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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屋顶绿化技术领域，提供一种生

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旨在解决采用为喷灌、

滴灌的方式很难实现长时间、稳定的供水，且会

导致水蚀与水土流失，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同时

影响整体景观效果的问题，包括屋顶上设置的灌

溉装置和雨水收集组件，所述屋顶铺设有栽培土

壤，所述灌溉装置通过输水管贯通连接有集水

箱，且输水管位于集水箱内腔的一段上安装有水

泵，所述雨水收集组件设置在屋顶排水口下沿，

所述集水箱的内部设有补水系统，所述集水箱的

外壁上安装有控制面板。本发明一种生态园屋顶

植被灌溉装置，尤其适用于生态园的屋顶绿化建

设使用，节水效果佳，具有较高的商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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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包括屋顶上设置的灌溉装置和雨水收集组件，其特

征在于，所述屋顶铺设有栽培土壤，所述灌溉装置通过输水管贯通连接有集水箱，且输水管

位于集水箱内腔的一段上安装有水泵，所述雨水收集组件设置在屋顶排水口下沿，所述集

水箱的内部设有补水系统，所述集水箱的外壁上安装有控制面板；

所述灌溉装置包括分水总管、第一灌溉支管、喷水嘴、第二灌溉支管和微润管，所述分

水总管位于栽培土壤下部，且分水总管与输水管的输出端贯通连接，所述分水总管上贯通

连接有第一灌溉支管和多个第二灌溉支管，第一灌溉支管位于分水总管的中部，通过喷水

嘴可以保证最大的灌溉覆盖范围，所述第一灌溉支管的上端通过支撑管安装有多个喷水

嘴，所述第二灌溉支管上安装有微润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集组件

包括防护网、过滤层、雨水收集管和连接管，所述雨水收集管通过支架安装在屋顶的下部，

所述雨水收集管与屋顶排水口贯通连接，且连接处设有防护网和过滤层，所述防护网位于

过滤层的上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补水系统包括

进水管、电磁阀和补水控制组件，所述进水管的输出端和输入端分别贯通连接集水箱和自

来水源，所述进水管上安装有电磁阀，所述补水控制组件安装在集水箱的内壁上。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补水控制组件

包括套筒和安装在套筒上的安装盒，所述套筒安装在集水箱的内壁上，所述套筒的内腔中

滑动连接有磁性浮子，所述安装盒的内腔下部转动安装有磁性翻板，且磁性翻板垂直设置，

所述磁性翻板的上端贴覆有铜层，且磁性翻板的下方设有铁质滑块，所铁质滑块的下端通

过压力弹簧连接有电磁铁，电磁铁安装在安装盒的内底壁上，所述铁质滑块与安装盒的内

侧壁滑动连接，所述铁质滑块的上端中部安装有与磁性翻板上端贴覆铜层相匹配的第二铜

触块，所述第二铜触块的上端开设有卡口。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箱的侧壁

上安装有液位计。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箱的侧壁

上部安装有溢水管。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栽培土壤中设

有土壤湿度感应器。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补水控制组件

还包括永磁铁，所述永磁铁通过多个支撑弹簧安装在安装盒的内顶壁上，且永磁铁与安装

盒的内壁滑动连接，所述永磁铁的上端安装有铜触片，且铜触片的上方设置有第一铜触块，

且第一铜触块安装在安装盒的内顶壁上。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磁性翻板的上

端为弧形结构，且磁性翻板的下部设置有配重块。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屋顶的边缘

设置有水土防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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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屋顶绿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生态园是指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导致的环境质量

下降的问题，强调绿地对城市的渗透力和系统性，运用生物学、生态学规律建立绿色走廊,

并以此引导城市的空间布局的集自然-人文于一体的园林地带。

[0003] 屋顶绿化对增加城市绿地面积，改善日趋恶化的人类生存环境空间；改善城市高

楼大厦林立，改善众多道路的硬质铺装而取代的自然土地和植物的现状；改善过度砍伐自

然森林，各种废气污染而形成的城市热岛效应，沙尘暴等对人类的危害；开拓人类绿化空

间，建造田园城市，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以及对美化城市环境，改善生态效

应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004] 由于屋顶的特殊构造，屋顶植被的生长尤其是根系的生长空间严重受限，土壤层

