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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

态结构,属于海绵城市技术领域。包括绿色屋面

结构、接水斗、导水管等，在房屋的顶板上面设置

绿色屋面结构，在绿色屋面结构的结构中，上方

设置种植土槽，下方设置储水腔，在种植土槽的

上方设置植被层，种植土槽和储水腔之间设置隔

板，导水管的下方和地下排水管联通，导水管的

上方设置接水斗。本发明的优点效果是一种环保

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能通过自主过滤储

水、排水和对植被的供水操作解决现有屋顶需要

人工频繁绿化的缺点，能够有效解决雨水资源浪

费、城市内涝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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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包括地面(1)、房屋(2)、绿色屋面结构(3)、种

植土槽(4)、储水腔(5)、植被层(6)、隔板(7)、弃流排水漏斗板(8)、吸水涵养纤维棒(9)、溢

流管(10)、上水管(11)、潜水泵(12)、排水管1(13)、排水管2(14)、接水斗(15)、导水管(16)、

地下排水管(17)、过滤结构(18)、水质净化层(19)、无纺土工布层(20)、重金属离子吸附层

(21)、潜水泵开关(22)、透水孔(23)、弃流排水漏斗(24)和基板(25)，其特征在于：

在房屋(2)的顶板上面设置绿色屋面结构(3)，在绿色屋面结构(3)的结构中，上方设置

种植土槽(4)，下方设置储水腔(5)，在种植土槽(4)的上方设置植被层(6)，种植土槽(4)和

储水腔(5)之间设置隔板(7)，在储水腔(5)的下方设置潜水泵(12)，设置上水管(11)，其一

端和潜水泵(12)联通，另一端穿过隔板(7)和设置在种植土槽(4)中的溢流管(10)联通，在

种植土槽(4)中的左右两侧均设置弃流排水漏斗板(8)，弃流排水漏斗板(8)中的弃流排水

漏斗(24)的下端穿出隔板(7)和储水腔(5)联通，在弃流排水漏斗(24)中设置过滤结构

(18)，在种植土槽(4)和储水腔(5)中设置若干吸水涵养纤维棒(9)，吸水涵养纤维棒(9)穿

过隔板(7)和基板(25)设置，在房屋(2)的两侧设置导水管(16)，导水管(16)的下方和地下

排水管(17)联通，导水管(16)的上方设置接水斗(15)，在种植土槽（4）两侧设置排水管1

(13)，其一端和种植土槽(4)联通，另一端设置在接水斗(15)的上方，在储水腔（5）两侧设置

排水管2(14)，其一端和储水腔(5)的上方联通，另一端和接水斗(15)联通，在房屋(2)的内

部设置潜水泵开关(22)对潜水泵(12)控制，过滤结构(18)的结构中从上至下分别设置水质

净化层(19)、无纺土工布层(20)、重金属离子吸附层(21)，弃流排水漏斗板(8)由弃流排水

漏斗(24)和基板(25)构成，在基板(25)上横纵成排开设若干透水孔(23)，在基板(25)的下

方设置若干弃流排水漏斗(24)，弃流排水漏斗(24)为一锥形管，锥形管广口一端在上，小口

一端在下，上端广口与透水孔(23)联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排

水管1(13)、排水管2(14)、导水管(16)采用PVC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排

水管1(13)在竖直方向上的高度高于弃流排水漏斗板(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透

水孔(23)的孔径大小和弃流排水漏斗(24)的上端广口的孔径大小一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

质净化层(19)采用沸石填充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无

纺土工布层(20)采用合成纤维通过针刺或编织制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隔

板(7)、溢流管(10)、上水管(11)采用镀锌防腐处理。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溢

流管(10)的外表面形成有多个透水孔，呈均匀分布状，透水孔的孔径为25mm～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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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绵城市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不透水下垫面(屋面、道路、广场和停车位等)面积不

断扩大，从而导致地表径流量增加、径流速度加快。城市区域的降雨滞留能力大大减弱，给

城市排水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致使近几年各大城市洪灾频发，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严重

