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PARATION OF SUBFLOORS Section two

Section two

PREPARATION OF 
SUBFLOORS

The quality of a finished installation can be 

very much dependent up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ubfloor and the attention paid to the 

recommendations made in various local codes 

of practice and by the manufacturers of the 

component parts.

本节提供的信息是基于该领域多年经验的指导。确保始终参考产品铺装所在国家的地方和国家标准。

从一开始就避免问题是很重要的，因此，如果您不确定下面列出的任何信息，我们建议您联系保丽客户技术

服务部

（CTSD）直接在英国，通过您在其他国家的当地经销商或通过我们的网址polyflor.com。或者，与您首选的
平滑剂和粘合剂供应商讨论您的要求。

2.1 NEW CONCRETE AND SCREED BASES  

     新的混凝土和砂浆层基底
在这些类型的基底中，最常见的故障原因是水分，或者是建筑水分，或者
是直接通向地面的基层地板缺乏有效的防潮屏障。未能充分控制湿度会导
致平滑剂、粘合剂的剥离，并可能促进地板覆盖物的粘合剂相关染色。

2.2 CONSTRUCTION MOISTURE  
      施工时的水分

在铺设任何保丽和橡胶地板之前，必须确保所有可能影响附着力的游离水
能够从基层蒸发掉。干燥速度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基层设计、环境温度
和湿度、混凝土质量、施工用水量、表面光洁度、特殊混凝土添加剂的使
用，尤其是基层厚度。由于这些可变性，无法提供精确的干燥时间，但
是，作为指导，在最初的50mm中，每25mm允许有一个月的干燥时间，
超过该厚度的每mm允许有一段增加的干燥时间。

例如，单块结构的150mm厚的基底，仅从一个面干燥，可能需要长达12个
月的时间来充分干燥以形成地板覆盖物。在规划阶段，如果干燥时间明显
不足，则应与保丽讨论这种情况，保丽可以提供经证实的替代方案来抑制
施工时的水分。

2.3 MOISTURE TESTING  

   水分试验

为补救这种情况，必须拆除整个地板覆盖物，处理基层地板以解决潮湿问
题，并铺设新的地板覆盖物。在有人居住的建筑中

，这可能会严重扰乱工作程序。

为防止出现这些情况，保丽不允许在湿度读数高于75%的基层地板上铺设
乙烯基和橡胶地板覆盖物，并且对保丽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的性能不佳不负
任何责任。

在英国以外的国家，也使用替代的水分测量方法。应寻求关于“当地”法规
的建议。

基层地板的准备

成品铺装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地板的准备情况，以及对各种当

地实践规范和零部件制造商所提建议的重视程度。

KEY POINT要点 

固体基质的相对湿度不

应超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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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ISTING CONCRETE AND SCREED BASES   

      现有混凝土和砂浆层基底

BS 8204中说明的现有混凝土和砂/水泥砂浆层基层，如果直接铺设到地
面，必须包含有效的DPM。如果其中一个不存在或可疑，应使用合适的表
面DPM。

 >在所有情况下，只要要铺装保丽弹性地板，就必须使用至少3mm厚的胶
结平滑剂；这必须在铺装地板覆盖物之前完成。平滑垫层供应商将从适
合最终用途和底层施工的产品范围中建议正确的产品。如果适用，其还
将建议使用正确的底漆。 
 

2.5 POWER FLOATED CONCRETE 

      电动抹面混凝土

BS 8204中说明的电动抹面混凝土基底，如果直接铺设到地面，必须包含
有效的DPM。如果其中一个不存在或可疑，应使用合适的表面DPM。

 >由于表面的不透水性，平滑致密的混凝土基层地板 - 例如那些由电动粗
抹饰面形成的地板 - 会很难粘合。在这种情况下，地板应该首先进行喷
丸处理，以去除上表面，然后进行修补。 

 >在所有情况下，只要要铺装保丽弹性地板，就必须使用至少3mm厚的
胶结平滑剂；这必须在铺装地板覆盖物之前完成。平滑垫层供应商将从
适合最终用途和底层施工的产品范围中建议正确的产品。如果适用，其
还将建议使用正确的底漆。 

 >表面硬化剂或固化剂不应与粉末混凝土一起使用，因为其也会削弱地板
覆盖物的附着力。

2.6 MASTIC ASPHALT UNDERLAY  
      乳香沥青垫层  

BS 8204：第5部分中说明的沥青胶泥垫层应符合BS 6925的规定。沥青包
括沥青水泥和合适的骨料，它在热状态下被涂刷到玻璃纤维填褥上。

 >通常涂抹15mm至20mm厚，并用木抹子将沥青涂抹到饰面上。得到的底
层是不透水的，如果与墙壁中的DPC不间断，将成为保丽和橡胶地板的
极好基层地板，前提是首先应用3mm厚的平滑底层。

