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INTENANCE Section fourteen

Section fourteen

FLOOR CARE & 
MAINTENANCE

Achieve the installation’s optimum performance 

by selec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maintenance programme. 

14.1 INTRODUCTION TO MAINTENANCE 

      维护简介

14.1.1 Why is floor care necessary? 

         为什么需要地板护理？

地板覆盖物的选择有许多原因，包括其颜色、设计，有时还有特殊的性
能，如静电控制或防滑倒。没有定期维护：

 >灰尘和污垢很快就会积聚起来，使得颜色和设计难以区分，专业属性实
际上毫无用处。

 >灰尘和污物也可能滋生细菌，使地板包含健康危害，例如在医院或食品
加工区。

 >脚下灰尘和砂砾也可能成为磨料，如果不加以控制，会缩短地板覆盖物
的寿命，导致过早更换。

定期和精心计划的维护可以保持地板覆盖物处于原始状态，并且可以增强
原始外观。维护还可以减少磨损，最终提高地板覆盖物的预期寿命。

14.1.2 What is maintenance? 

          什么是维护？

维护对许多人来说意义重大。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支使用动力机器执行
全面维护计划的特工队伍。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每周三个晚上来打扫
和拖地板的人。在每种情况下，对清洁度的要求可能完全不同。

这种被认为是“正常”的可变性使得在本手册中给出精确的维护说明以适应
特定的最终用户位置是不切实际的。给出的说明旨在用作指南。基于使用
既定方法和清洁材料的一般经验的指南。保丽建议最初遵循这些说明，随
着通行模式的建立，频率会根据个体需求进行调整。

14.1.3 Tailored Maintenance  

          定制维护

降低维护成本并不难；需要较多技能的是在不降低维护系统效率的情况下
降低这些成本。通过定制维护计划，可以在不损害外观、卫生和清洁标准
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节约。

定制的维护计划易于应用，只需付出努力，成本也随之降低，并集中在每
个地点的需求上。好处是节省了一定的成本，而且任何地面覆盖物的投资
都有可观的回报。

某些保丽系列受益于与维护相关的增强配方。PUR系列提供长期维护福
祉。聚氨酯地板系列有助于降低建筑清洁的强度，并为持续维护制度提供
基础。

根据我们的经验，定制的维护方法是所有类型地板覆盖物的最佳解决方
案。

KEY POINT

要点

清洁和消毒是完全独立的
过程，应在量身定制的维
护计划中进行相应处理。
请参阅第14.3.3节进行消
毒。

地板保养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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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The Polyflor in-depth approach  

          保丽的深度方法

某些保丽系列受益于与维护相关的增强配方。PUR系列提供长期维护福祉。

聚氨酯地板系列有助于降低建筑清洁的强度，并为持续维护制度提供基础。

根据我们的经验，定制的维护方法是所有类型地板覆盖物的最佳解决方案。

14.2 POINTS TO CONSIDER 

       保丽的深度方法 

在制定维护计划之前，应该考虑一些问题，因为其会影响维护的方法和频

率，进而影响成本。

14.2.1 Dirt Barrier Systems  

          污物阻挡系统

来自广泛研究的证据表明，高达80%的灰尘、砂砾和水分是由使用它的人带
入建筑物的。因此，降低维护成本的最简单方法之一必须是减少其带来的灰
尘、砂砾和水分。这不仅会降低其拆除成本，还会减少对地板覆盖物的磨
损，从而确保更长的使用寿命。水分越少，滑倒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遗憾的是，要求人们彻底擦脚的通知很少奏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效的“
被动”污物阻挡系统。起初，这些系统看起来可能很贵，但从长远来看，其
能节省大量资金。

一个有效的污物阻挡系统具有刮擦和吸收的特性，并且足够大，在正常行走
过程中可以在双脚上执行这些动作，因此是“被动的”。污垢屏障系统应在规
范阶段早期考虑。其不应该是事后才想到的，因为届时很少有足够的资金或
空间来做好这项工作。

14.2.2 The Ideal Dirt Barrier  

            理想的污垢屏障

 >至少两步宽的外部刮擦垫，放入垫井。材料的选择多种多样。间隙应足以
让砂砾和碎片落到下方。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各种鞋的穿着者。