影响，尤其是旧城大多采用合流制排水系统，同时也影响动植物栖息地的稳定性。屋面作为

城市不透水下垫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降雨径流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且在城市中

所占面积较大，如商业区屋面占城市不透水下垫面总面积的比例高达40-50％；而且由于屋

面材料本身的腐蚀产物被雨水冲刷，屋顶径流中含有大量污染物质。绿色屋顶是城市区域

中一类特殊的土地覆盖类型，与不透水下垫面相比，绿色屋顶具有很多生态功能，国外很多

城市暴雨管理理念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缓解城市雨洪和控制面源污染的有效方式，海绵城

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

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国际通用术语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

建”。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滤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发展，屋顶绿化面积高速增长，所以有必要研制能够弥补这些方面不足的自主供

水美化绿化的系统，来收集雨水，并用雨水涵养草坪，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来实现储水和

补充续、排水以及美化绿化和灌溉功能的一体化，达到更有效率的蓄水、经济适用、节能环

保、改善城市环境的效果，让城市回归自然，建设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城市，绿色屋顶结

构通常包括蓄排水系统、阻根系统、过滤系统、生长介质和植物等。绿色屋顶的主要功能为

扩大城市绿色空间和绿色面积，降低城市热岛效应，改善城市生态并能有效消减雨水径流

量。绿色屋顶对径流的消减主要是通过对降雨的吸附作用持留和滞留雨水，延缓径流产生

时间，消减了洪峰流量和总径流产生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其环境效益，绿色屋顶将成

为流行的建筑产品。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

充分利用屋顶资源，使屋顶利用率明显提高，降雨时屋顶可吸收雨水，降低暴雨径流，本发

明结构能通过自主过滤储水、排水和对植被的供水操作解决现有屋顶需要人工频繁绿化的

缺点，能够有效解决雨水资源浪费、城市内涝等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主要包括地面、房屋、绿色屋面结构、种植土槽、储水

腔、植被层、隔板、弃流排水漏斗板、吸水涵养纤维棒、溢流管、上水管、潜水泵、排水管、排水

管、接水斗、导水管、地下排水管、过滤结构、水质净化层、无纺土工布层、重金属离子吸附

层、潜水泵开关、透水孔、弃流排水漏斗和基板，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中，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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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面设置房屋，在房屋的上面设置绿色屋面结构，在绿色屋面结构的结构中，上方设置种