 >  沥青不能只是撇去涂层，重要的是要确保平滑底层是推荐用于沥青地面
的类型，并且如果有指示，要涂上合适的底漆关键涂层。  
 
 
 
 

KEY POINT

要点

切勿将保丽地板覆盖物

直接涂抹在沥青胶泥基

层地板上。

2.7 MAGNESITE FLOORS  
      菱镁矿地板  

由氯氧镁水泥或聚醋酸乙烯酯/水泥组成的复合地板具有高吸收性。因此，
如果用不透水材料覆盖，由于湿度上升的影响，其可能会分解，因为这些
地板中的大部分不包含有效的DPM。 

 >在所有直接将材料铺设到地面的情况下，保丽建议升高砂浆层，并重新
贴上有效的DPM。

2.8 TERRAZZO  
      磨石子地

磨石子地表面坚硬致密，通常是不透水的。地板必须结实牢固，并且从接
缝处清除任何松散或粉状材料。

 >表面应彻底清洁/脱脂，以清除任何表面污染物和裂缝，并用合适的树脂
粘结水泥/砂混合物填充。表面可能还需要一些机械磨损，以使平滑底层
能够与表面结合。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铺装乙烯基地板覆盖物之前，必须使用至少3mm厚
的胶结平滑剂。 平滑垫层供应商将从适合最终用途和底层施工的产品范
围中建议正确的产品。如果适用，其还将建议使用正确的底漆。

2.9 QUARRY TILES/CERAMIC TILES  

      采石场地砖/块材

重度上釉的表面在这些类型的地板中很常见，块材必须坚固牢固，从接缝
处清除所有松散的粉状水泥浆。

 >通常块材需要对表面进行机械打磨，以便为平滑底层的应用提供底层灰
泥。

 >表面应彻底清洁/脱脂，以去除任何表面污染物，然后在铺装乙烯基地板
覆盖物之前，必须使用至少3mm厚的胶结平滑剂。平滑垫层供应商将从
适合最终用途和底层施工的产品范围中建议正确的产品。如果适用，其
还将建议使用正确的底漆。

2.10 SYNTHETIC ANHYDRITE/CALCIUM SULPHATE/GYPSUM SCREEDS 

       合成硬石膏/硫酸钙/石膏找平层  

这些类型的砂浆层可能很难识别，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在开始铺装前咨询
我们认可的粘合剂制造商或基层地板准备产品制造商。

 >铺装前，务必检查砂浆层是否潮湿。如果您怀疑砂浆层含有过多水分，
请在开始铺装前咨询我们认可的粘合剂制造商或基层地板准备产品制造
商。

 >这些类型的砂浆层也可能受到平滑剂中浮浆和水分的影响，从而导致粘
合剂损失。任何此类浮浆都应进行机械研磨并完全清除。

KEY POINT

要点

铺装保丽弹性地板时，必

须涂上至少3mm厚的胶结

平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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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石膏/硫酸钙/石膏找平层也需要在铺装开始前使用特殊底漆。在所有
情况下，应事先与我们认可的粘合剂制造商讨论在这些类型基底上的铺
装。如果发生故障，通常低于乙烯基地板覆盖物，因此保丽不承担故障
责任。

2.11 EXPANSION JOINTS  伸缩接缝

伸缩接缝被包含到建筑物中，以允许移动而不开裂。

 >这些接缝穿过地板覆盖物是很重要的。

 >它们其中一些由乙烯基制成，其组成了柔性部分，并结合到邻接的乙烯
基上以形成不透水层。其他类型是铝和聚氯乙烯的组合，这也包含一个
灵活的部分。用密封剂填充伸缩接缝（这种密封剂不是专门为伸缩接缝
填充或地板平滑垫层设计的），会导致地板损坏，保丽不推荐使用这种
密封剂。专有的伸缩接缝覆盖物可与地板覆盖物混合，并隐藏接缝。