 >长度为2至3m的内部级组合刮刀/防潮垫。这将去除大部分水分和任何细
磨粒。这也可以放入垫井。同样，材料的选择范围很广，屏障通常由几种
材料组成。

注意：为保持污垢屏障系统的有效性，必须定期清洁，否则其实

际 上 会 通 过 在 建 筑 物 入 口 处 创 建 “ 污 垢 库 ” 来 增 加 污 垢 的 摄 入

量。

14.3 ASSESSING THE LOCATION 

       评估位置

如前所述，通过定制维护计划，可以在不损害外观、卫生和清洁标准的情
况下实现真正和可实现的节约。该过程的第一部分是将待清洁的区域分成
一系列独立的位置。然后，在采用特定的维护制度之前，应对每个地点进
行评估，以明确说明在哪里应该尽最大努力，因此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成
本。

应定期审查这些评估，以确保标准达到客户期望的水平，并尽可能实现成
本节约。

14.3.1 Points to consider 

          需要考虑的要点
评估应考虑以下几点：

位置 
该位置在建筑内的部位。入口区域和接待处需要比上层低流通走廊更密
集、更频繁的清洁。

脏污 
可能在该位置发现的污物类型。室外停车场的灰尘和砂砾需要不同于实验
室化学物质溢出的处理方法。

客户期望 
客户对特定位置的期望起着重要作用。显然，如果需要高度卫生，维护制
度必须能够做到这一点。

通行 
给定位置的通行类型、密度和频率。儿童在学校走廊使用的鞋类提供了不
同于在学校体育馆使用软底运动鞋或运动鞋的情况。

清洁和维护培训课程

课程包括实践和理论工作，旨在帮助设施管理人员通过使用正确的清洁方法

和产品，从保丽乙烯基地板覆盖物处获得最佳效果。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trainingschool@polyfl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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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设备的类型 
手动方法在大范围内可能很耗时，并且可能不符合频率要求。然而，在有
限空间使用的大型机器可能比手工方法花费更长的时间。

地板覆盖物的颜色 
一般来说，浅色更容易弄脏，深色更容易失去光泽。中档颜色将在两个极
端之间取得平衡。

普遍的天气情况 
在结冰的条件下，砂砾和盐有时会被用在建筑物入口外面。在干燥的条件
下，灰尘和沙子也可以在建筑物外面找到。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其被带到建筑物内，污染和磨损会加速。

14.3.2 评估应确定以下内容：

• 所需的清洁类型

• 清洁的频率

• 所需的清洁产品和设备

• 所需的劳动力水平

• 分配的时间

14.3.3 Disinfecting Polyflor Floors

所有清洁和消毒产品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使用。消毒和清洁是两个不同的
过程，需要两个独立的程序。 
 
清洁 
遵循保丽的地板清洁建议，详见第14.5-14.11节。 

消毒

 >地板应该在消毒前清洁干净。

 >地板应该在消毒前中和，因为一些清洁剂会显著影响消毒产品的效果。

 >地板应在消毒后冲洗和中和，并应始终保持干燥。含有消毒溶液湿残留
物的地板表面可能含有不仅对地板覆盖物而且对任何鞋类鞋底都具有潜
在腐蚀性的物质。消毒液可能会破坏鞋底材料，在地板上留下根深蒂固
的污渍。这种污渍可能会延伸到消毒区域之外，因为湿鞋底会将液体带
到邻近的干燥区域。

 >将氯化消毒溶液留在地板上变干可能会使地板变滑。干燥的氯盐会在地
板表面留下小颗粒，这些颗粒可能会起到小滚珠轴承的作用。

 >消毒中和后冲洗地板。

 >氯基消毒产品可用于保丽乙烯基地板覆盖物，前提是其按照制造商的说
明使用和稀释，并且使用后该区域得到有效冲洗。

 

 

SPECIAL 

PRECAUTIONS

特殊预防措施

切勿让氯己定基消毒剂（

擦洗手凝胶）接触氯化产

品，否则任何表面都会立

即染色。

14.4 INDIVIDUAL PRODUCT MAINTENANCE PROCEDURES 
       个别产品维护程序

随着保丽地板产品组合的发展，维护程序已经变得特定于以下通用类型：

14.5 带PUR（聚氨酯增强）的平滑产品

14.6 带PU（聚氨酯表面处理）的平滑产品

14.7 不带PUR或PU的平滑产品

14.8 带PUR的Polysafe 产品

14.9  Polysafe赤脚和穿鞋产品 - Wetroom Floorcare

14.10 不带PUR的Polysafe 产品

14.11 不应抛光的ESD系列

14.12 橡胶地板覆盖物

后续页面中列出了一般维护程序。Polyflor.com也可应要求或在线提供帮
助最终用户或维护人员的单独的地板清洁指南。

14.5 STANDARD SMOOTH VINYL WITH PUR  
        带聚氨酯的标准平滑乙烯基

Polyflor PUR系列产品采用聚氨酯增强材料，通过防止弄脏和擦伤，保护
地板覆盖物。结合卓越的封闭表面光洁度，这种增强的保护允许采用无抛
光的维护制度。这种保护确保维护强度和整体清洁成本显著降低。 