植土槽，下方设置储水腔，在种植土槽的上方设置植被层，种植土槽和储水腔之间设置隔

板，在储水腔的下方设置潜水泵，设置上水管，其一端和潜水泵联通，另一端穿过隔板和设

置在种植土槽中的溢流管联通，在种植土槽中的左右两侧均设置弃流排水漏斗板，弃流排

水漏斗板中的弃流排水漏斗的下端穿出隔板和储水腔联通，在弃流排水漏斗中设置过滤结

构，在种植土槽和储水腔中设置若干吸水涵养纤维棒，吸水涵养纤维棒穿过隔板和基板设

置，在房屋的两侧设置导水管，导水管的下方和地下排水管联通，导水管的上方设置接水

斗，设置排水管，其一端和种植土槽联通，另一端设置在接水斗的上方，设置排水管，其一端

和储水腔的上方联通，另一端和接水斗联通，在房屋的内部设置潜水泵开关对潜水泵控制，

过滤结构的结构中从上至下分别设置水质净化层、无纺土工布层、重金属离子吸附层，弃流

排水漏斗板由弃流排水漏斗和基板构成，在基板上横纵成排开设若干透水孔，在基板的下

方设置若干弃流排水漏斗，弃流排水漏斗为一锥形管，锥形管广口一端在上，小口一端在

下，上端广口与透水孔联通。

[0005] 排水管、排水管、导水管采用PVC管。

[0006] 排水管在竖直方向上的高度高于弃流排水漏斗板。

[0007] 透水孔的孔径大小和弃流排水漏斗的上端广口的孔径大小一致。

[0008] 水质净化层采用沸石填充而成。

[0009] 无纺土工布层采用合成纤维通过针刺或编织制成。

[0010] 隔板、溢流管、上水管采用镀锌防腐处理。

[0011] 溢流管的外表面形成有多个透水孔，呈均匀分布状，透水孔的孔径为25mm～30mm。

[0012] 该结构的工作步骤为若降雨量较小，少量初期雨水进入种植土槽后渗透进入弃流

排水漏斗板，全部能通过弃流排水漏斗流下至储水腔中，若降雨量较大，雨水只能有一部分

通过弃流排水漏斗流下，弃流排水漏斗中的液面不断升高直至液面的高度高于弃流排水漏

斗板，当液面的高度抵达排水管的高度时，多余的雨水可通过排水管进入接水斗通过导水

管排进地下排水管，当储水腔中的雨量不断蓄积将要充满时，多余的雨水可通过排水管进

入接水斗通过导水管排进地下排水管，降雨过后，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吸水涵养纤维棒能

利用储水腔中的水不断涵养种植土槽，能自动完成补水工作，维护方便，不需人工频繁浇

水，当出现天气极度炎热，需要大量水份涵养种植土槽时，可通过潜水泵开关启动潜水泵，

储水腔中的水能快速通过上水管进入溢流管，此时能对种植土槽进行快速充分的涵养补

水，天气极度炎热下能有效避免植被层干枯情况的发生，同时能起到对炎热气候的调节作

用，本发明结构能通过自主过滤储水、排水和对植被的供水操作解决现有屋顶需要人工频

繁绿化的缺点。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一方面充分利用屋顶资源，使屋顶的利用率得到了明显的提

高，另一方面降雨时绿色屋顶可以吸收雨水，降低了暴雨径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热岛

效应，有利于增加城市大气中的氧气含量，吸收有害物质，减轻大气污染，有利于改善居住

环境，美化城市景观，同时将雨水净化后收集储存通过滴灌灌溉植被，节约了水资源的同时

实现了水的生态循环利用，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能不断循序渐进涵养种植土槽，不需人工

频繁浇水，当出现天气极度炎热，可通过潜水泵开关启动潜水泵，此时能对种植土槽进行快

速充分的涵养补水，同时能起到对炎热气候的调节作用，本发明结构能通过自主过滤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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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和对植被的供水操作解决现有屋顶需要人工频繁绿化的缺点，能够有效解决雨水资源

浪费、城市内涝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示意图；

图2为绿色屋面结构示意图；

图3为弃流排水漏斗板的正视、侧视示意图；

图4为弃流排水漏斗板的俯视示意图；

图5为弃流排水漏斗板的剖面示意图；

图6为过滤结构的示意图；

图7为基板的示意图。

[0015] 图中：1为地面；2为房屋；3为绿色屋面结构；4为种植土槽；5为储水腔；6为植被层；

7为隔板；8为弃流排水漏斗板；9为吸水涵养纤维棒；10为溢流管；11为上水管；12为潜水泵；

13为排水管1；14为排水管2；15为接水斗；16为导水管；17为地下排水管；18为过滤结构；19

为水质净化层；20为无纺土工布层；21为重金属离子吸附层；22为潜水泵开关；23为透水孔；

24为弃流排水漏斗；25为基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地描述，但不

能将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17] 一种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如图1~图7所示，主要包括地面1、房屋2、绿