的厚度极大的限制了屋顶植被水分的保持。针对屋顶绿化水分胁迫问题，目前灌溉大多采

用为喷灌、滴灌的方式。这些灌溉方法很难实现长时间、稳定的供水，且会导致水蚀与水土

流失，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同时影响整体景观效果。

[0005] 另外在水资源相当匮乏的今天，绿化养护如何节水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雨水是

地球水循环的一部分，更是大部分生物系统的重要淡水资源，如何有效地收集利用雨水以

供利用，将成为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中的重要一环。

[0006] 公开号为CN207505653U的专利，一种用于屋顶绿化的灌溉装置，包括用于灌溉屋

顶植被的供水系统，供水系统包括水箱，还包括对称设置在屋顶两侧的传动组件，传动组件

上固定有洒水管，洒水管位于屋顶上方并与水箱连通设置，传动组件包括中空的固定板、丝

杆以及用于驱动丝杆转动的驱动电机，解决了水分灌溉不均匀的问题，但是仅通过喷灌的

方式，很难实现长时间、稳定的供水，且会导致水蚀与水土流失。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生态

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

发明内容

[0007]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适应现实需要，提供一种生态园屋顶植

被灌溉装置，以解决采用为喷灌、滴灌的方式很难实现长时间、稳定的供水，且会导致水蚀

与水土流失，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同时影响整体景观效果的问题。

[0009] (2)技术方案

[0010]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11] 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包括屋顶上设置的灌溉装置和雨水收集组件，所

述屋顶铺设有栽培土壤，所述灌溉装置通过输水管贯通连接有集水箱，且输水管位于集水

箱内腔的一段上安装有水泵，所述雨水收集组件设置在屋顶排水口下沿，所述集水箱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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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设有补水系统，所述集水箱的外壁上安装有控制面板；

[0012] 所述灌溉装置包括分水总管、第一灌溉支管、喷水嘴、第二灌溉支管和微润管，所

述分水总管位于栽培土壤下部，且分水总管与输水管的输出端贯通连接，所述分水总管上

贯通连接有第一灌溉支管和多个第二灌溉支管，所述第一灌溉支管的上端通过支撑管安装

有多个喷水嘴，所述第二灌溉支管上安装有微润管。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雨水收集组件包括防护网、过滤层、雨水收集管和连接管，所述雨

水收集管通过支架安装在屋顶的下部，所述雨水收集管与屋顶排水口贯通连接，且连接处

设有防护网和过滤层，所述防护网位于过滤层的上部。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补水系统包括进水管、电磁阀和补水控制组件，所述进水管的输出

端和输入端分别贯通连接集水箱和自来水源，所述进水管上安装有电磁阀，所述补水控制

组件安装在集水箱的内壁上。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补水控制组件包括套筒和安装在套筒上的安装盒，所述套筒安装

在集水箱的内壁上，所述套筒的内腔中滑动连接有磁性浮子，所述安装盒的内腔下部转动

安装有磁性翻板，且磁性翻板垂直设置，所述磁性翻板的上端贴覆有铜层，且磁性翻板的下

方设有铁质滑块，所铁质滑块的下端通过压力弹簧连接有电磁铁，电磁铁安装在安装盒的

内底壁上，所述铁质滑块与安装盒的内侧壁滑动连接，所述铁质滑块的上端中部安装有与

磁性翻板上端贴覆铜层相匹配的第二铜触块，所述第二铜触块的上端开设有卡口。

[0016] 进一步的，所述集水箱的侧壁上安装有液位计。

[0017] 进一步的，所述集水箱的侧壁上部安装有溢水管。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栽培土壤中设有土壤湿度感应器。