以下维护说明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聚氨酯的优势，降低维护成本，同时不
损害地板覆盖物的长期外观。

14.5.1 Initial construction clean 
          初始施工清洁

 >清除所有松散的碎片。

 >确保地板覆盖物表面的所有粘合剂痕迹都已清除。

 >拖地、扫地或吸尘，以清除灰尘和沙粒。

 >用中性洗涤剂弄湿拖把。

 >如果需要，用配有合适清洁垫的1000转/分以上旋转机械进行干燥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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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 Routine maintenance 

           日常维护
以下建议作为指南提供，可以改变频率以优化外观。

每日
拖地、扫地或吸尘，以清除灰尘和松散的污垢。如果需要，用中性清洁剂
点拖把去除顽固的痕迹。

每周
评估地板的外观。根据需要采取以下措施：轻度擦伤 - 用装有合适清洁垫
的1000转/分以上旋转机械进行干燥抛光。
或者
较重的擦伤 - 使用地板维护器和1000转/分钟外加配有合适清洁垫的旋转机
械进行喷雾清洁。

14.5.3 Periodic Maintenance  

           定期维护

 >评估地板的外观。如果地板积有灰尘，使用装有合适清洁垫的洗涤器干燥
器（约165转/分钟）进行机器擦洗，适当时使用中性或碱性清洁剂。

 >彻底冲洗并晾干。干燥抛光以恢复光洁度。 

14.5.4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信息

 >维护制度要求安装有效的屏障垫层系统。

 >清洁剂和洗涤剂应该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

 >始终遵循提供的健康和安全指南。

 >将保护脚安装在桌腿和椅腿上，以防止擦伤。

 >这些维护说明适用于聚氨酯强化地板覆盖物系列。对于其他保丽地板产
品，应参考相关章节或其特定的清洁指南。

 >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维护制度足以确保您的地板覆盖物保持最佳外
观。然而，如果没有维护地板的机械方法，应使用乳液地板抛光剂。要
使用的程序细节可在带聚氨酯的标准乙烯基-第14.6.3节中找到。

 >定期清洁比偶尔的大扫除更有利于地板覆盖物，也更具成本效益。

14.6 STANDARD SMOOTH VINYL WITH PU 

       带聚氨酯的标准平滑乙烯基

保丽平滑乙烯基‘聚氨酯’地板覆盖物采用聚氨酯表面处理，通过防止污染和
擦伤，保护地板覆盖物。这种保护有助于降低施工清洁的强度，并为持续
维护制度提供基础。与未经处理的材料相比，这种更容易清洁的材料节省
了维护成本。

以下维护说明旨在将成本因素降至最低，同时不损害地板覆盖物的长期外
观。

14.6.1 Initial construction clean 

          初始施工清洁

 >清除所有松散的碎片。

 >确保地板覆盖物表面的所有粘合剂痕迹都已清除。

 >拖把、清扫或真空除尘。

 >用中性洗涤剂弄湿拖把。

 >如果需要，用配有合适清洁垫的1000转/分以上旋转机械进行干燥抛光。

14.6.2 Routine maintenance 

           日常维护

以下建议作为指南提供，可以改变频率以优化外观。

  

每日

拖地、扫地或吸尘，以清除灰尘和松散的污垢。如果需要，用中性清洁剂
进行局部清洁，去除顽固的痕迹。如果需要，干燥抛光以恢复光洁度。

 
Figure 1 Microfibre mop pad with dual bucke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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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每月

评估地板的外观。如果需要，用装有合适衬垫的洗涤器干燥器进行洗涤，
并使用中性清洁剂（pH 7至9）。如果需要，干燥抛光以恢复光洁度。 

14.6.3 Application of a floor dressing  

           地板装饰的应用

 >聚氨酯表面处理将为地板覆盖物提供初始保护。然而，最终可能需要应用
金属化抛光剂来提供额外的保护。通行和污染的程度和强度将决定抛光的
时间。

 >有关抛光免费维护，请参阅Polyflor PUR系列产品。对于抛光应用，请遵
循以下程序的细节。

 >使用涂抹器和托盘，或带有绞干器和桶的肯塔基拖把，第一层涂层应薄而
均匀地涂抹在地板上，距离踢脚线不超过150mm。然后应该让其晾干。这
通常需要大约三十分钟，取决于环境条件和涂层厚度。