2.12 TIMBER SUBSTRATES  

       木材基底

新的木材悬空地板应由胶合板或专门为地板制造的刨花板制成。支撑搁栅
的间距应符合制造商关于板材厚度的建议。

2.12.1 Chipboard  

          刨花板
刨花板地板广泛用作承重基材；然而，保丽建议该类型的基材应覆盖符合
EN 636-3的胶合板，最小厚度为5.5mm，如第2.12.6节所述。 

 >对于高达450mm的搁栅中心，使用18mm厚的承重刨花板。

 >对于610mm的搁栅中心，使用22mm厚的刨花板。

 >所有刨花板应符合EN312标准，为P4、P5、P6或P7级。

 >板材必须在铺装前至少3天内，通过单独松铺或在使用中的温度和湿度条
件下松散堆叠进行现场调整。

 >不要铺设水分含量小于7%或大于18%的板材（当使用电阻湿度计试验
时）。

2.12.2 Chipboard floating floors  

            刨花板抹面地板 

保丽建议刨花板抹面地板应以符合EN636–3的地板等级胶合板覆盖，该胶
合板最小厚度为5.5mm，如下文第2.12.3节所述；胶合板半粘合在刨花板
接缝上，按照第2.12.6节所述进行螺钉固定或钉牢。

2.12.3 Plywood  
          胶合板

 >胶合板应为符合欧洲标准636-3或欧洲标准13986的外部3级，其一侧打
磨过。

 >板应为1200mmx 2400mmmm，最小厚度为15.5mm。

 >板条铺设时，长边应与搁栅成直角，短边必须与搁栅有牢固的支撑。

 >应在300mm的中心用环形（环形）钉子或长度至少为板条或分叉钉厚度
2.5倍的平头钉子进行固定。

 >对于高达450mm的搁栅中心，使用15.5mm厚的胶合板。

 >对于610mm的搁栅中心，使用18mm厚的胶合板。

 >胶合板必须在固定前至少3天，通过单独松铺或在使用中的温度和湿度条
件下松散堆叠进行现场处理。 

2.12.4 Woodblocks/Granwood Flooring   
          木块/木糠砖地面

尽管许多木块地板看起来很结实，即使用胶合板覆盖，在直接对地基层地
板上应用不透水的地板覆盖物也会导致基底膨胀和升高。

保丽建议，在所有情况下，拆除木块地板，使基层地板达到接受保丽弹性
地板的要求标准。

2.12.5 General  
          概述  

 >所有钉头和螺钉头必须位于板的表面之下，任何凹痕都必须填充合适的
柔性垫层，任何用于覆盖现有地板的板之间的接缝也必须如此。

 >由于这些类型的平滑剂的广泛选择和对底漆的不同意见，保丽建议事先
咨询合适的基层地板准备制造商。

 >请注意，底漆将最大限度地减少粘合剂用量，保持粘合剂的敞露时间，
防止优先吸收。

2.12.6 Existing wooden floors  
          现有木地板   

 
由于防腐剂和粘合剂之间的化学相互作用，现有木地板可能已接受防腐处
理，这将导致粘合不良。在这种情况下，其不应该直接放上去。

 >所有松动的板条都应牢牢钉在搁栅上，任何磨损或破损的板条都应更换。
地板应该用砂纸打磨，以去除高出的点和任何用合适的柔性垫层填充的空
洞或裂缝。

KEY POINT

要点

切勿在伸缩接缝上铺设

保丽弹性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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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木地板应覆盖上符合EN636-3的最小厚度为5.5mm的合适地板等级
胶合板。

 >板材应交错铺设。

 >胶合板应使用长度至少为20mm的合适环形柄钉或者合适的沉头木螺钉
固定在现有地板上。

 >固定件应位于沿每张板材边缘100mm的中心，固定线离边缘12mm，然
后位于板材整个区域的150mm中心。

 >周边固定距离板边缘不得超过18mm。

 >在应用地板覆盖物之前，胶合板应按照第2.12.3节所述进行处理。

 >由于木材悬空在地面，通过用空气砖在地板下获得良好的通风至关重
要。如果没有良好的通风，应用不透水的地板覆盖物可能会导致下面结
构的干腐。请务必向平滑底层制造商咨询适合您特定应用的正确产品。

2.13 OTHER SUBSTRATES  
       其他基底

2.13.1 Metal bases 金属基底
金属基底通常是钢，但不仅限于钢，它们可能会被铁锈或氧化、油和油脂
污染。

 >表面应彻底脱脂，然后研磨或刷丝以去除铁锈或氧化。

 >任何高出的点都可能需要被打磨掉。

 >在大多数情况下，但不是在过分垂直或横向弯曲或移动的情况下，在铺
装乙烯基地板覆盖物之前，必须使用厚度至少为3mm的合适的胶结平滑
剂。平滑垫层供应商将从适合最终用途和底层施工的产品范围中建议正
确的产品。如果适用，其还将建议使用正确的底漆。