[0019] 进一步的，所述补水控制组件还包括永磁铁，所述永磁铁通过多个支撑弹簧安装

在安装盒的内顶壁上，且永磁铁与安装盒的内壁滑动连接，所述永磁铁的上端安装有铜触

片，且铜触片的上方设置有第一铜触块，且第一铜触块安装在安装盒的内顶壁上。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磁性翻板的上端为弧形结构，且磁性翻板的下部设置有配重块。

[0021] 进一步的，所述屋顶的边缘设置有水土防护板。

[0022] (3)有益效果：

[0023] 1、通过分水总管、第一灌溉支管、喷水嘴、第二灌溉支管和微润管的组合结构，在

输水管将集水箱中的水输送到屋顶后，水通过分水总管进行分流，可将第一灌溉支管置于

分水总管的中部，通过喷水嘴可以保证最大的喷溉覆盖范围，同时，第二灌溉支管上安装的

多个微润管，当微润管内充满水时，水分子通过这些微孔向管壁外迁移，微润管埋在栽培土

壤中，水分就会进一步向栽培土壤迁移，使栽培土壤湿润，起到灌溉作用，该灌溉方法能以

微量、缓慢、连续不断地出水方式，向植物根系提供水分，灌溉过程与植物的吸水过程时间

上同步，实现无胁迫灌溉，两种灌溉方式相结合，在保证根系供水的同时，有效的湿润植被

的表面，冲洗走灰尘，观赏效果更佳。

[0024] 2、通过防护网、过滤层、雨水收集管和连接管的组合结构，下雨时，多余的雨水通

过屋顶排水口进入雨水收集管中，防护网可以有效的起到固土的作用，防止水土流失，同时

过滤层的设计，可以过滤掉掉雨水经过土壤所带走的杂质，防止堵塞管道，过滤后的雨水通

过连接管进入集水箱中，将雨水收集用于灌溉用水，极大地节约了水资源，相应国家节水倡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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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3、通过进水管、电磁阀和补水控制组件的组合结构，在雨水不足时，可以通过开放

电磁阀，从而将自来水引入集水箱中，补充水量，满足屋顶灌溉的需求。

[0026] 4、通过磁性浮子、磁性翻板、铜层、铁质滑块、压力弹簧、电磁铁、第二铜触块的组

合结构，在集水箱中的水位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即磁性翻板的安装高度，与集水箱水位相贯

通的套筒中的水位同步下降，磁性浮子下降到磁性翻板的位置，带动磁性翻板翻转，磁性翻

板的上端翻转向下压动铁质滑块并卡合入第二铜触块的卡口中，此时磁性翻板上贴覆的铜

层与第二铜触块相抵触，电路连通，电磁阀开放，将自来水引入集水箱中，补充水量，满足屋

顶灌溉的需求。

[0027] 5、在自来水引入集水箱中后，水位逐渐上升，当磁性浮子上升到预定的水位高度

时，即永磁铁的安装高度，磁性浮子上升带动永磁铁同步抬升，带动永磁铁上安装的铜触片

抵触的第一铜触块，电路连通，电磁铁启动，吸引铁质滑块向下运动，磁性翻板在配重块的

重力作用下，完成翻转，磁性翻板上贴覆的铜层与第二铜触块分离，电磁阀关闭，保证集水

箱中的水量平衡。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结构侧视图；

[0030] 图3为图1中本发明的上部剖视图；

[0031] 图4为图3中第一灌溉支管与喷水嘴的组合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图3中第二灌溉支管与微润管的组合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图3中A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4] 图7为集水箱的内部剖视图；

[0035] 图8为补水控制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9为图8中B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7] 图10为图8中C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8] 图11为图8中磁性翻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中：屋顶侧边防护板1、前后侧板2、屋顶3、灌溉装置4、分水总管41、第一灌溉支

管42、喷水嘴43、第二灌溉支管44、微润管45、土壤湿度感应器46、输水管5、雨水收集组件6、

防护网61、过滤层62、雨水收集管63、连接管64、集水箱7、补水系统8、进水管81、电磁阀82、

补水控制组件83、套筒831、滑杆832、磁性浮子833、安装盒834、支撑弹簧835、永磁铁836、铜

触片837、第一铜触块838、磁性翻板839、铁质滑块8310、压力弹簧8311、电磁铁8312、第二铜

触块8313、液位计9、控制面板10、溢水管11、水泵12。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1-11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41] 请参照附图1-2，本实施例中，一种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包括屋顶3上设置的

