇灌，实现科学省水浇灌。居民楼管理处或

者用户根据水位测量仪测得蓄水桶23内剩余水量，判断是否需要开启第三电动阀，为蓄水

桶  23内注入自来水。通过在用户终端上监控流速计和流量计的读数，与正常读数作对比，

判断发生故障的具体种植区1，便于进行精准维修。

[0073] 显然，本实用新型虽然以上述实施例公开，但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任何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内，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都可以做

出可能的变化和修改。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书所界

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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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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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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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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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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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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