色屋面结构3、种植土槽4、储水腔5、植被层6、隔板7、弃流排水漏斗板8、吸水涵养纤维棒9、

溢流管10、上水管11、潜水泵12、排水管113、排水管214、接水斗15、导水管16、地下排水管

17、过滤结构18、水质净化层19、无纺土工布层20、重金属离子吸附层21、潜水泵开关22、透

水孔23、弃流排水漏斗24和基板25，环保屋顶的蓄水、排水生态结构中，在地面1的上面设置

房屋2，在房屋2的顶板上面设置绿色屋面结构3，在绿色屋面结构3的结构中，上方设置种植

土槽4，下方设置储水腔5，在种植土槽4的上方设置植被层6，种植土槽4和储水腔5之间设置

隔板7，在储水腔5的下方设置潜水泵12，设置上水管11，其一端和潜水泵12联通，另一端穿

过隔板7和设置在种植土槽4中的溢流管10联通，所述溢流管10横向布置在种植土槽4内，并

置于弃流排水漏斗板8的上方，所述溢流管10为管状，其外表面开设有多个透水孔，呈均匀

分布状，透水孔的孔径为25mm～30mm。

[0018] 在种植土槽4中的左右两侧均设置弃流排水漏斗板8，所述弃流排水漏斗板8为方

形或矩形板状，覆盖大部分种植土槽4，所述弃流排水漏斗板8由弃流排水漏斗24和基板25

构成，在基板25上横纵成排开设若干透水孔23，在基板25的下方设置若干弃流排水漏斗24，

弃流排水漏斗24为一锥形管，锥形管广口一端在上，小口一端在下，上端广口与透水孔23联

通。弃流排水漏斗板8中的弃流排水漏斗24的下端穿出隔板7和储水腔5联通，在弃流排水漏

斗24中设置过滤结构18，所述过滤结构18的结构中从上至下分别设置水质净化层19、无纺

土工布层20、重金属离子吸附层21，所述水质净化层19采用沸石填充而成。

[0019] 在种植土槽4和储水腔5中设置若干吸水涵养纤维棒9，在隔板7和基板25上可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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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吸水涵养纤维棒9相匹配的孔，吸水涵养纤维棒9穿过隔板7和基板25设置，

在房屋2的两侧设置导水管16，导水管16的下方和地下排水管17联通，导水管16的上方

设置接水斗15，在绿色屋面结构3的种植槽两侧设置排水管113，其一端和种植土槽4联通，

另一端设置在接水斗15的上方。在储水腔5的上端两侧设置排水管214，其一端和储水腔5的

上方联通，另一端和接水斗15联通，在房屋2的内部设置潜水泵开关22对潜水泵12控制，

排水管113、排水管214、导水管16采用PVC管。

[0020] 排水管113在竖直方向上的高度高于弃流排水漏斗板8。

[0021] 透水孔23的孔径大小和弃流排水漏斗24的上端广口的孔径大小一致。

[0022] 无纺土工布层20采用合成纤维通过针刺或编织制成。

[0023] 隔板7、溢流管10、上水管11采用镀锌防腐处理。

[0024] 该结构的工作步骤为若降雨量较小，少量初期雨水进入种植土槽4后渗透进入弃

流排水漏斗板8，全部能通过弃流排水漏斗24流下至储水腔5中，若降雨量较大，雨水只能有

一部分通过弃流排水漏斗24流下，弃流排水漏斗24中的液面不断升高直至液面的高度高于

弃流排水漏斗板8，当液面的高度抵达排水管113的高度时，多余的雨水可通过排水管113进

入接水斗15通过导水管16排进地下排水管17，当储水腔5中的雨量不断蓄积将要充满时，多

余的雨水可通过排水管214进入接水斗15通过导水管16排进地下排水管17，降雨过后，在正

常的气候条件下，吸水涵养纤维棒9能利用储水腔5中的水不断涵养种植土槽4，能自动完成

补水工作，维护方便，不需人工频繁浇水，当出现天气极度炎热，需要大量水份涵养种植土

槽4时，可通过潜水泵开关22启动潜水泵12，储水腔5中的水能快速通过上水管11进入溢流

管10，此时能对种植土槽4进行快速充分的涵养补水，天气极度炎热下能有效避免植被层6

干枯情况的发生，同时能起到对炎热气候的调节作用，本发明结构能通过自主过滤储水、排

水和对植被的供水操作解决现有屋顶需要人工频繁绿化的缺点。

[002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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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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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