 >当第一层干燥时，第二层应与第一层的方向成直角。随后的涂层应以直角
涂覆，最后的涂层应一直涂覆到踢脚线。

 >两到三层薄涂层通常足以提供优异的耐磨性、耐磨性并去除黑色鞋跟的
痕迹。

 >但是，请遵循您自己对特定位置的定期评估。

 >为将成本降至最低，后续抛光应用可能仅适用于通行路径。

 >定期 - 通常每六个月 - 评估地板的外观。如果出现不可接受的抛光剂积
聚，应按照上述说明清除和重新涂覆。

14.6.4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信息：

 >维护制度要求安装有效的屏障垫层系统。

 >清洁剂和洗涤剂应该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

 >这些维护说明适用于保丽“聚氨酯”地板系列，其中包含聚氨酯表面处理。
对于其他保丽地板产品，应参考相关章节或其特定的地板护理单。

 >如需进一步指导，请致电+44 （0） 161 767 1912联系保丽客户技术服务
部（CTSD）。

 >始终遵循提供的健康和安全指南。

 >定期清洁比偶尔的大扫除更有利于地板覆盖物，也更具成本效益。

 

 

 

 

 

 

14.7 STANDARD SMOOTH VINYL RANGES WITHOUT PU OR PUR  

       不带PU或PUR的标准平滑乙烯基系列

14.7.1 Initial construction clean  

         初始施工清洁 

 >清扫、拖把清扫或干燥吸尘地板，以清除灰尘、砂砾和碎屑。

 >对于轻度污染 
用按照制造商说明稀释的中性清洁剂湿拖地板。

或

 >对于重度污染 
将按照制造商说明稀释的碱性清洁剂溶液涂抹在地板上，并留出足够的
时间与污物发生反应。使用配有擦洗垫的165-350转/分旋转机械，机器
擦洗地板，然后用湿真空吸取污水浆。用干净的温水彻底清洁地板，以
湿真空吸起污水，让其彻底干燥。 
 

14.7.2 Application of a floor dressing 

          地板装饰的应用
确保地板装饰和地板表面之间有好的色调，必要时擦洗地板。可以使用以
下任何一种方法：
乳液抛光剂
根据制造商的说明，涂上两到三层薄薄的乳液抛光剂，用专有的抛光剂涂
抹器或肯塔基拖把拧干，以防止过度使用抛光剂。抛光剂应涂在离房间边
缘150mm的地方，随后的涂层应涂在前一层的90度处。最后一层应该涂到
房间的边缘。 

或者

喷雾清洁/抛光

为使保护膜尽快形成，地板维护人员应在最初的2-3个应用中使用，此
后，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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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 Routine maintenance 

          日常维护
每种操作的频率取决于人流量的类型和强度。

 >拖地、扫地或吸尘，以清除灰尘和松散的污垢。

 >经常定点拖地。使用擦洗垫的中心圆盘和少量未稀释的碱性清洁剂可以
去除顽固的黑色痕迹。将圆盘放在鞋底下并摩擦；这给了我们较大的压
力。

 >用干净的温水彻底冲洗该区域，然后晾干。

根据最终用户要求和可用设备，应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使用地板维护人员，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拖地板并晾干。

 >如果需要擦亮地板，应使用配有合适衬垫的500至2000转/分旋转机械抛
光地板。

或者
 >使用按照制造商说明稀释的地板维护剂，将细雾喷到地板上。使用165至
500转/分的旋转机械和合适的喷雾清洁垫，将地板抛光至所需的光泽。
清除垫子上的污垢，使用后应彻底清洁。不这样做将导致地板起镜、肮
脏。

或者
 >使用中性或杀菌清洁剂，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拖地并让其完全干
燥。使用转速为500至2000转/分的旋转机械，将地板抛光至所需的光泽
水平。

14.7.3 Removal of a floor dressing 

          地板敷料的清除

应该避免积聚难看的抛光剂。抛光剂应该定期去除 - 涂刷和去除之间的间
隔取决于磨损条件和抛光层的数量（在通行繁忙的地区通常为六个月）。

遵循制造商的说明。

14.7.5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信息 

始终遵循提供的健康和安全指南。定期清洁比偶尔的大扫除更有利于地板
覆盖物，也更具成本效益。

 

 

 

 

 

 