灌溉装置4和雨水收集组件6，所述屋顶3铺设有栽培土壤，利于植被种植，所述灌溉装置4通

过输水管5贯通连接有集水箱7，且输水管5位于集水箱7内腔的一段上安装有水泵12，通过

水泵12将集水箱7中的水通过水泵12抽吸到屋顶上并通过灌溉装置4实现灌溉，所述雨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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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组件6设置在屋顶3排水口下沿，用于收集雨水，所述集水箱7的内部设有补水系统8，防止

集水箱7内部水量不足时，无法灌溉，所述集水箱7的外壁上安装有控制面板10，控制面板10

内置有PLC控制器，智能集成，有效的保证灌溉系统4的运行。

[0042] 本实施例中，如图1-3所示，所述灌溉装置4包括分水总管41、第一灌溉支管42、喷

水嘴43、第二灌溉支管44和微润管45，所述分水总管41位于栽培土壤下部，且分水总管41与

输水管5的输出端贯通连接，水通过分水总管41进行分流，所述分水总管41上贯通连接有第

一灌溉支管42和多个第二灌溉支管44，所述第一灌溉支管42的上端通过支撑管安装有多个

喷水嘴43，可将第一灌溉支管42置于分水总管41的中部，通过喷水嘴43可以保证最大的喷

溉覆盖范围，所述第二灌溉支管44上安装有微润管45，微润管45是一种以半透膜为核心材

料制成的软管状给水器，具有双层结构，其特点是管壁上没有固定孔距的孔，而内壁上的每

一点都有数量巨大的微孔。孔的数量为每平方厘米10万个以上，微孔的孔径为10-900纳米，

孔径分布在半透膜尺度范围内具有半透膜特性。微润管就是充分利用半透膜特性，将膜技

术引进灌溉领域而制成的一种新型给水器。膜壁上孔的大小允许水分子通过，而不允许较

大的分子团和固体颗粒通过。当管内充满水时，水分子通过这些微孔向管壁外迁移，如果管

子埋在栽培土壤中，水分就会进一步向栽培土壤迁移，使栽培土壤湿润，起到灌溉作用。两

种灌溉方式相结合，在保证根系供水的同时，有效的湿润植被的表面，冲洗走灰尘，观赏效

果更佳。

[0043] 本实施例中，如图3和6所示，所述雨水收集组件6包括防护网61、过滤层62、雨水收

集管63和连接管64，所述雨水收集管63通过支架安装在屋顶的下部，所述雨水收集管63与

屋顶排水口贯通连接，且连接处设有防护网61和过滤层62，所述防护网61位于过滤层62的

上部，下雨时，多余的雨水通过屋顶排水口进入雨水收集管63中，防护网61可以有效的起到

固土的作用，防止水土流失，同时过滤层62的设计，可以过滤掉掉雨水经过土壤所带走的杂

质，防止堵塞管道，过滤后的雨水通过连接管64进入集水箱7中，将雨水收集用于灌溉用水，

极大地节约了水资源，相应国家节水倡导。

[0044] 本实施例中，如图7和8所示，所述补水系统8包括进水管81、电磁阀82和补水控制

组件83，所述进水管81的输出端和输入端分别贯通连接集水箱7和自来水源，所述进水管81

上安装有电磁阀82，所述补水控制组件83安装在集水箱7的内壁上，在雨水不足时，可以通

过开放电磁阀82，从而将自来水引入集水箱7中，补充水量，满足屋顶灌溉的需求。

[0045] 本实施例中，如图8和10所示，所述补水控制组件83包括套筒831和安装在套筒831

上的安装盒834，所述套筒831安装在集水箱7的内壁上，所述套筒831的内腔中滑动连接有

磁性浮子833，所述安装盒834的内腔下部转动安装有磁性翻板839，且磁性翻板839垂直设

置，所述磁性翻板839的上端贴覆有铜层，且磁性翻板839的下方设有铁质滑块8310，所铁质

滑块8310的下端通过压力弹簧8311连接有电磁铁8312，电磁铁8312安装在安装盒834的内

底壁上，所述铁质滑块8310与安装盒834的内侧壁滑动连接，所述铁质滑块8310的上端中部

安装有与磁性翻板839上端贴覆铜层相匹配的第二铜触块8313，所述第二铜触块8313的上