2.13.2 Painted or epoxy coated floors  

           涂漆或环氧涂层地板 

 >应去除环氧树脂和聚氨酯表面涂层，以确保铺装弹性地板覆盖物后基层
地板不会破裂。

 >涂漆地板会削弱弹性地板覆盖物的附着力，应在使用地板覆盖物之前将
其拆除。机械方法如研磨或喷砂是去除这些涂层最合适的方法。然而，
在油漆难以清除的地方，地板可能需要粗加整修。如果环氧涂层与基层
地板粘合良好，可以在打磨或喷砂后涂覆地板覆盖物。

 >在这两种情况下，应根据制造商的建议，用最小3mm的合适水泥平滑底
层涂层对表面进行修整，这可能包括底漆关键涂层的涂覆。

2.13.3 Loose lay isolating membranes  

           松铺隔离膜

保丽建议根据相关的业务规范BS 8203准备基层地板。市场上任何用于覆
盖受污染的基层地板、现有地板覆盖物等的包含松铺隔离膜系统的铺装，
均由单个膜制造商单独承保。

2.13.4 Existing floor coverings 

           现有地板覆盖物   

除非在单个产品系列文献中特别说明，否则保丽弹性地板决不能铺设在现
有地板覆盖物上，在这种情况下，保丽对其产品的性能不佳不负任何责
任。

 >必须拆起所有现有地板覆盖物，并尽可能将旧粘合剂从基层地板上去
除。

 >在非常旧的地板上必须特别小心，因为有些产品 - 但不是保丽 - 含有石
棉。在这些情况下，请联系保丽了解更多信息。

 >拆除的地板覆盖物应被回收再利用，前提是没有受到严重污染。

 >保丽是行业资助的乙烯基回收计划Recofloor的两个创始公司之一。

 >然后，应在整个地板上应用最小厚度为3mm的合适地板平滑垫层。未能
去除足够的粘合剂会导致底层过早失效。

 >提高胶合板上的现有地板覆盖物（用作预制底层）后，更换胶合板通常
是必要的。

 >提高悬空刨花板上的现有地板覆盖物后，应将刨花板或胶合板基层地
板，最小厚度为5.5mm的胶合板用于基层地板，如第2.12.6节所述。

2.13.5 Access Plank/tiles 

           检修面板  

如果地板下不再需要通道，并且建议覆盖通道面板，前提是面板完好且水
平，保丽将建议在通道面板上铺装第2.12.6节所述的至少5.5mm厚的板材
卷材，并充分固定。

然后，应按照第2.12.5节所述，使用合适的平滑剂填充任何接缝和空洞。

2.13.6 Subfloors 

           基层地板   

与任何类型地板的铺装一样，基层地板不仅应状况良好，而且应无任何污
染物，如油、油漆，及防腐处理。事实上，任何可能损害附着力的东西都
必须在铺装前清除。其他形式的标记，如永久性记号笔也必须清除。同
样，不应该在异质地板的背面做任何标记。 

KEY POINT

要点

请勿使用水分含量小于7%

且大于14%的卷材（当使

用电阻湿度计试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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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7 Surface Regularity  
         表面规则性

还必须密切注意基层地板调平。水平光滑的基层地板将极大地改善任何成品
地板覆盖物铺装的美学外观。这在铺装同质乙烯基块材、橡胶瓦和豪华乙烯
基瓦时尤为重要。

保丽的建议是，当使用滑差计或类似的精确测量装置在2m直边下测量时，
表面规则性的偏差不应超过5mm。铺装复杂的豪华乙烯基块材时，喷水；
并且当以与上述相同的方式测量时，可能需要更高程度的表面规则性，偏差
不超过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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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piked screed roller 带钉砂浆层毛辊 

1918



PREPARATION OF SUBFLOORS Section two

保丽是您发展地板铺设艺术技能的目的地，课程
内容适合从经验丰富的地板承包商到刚开始从事
该行业的学徒的各种经验水平。

为期两天、三天和四天的课程都在曼彻斯特的
保丽培训学校进行，涵盖基层地板准备、粘合
剂和完美地板的铺装。

通过英国领先的乙烯基地板覆盖物制造商保丽
提供的全面培训课程，更新、发展和磨练您的
铺装技能

有关更多信息和课程日期，请访问www.polyflor.com/trainingschool, 拨打电话：0161 767 1912或发电
子邮件给trainingschool@polyflor.com，即可联系我们

Floor Laying
T R A I N I N G  C O U R S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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