注意：为在通行繁忙的地区提供足够的保护，使用乳液抛光剂可能比

喷 雾 清 洁 / 抛 光 更 有 效 。 如 果 高 光 泽 抛 光 是 不 理 想 的 ， 应 使 用 缎 面 抛

光。

KEY POINT

高速打磨时，保持机器不

断运转很重要。这样可以

避免在地板上积聚过多的

热量。作为额外的预防措

施，我们建议使用清洁水

喷雾以帮助润滑垫。

14.8 POLYSAFE RANGES WITH PUR 

       聚氨酯POLYSAFE  系列

以下维护说明旨在将成本因素降至最低，同时确保地板覆盖物保持最佳
外观和性能。独有的POLYSAFE PUR系统降低了清洁的强度和化学品的使
用，有助于将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同时不会损害卫生和脚下安全等关
键因素。

14.8.1 Construction clean  

          施工清洁 

 >Polysafe PUR旨在防止污染，确保即使在运输、安装和移交之前，施工
清洁的强度也能显著降低。这将对初始成本产生有益的影响。

 >清除所有松散的碎片。

 >通过清扫或吸尘清除表面灰尘和砂砾。

 >使用中性清洁剂（或碱性清洁剂，取决于脏污程度）溶液，按照制造商
的说明稀释，在要清洁的区域喷洒。留出足够的时间与污物发生反应。

 >使用干净的微纤维拖把，通过连续的左右移动来吸取液体。当拖把头被
装载时，它会开始在地板上留下条纹。此时，应取下脏拖把头，将其放
入洗衣袋中，并安装干净的拖把头。然后重复该循环，直到整个楼层完
成。

 >清洁脏拖把头，准备重复使用。

 

 

 

 

 

 

注意：对于有严重擦伤的地板，可能需要使用涂抹装置或装有合适衬

垫的类似工具来清除擦伤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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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 Daily maintenance 

           日常维护

 >通过清扫或吸尘清除表面灰尘和砂砾。

 >使用中性清洁剂（或碱性清洁剂，取决于油脂或油性污染物的含量）溶
液，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并在要清洁的区域喷洒。留出足够的时间
与污物发生反应。

 >使用干净的微纤维拖把，通过连续的左右移动来吸取液体。当拖把头被
装载时，它会开始在地板上留下条纹。此时，应取下脏拖把头，将其放
入洗衣袋中，并安装干净的拖把头。然后重复该循环，直到整个楼层完
成。

 >清洁脏拖把头，准备重复使用。

 >如果清洁剂残留在地板表面，应使用干净的温水彻底冲洗该区域，用湿
真空吸起并让其彻底干燥。

 >在受到严重污染的区域，应定期进行机器擦洗，在中性或碱性清洁剂应
用于地板后，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稀释。

14.8.3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信息 

 >该维护程序旨在优化Polysafe PUR系统的优势 - 最新的成熟清洁技术。
通过每天执行快速简单的程序，并每次使用清洁设备，最大限度地提高
灰尘的清除率和消除条纹，该系统带来了最大的好处。

 >含有抛光剂的地板装饰或维护剂不应用于聚氨酯Polysafe 系列，因为这
可能会削弱防滑倒性。如有疑问，请拨打+44 （0） 161 767 1912咨询
Polyflor CTSD。

 >始终遵循提供的健康和安全指南。

 >定期清洁比偶尔的大扫除更有利于地板覆盖物，也更具成本效益。

Figure 2 Safety mop pad with dual bucket system

 >清洁剂和洗涤剂应该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有关推荐产品，请参见位
于polyflor.com技术部分的保丽认可的维护产品表

 >Polysafe安全地板系列与最常用的alco型洗手液相容，适合定期进行蒸
汽清洁。 
 
所有上述维护方法都适用于POLYSAFETM PUR系列。

14.9 POLYSAFE BAREFOOT & SHOD SAFETY FLOORING (WET ROOMS) 

       POLYSAFE赤脚穿鞋安全地板（潮湿室间）

14.9.1 Manual Cleaning 

          手动清洁

 >拖地、扫地或吸尘，以清除灰尘和松散的污垢。

 >定期用甲板洗涤器进行现场擦洗。

 >将按照制造商说明稀释的中性或碱性清洁剂溶液涂抹在地板上，并留出
足够的时间与污物发生反应。

 >用干净的微纤维拖把连续左右移动，将污水浆吸走。当拖把头被装载
时，它会开始在地板上留下条纹。此时，应取下脏拖把头，将其放入洗
衣袋中，并安装干净的拖把头。然后重复该循环，直到整个楼层完成。