端开设有卡口，在集水箱7中的水位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即磁性翻板839的安装高度，与集水

箱7水位相贯通的套筒831中的水位同步下降，磁性浮子833下降到磁性翻板839的位置，带

动磁性翻板839翻转，磁性翻板839的上端翻转向下压动铁质滑块8310并卡合入第二铜触块

8313的卡口中，此时磁性翻板839上贴覆的铜层与第二铜触块8313相抵触，电路连通，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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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82开放，将自来水引入集水箱7中，补充水量，满足屋顶灌溉的需求。

[0046] 本实施例中，如图1和2所示，所述集水箱7的侧壁上安装有液位计9，便于工作人员

直观的查看集水箱7中的水位，维护设备。

[0047] 本实施例中，如图1和7所示，所述集水箱7的侧壁上部安装有溢水管11，溢水管11

的另一端贯通连接下水管道，在雨水进入集水箱7中的水量过大时，可以通过溢水管11将集

水箱7中的水排出。

[0048] 本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所述栽培土壤中设有土壤湿度感应器46，土壤湿度感应

器46与控制面板10和水泵12电性连接，土壤湿度感应器46将信号传达给控制面板10，控制

面板10中的PLC控制器开启或关闭水泵12，从而达到控制灌溉量的目的。

[0049] 本实施例中，如图8和9所示，所述补水控制组件83还包括永磁铁836，所述永磁铁

836通过多个支撑弹簧835安装在安装盒834的内顶壁上，且永磁铁836与安装盒834的内壁

滑动连接，所述永磁铁836的上端安装有铜触片837，且铜触片837的上方设置有第一铜触块

838，且第一铜触块838安装在安装盒834的内顶壁上，在自来水引入集水箱7中后，水位逐渐

上升，当磁性浮子833上升到预定的水位高度时，即永磁铁836的安装高度，磁性浮子833上

升带动永磁铁836同步抬升，带动永磁铁836上安装的铜触片83抵触的第一铜触块838，电路

连通，电磁铁8312启动，吸引铁质滑块8310向下运动，磁性翻板839在配重块的重力作用下，

完成翻转，磁性翻板839上贴覆的铜层与第二铜触块8313分离，电磁阀82关闭，保证集水箱7

中的水量平衡。

[0050] 本实施例中，如图11所示，所述磁性翻板839的上端为弧形结构，且磁性翻板839的

下部设置有配重块，可有效的保证磁性翻板839保证垂直状态，同时，在磁性翻板839翻转

后，保证磁性翻板839的弧形端抵触并卡合住第二铜触块8313，保证固定状态，电路连通，电

磁阀82开启，自来水补充进入集水箱7中。

[0051] 本实施例中，如图1-2所示，所述屋顶3的边缘安装有屋顶侧边防护板1和前后侧板

2，可有效起到固土存水的作用，同时，可将植被的根系和土壤掩盖住，更佳美观。

[0052]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提供的生态园屋顶植被灌溉装置，可根据实际的水量需求，可

将补水控制组件83按照集水箱7的实际容量和灌溉所需的水量进行计算安装，自来水每次

补充的水量达到每次灌溉所需即可停止注入，使得雨水和自来水的水量达到平衡，充分利

用收集的雨水，实现节水的目的。

[0053] 本发明的实施例公布的是较佳的实施例，但并不局限于此，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极易根据上述实施例，领会本发明的精神，并做出不同的引申和变化，但只要不脱离本

发明的精神，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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