 >脏拖把头应该清洁干净，以供再次使用。

 >如果清洁剂残留在地板表面，应使用干净的温水彻底冲洗该区域，用湿
真空吸起并让其彻底干燥。

14.9.2 Machine Cleaning 

          机器清洁

 >拖地、扫地或吸尘，以清除灰尘和松散的污垢。

 >使用硬毛刷或圆柱形刷洗机。

 >将按照制造商说明稀释的中性或碱性清洁剂溶液涂抹在地板上，并留出
足够的时间与污物发生反应。使用装有毛刷、圆柱形机器或甲板洗涤器
的165转/分旋转机械，擦洗地板，然后用湿真空吸取污水浆。用干净的
温水彻底冲洗，用湿真空吸起，让其彻底干燥。使用装有毛刷、圆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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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或甲板洗涤器的165转/分旋转机械，擦洗地板，并用湿真空吸取污
水浆。用干净的温水彻底冲洗，用湿真空吸起，让其彻底干燥。

14.10 POLYSAFE RANGES WITHOUT PUR 

        不含聚氨酯的POLYSAFE范围 

14.10.1 Construction clean 

           施工清洁

 >清扫、拖把清扫或干燥吸尘地板，以清除灰尘、砂砾和碎屑。

 >将按照制造商说明稀释的碱性清洁剂溶液涂抹在地板上，并留出足够的
时间与污物发生反应。

 >使用配有擦洗垫的165转/分旋转机械，机器擦洗地板，然后用湿真空吸
取污水浆。

 >用干净的温水彻底清洁地板，以湿真空吸起污水，让其彻底干燥。

 >对于没有合适的擦洗机器的小区域，甲板擦洗器应与湿真空或拖把和桶
系统结合使用。

 >对于非常严重的污染，稀释率可能需要高于制造商的最低建议。

14.10.2 Ongoing maintenance  

            持续维护

对于持续维护，每项操作的频率取决于人流量的类型和强度以及外观预
期，应进行调整以适应。

 

 

 

 

 

14.10.3 Standard surface finish 

             标准表面光洁度

 >拖地、扫地或吸尘，以清除灰尘和松散的污垢。

 >经常定点拖地。使用擦洗垫的中心圆盘和少量未稀释的碱性清洁剂可以
去除顽固的黑色痕迹。将圆盘放在鞋底下并摩擦；这给了我们较大的压
力。用干净的温水彻底冲洗该区域，然后晾干。

 >将按照制造商说明稀释的中性或碱性清洁剂溶液涂抹在地板上，并留出
足够的时间与污物发生反应。使用配有擦洗垫的165转/分旋转机械，机
器擦洗地板，然后用湿真空吸取污水浆。用干净的温水彻底冲洗，用湿
真空吸起，让其彻底干燥。

14.10.4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信息

 >地板装饰不应用于Polysafe 地板覆盖物，因为这可能会削弱防滑性。如
有疑问，请拨打+44 （0） 161 767 1912咨询Polylor CTSD。

 >始终遵循提供的健康和安全指南

 >定期清洁比偶尔的大扫除更有利于地板覆盖物，也更具成本效益

 >清洁剂和洗涤剂应该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有关推荐产品，请参见位
于polyflor.com技术部分的保丽认可的维护产品表

 >Polysafe安全地板系列与最常用的alco型洗手液相容，适合定期进行蒸
汽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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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ELECTRO STATIC DISSIPATIVE (ESD) 

        静电耗散 

ESD系列乙烯基地板覆盖物旨在通过以防止损坏的速度导电静电来防止对
工艺、设备或人员的损坏。

为确保ESD功能有效工作，遵循以下说明非常重要。不这样做可能会使
ESD系统失效。

14.11.1 Construction clean 

          施工清洁 

 >清扫、拖把清扫或干燥吸尘地板，以清除灰尘、砂砾和碎屑。

 >对于轻度污染

 >用中性清洁剂湿拖地板，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 
或者

 >对于重度污染 
 
将按照制造商说明稀释的碱性清洁剂溶液涂抹在地板上，并留出足够的
时间与污物发生反应。使用配有擦洗垫的165-350转/分旋转机械，机器
擦洗地板，然后用湿真空吸取污水浆。用干净的温水彻底清洁地板，以
湿真空吸起污水，让其彻底干燥。

14.11.2 Application of a Floor Dressing 

           地板敷料的应用

普通市售抛光剂不应用于POLYFLOR ESD产品，因为其会抑制导电性能。
被描述为“抗静电”的抛光剂按照不同于地板覆盖物的标准进行分类，在静
电控制术语中应被视为标准抛光剂。因此不应使用。

保丽批准的导电抛光剂可以严格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使用。在使用地板装饰
之前，确保地板彻底擦洗干净。这将确保装饰和地板表面之间有良好的色
调。

KEY POINT

Before applying conductive 

polish always discuss with 

Polyflor CTSD.

14.11.3 Regular maintenance  

           定期维护 
 
                                                  每种操作的频率取决于人流量的类型和强度。

 >拖地、扫地或吸尘，以清除灰尘和松散的污垢。

 >经常定点拖地。使用擦洗垫的中心圆盘和少量未稀释的碱性清洁剂可以
去除顽固的黑色痕迹。将圆盘放在鞋底下并摩擦；这给了我们较大的压
力。用干净的温水彻底冲洗该区域，并让其干燥。

 >根据最终用户要求和可用设备，应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使用碱性或杀菌清洁剂，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将细雾喷到地板上。
使用165至1000转/分的旋转机械和合适的喷雾清洁垫，将地板抛光至所
需的光泽。清除垫子上的污垢，使用后应彻底清洁。不这样做将导致地
板起镜、肮脏。

14.11.4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信息

 >务必确保将拖把和衬垫专门留在静电控制区域，以防止抛光剂可能转
移。

 >始终遵循提供的健康和安全指南。

 >定期清洁比偶尔的大扫除更有利于地板覆盖物，也更具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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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RUBBER FLOOR COVERINGS 

        橡胶地板覆盖物

14.12.1 Construction clean 

           施工清洁

安装后，等待48小时，然后继续施工和密集清洁。

 >清扫或干燥地板，清除灰尘、砂砾和碎屑。

 >在地板上涂抹一种碱性清洁剂溶液，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并在继续
操作前保持至少5分钟（或更长时间，如果制造商建议的话）的反应时
间。

 >使用装有纤维或尼龙刷的165转/分旋转机械，用机器擦洗地板，然后用
拖把或湿真空吸尘器收集污水浆。然后用清水冲洗地板，并让其干燥。

14.12.2 Application of a floor dressing 

            地板敷料的应用

 >在使用地板装饰之前，确保地板完全剥离、清洁且没有任何污染物。这
将确保装饰和地板表面之间有良好的色调。

 >根据制造商的说明，用专有的抛光剂或肯塔基拖把拧干，涂上两三层
薄薄的乳液抛光剂，以防止过度使用抛光剂。抛光剂应涂在离房间边缘
150mm的地方，随后的涂层应涂在前一层的90度处。最后一层应该涂到
房间的边缘。

14.12.3 Routine maintenance  

            日常维护
对于持续维护，应调整每项操作的频率，以符合外观预期以及通行类型和
强度。

 >每天清扫或干燥真空，以清除灰尘和松散的污垢。

 >经常定点拖地。用干净的温水冲洗该区域，并让其干燥。

 >根据需要（通常每周至少一次），使用地板维护人员拖地，按照制造商
的说明稀释，并晾干。如果需要擦亮，地板应该用低速机器抛光，通常
是165转/分，并配有合适的纤维或尼龙刷。

 >地板覆盖物的定期抛光将增强其外观。

 

 

14.12.4 Removal of a floor dressing 

            地板敷料的清除
应该避免积聚难看的抛光剂。抛光剂应该定期清除；施用和移除之间的间隔
取决于磨损条件和抛光层的数量（通常，在通行繁忙的地区为六个月）。

 >将乳液抛光剥离剂溶液涂在地板上，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稀释，并放置大约
15分钟。

 >用装有擦洗刷的165转/分的机器擦洗，然后用湿真空除去污水浆。用干净
的温水彻底冲洗地板，用湿真空吸尘，让地板完全干燥。然后应重复抛光
和日常维护的循环。

14.12.5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信息

 >始终遵循提供的健康和安全指南。

 >定期清洁比偶尔的大扫除更有利于地板覆盖物，也更具成本效益。

 >保丽橡胶地板覆盖物适合定期进行蒸汽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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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TIPS, HINTS AND PROBLEM SOLVING 

         提示、暗示和问题解决

定制维护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不损害清洁卫生的情况下节约成本。

记住这一点，最重要的建议是定期评估不同的位置，并灵活地进行维护。
如果某个特定位置的楼层需要较多关注，请确保尽快解决此问题。如果有
些地区似乎维护过度（非通行区域可能出现抛光剂积聚），那么就降低维
护水平，但要始终监控情况，以确保情况仍在控制之内。此外，还有一些
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

14.13.1 Asphalt and Tarmacadam 

           沥青和柏油碎石

如果入口外面直接铺有沥青或柏油碎石，并且没有足够的防尘系统，则应
使用至少两步宽的非橡胶通行垫。如果不使用通行垫，地板可能会弄脏。

14.13.2 Gravel Paths and Roadways 

            砾石路和道路

当砾石路或道路紧邻入口时，也应考虑通行垫。务必经常清洁垫子。

14.13.3 Rubber Tyres etc.  

            橡胶轮胎等

橡胶制造中使用的抗氧化剂会导致染色。推荐使用非橡胶通行垫，汽车展
厅的轮胎托盘也是如此。使用黑色或深棕色地板覆盖物不会防止污染，但
会掩盖污染。较浅颜色的橡胶也可以指定用于设备支脚、毛辊等。

14.13.4 Scratches  

            划痕
预防是保护乙烯基地板免受划伤的步骤1：

 >在外部门口使用垫子来减少砂砾、灰尘和水进入建筑物。

 >家具可能会划伤乙烯基地板，因此适当的保护（毡垫等）应该附在家具
的脚上，例如桌子和椅子腿。

 >保持宠物指甲修剪整齐将减少宠物抓伤的可能性。

14.13.5 Points to Note 

            注意事项

 >定期轻度保养比定期重度保养更具成本效益，也更有利于地板覆盖物。

 >一定要定期扫地、拖地或用吸尘器打扫地板。

 >始终使用干净的设备 - 脏的设备只会重新分配污垢。

 >不要混合不同制造商的清洁产品，其可能不相容。

 >务必立即清除任何溢出物。务必清除多余的水。这不仅危险，而且在未
焊接的块材地板上，水会侵蚀粘合剂并破坏粘合。

 >不要在保丽地板上使用含有松脂或酚酸的产品。这些可以软化乙烯基表
面，增加擦伤的可能性。乙烯基的收缩长期来说也可能发生。

 >除非经保丽批准，否则切勿使用不易移除的地板敷料，如聚氨酯或丙烯
酸密封剂。

 >切勿偏离制造商推荐的稀释率。

 >务必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深色橡胶接触地板。如果无法避免，请选择较
深颜色的地板覆盖物。

 >切勿在地板上使用研磨垫。

 >仅使用水基地板维护产品。

 

 

14.13.6 Problem Solving  

            问题解决
根据我们的经验，大多数地板护理投诉，都是由“地板不像预期那样干净”
的一般性意见引起。最常见的原因通常是应用的维护方法与所发现的人流
量类型和水平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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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包含更具体的问题及其原因和我们建议的措施。

14.14 HEALTH AND SAFETY  
        健康和安全

使用清洁机、抛光剂和化学品时，务必遵循相关制造商给出的健康和安全
建议。

维护地板时，尽可能封锁该区域。这要安全得多，而且能确保工作更快完
成。

始终使用警告标志来告知正在进行清洁，尤其是在通行繁忙的地区和使用
湿式清洁方法的地方。

常见问题 可能的原因 建议采取的行动

抛光剂粉化/白色粉尘
过多

由于过度使用碱性清洁剂、冲洗不充
分、使用漂白剂或其他刺激性化学物质
而导致抛光剂分解。

去除抛光剂，彻底冲洗，干燥后，
重新涂抹。

光泽差、条纹或片状
饰面层

抛光剂可能被涂在脏地板上。抛光剂可
能是用脏设备涂的。地板上有残留的碱
性清洁剂。

去除抛光剂，彻底冲洗，干燥后，
重新涂抹。

磨光的地板很滑。 应用了不正确的抛光剂型。使用过多或
过少的抛光剂。抛光剂积聚。水或灰尘
等表面污染物没有被清除。交叉通行。

如果抛光剂被确定为问题，清除并重
新涂抹。确保日常维护以清除灰尘和
其他表面污染物。如果交叉通行是一
个问题，则使用步行垫。

黏糊糊的地板。 抛光剂可能未干燥。可能有洗涤剂积
聚。

清除抛光剂，重新涂刷。使用洗涤剂
后，确保充分冲洗，以避免积聚。

褪色的颜色。 被所用漂白剂或基于漂白剂的产品污染
的设备。

使用前确保所有清洁设备清洁。

我们强烈建议请信誉良好的专业维护公司来提供化学品和设备。始终尽早寻求帮助和建议。问题解决得越早，解决得越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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