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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hree

INSTALLATION OF  
SHEET

 Homogeneous commercial grade flexible vinyl sheet 
and tile floor covering with a mono-layer construction: 

• Palettone PUR • 2000 PUR 

• Pearlazzo PUR • XL PU

• Prestige PUR • Standard XL 

• Classic Mystique PUR

Heterogeneous flexible vinyl sheet floor coverings in  
a multi-layer construction: 

• Bloc PUR • Designatex PUR

• Forest fx PUR • Expona Flow PUR

• Acoustix Forest fx PUR • Silentflor PUR

• Secura PUR

Polysafe safety sheet floor covering with sustainable 
enhanced slip resistant characteristics:  

• Verona PUR • Astral PUR

• Stone fx PUR • Apex

• Wood fx PUR • Ultima

• Wood fx Acoustix PUR • Hydro

• Vogue Ultra PUR • Hydro Evolve

• Standard PUR • Quattro PUR

• Mosaic PUR

3.1 RECEIPT & STORAGE 

     接收和存储
收到卷材后：: 

 > 检查颜色是否与订购的颜色一致，数量是否正确，是否有损坏。

 > 特别是，如果订单上有要求，检查各卷卷材是否来自同一个批次。

 > 到达现场后，辊应安全地固定在直立位置；（仅2米宽）并与粘合剂一
起，在铺设前至少在18℃的最低温度下储存24小时。

 > 易燃粘合剂需要特殊的储存条件。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粘合剂制造商
或查看当前文献。

 > 为达到最佳效果，现场条件应符合英国标准8203或现行的地方/国家标
准。在铺装前和铺装期间，至少需要48小时的工作温度在18℃和27℃之
间；24小时后。调理应在铺装的同一房间或区域进行，以防止热诱导的
尺寸变化。 

3.2 PRIOR TO INSTALLATION WHERE UNDERFLOOR HEATING IS USED 

      铺装前（地板下加热）

 > 地板铺装开始前，应全面试验和调试该系统。

 > 铺装开始前，地板下供暖系统应关闭并充分冷却至少48小时。在铺装过
程中以及铺装后至少48小时内，系统应保持关闭并完全冷却。然后，它
应该在几天内逐渐恢复到工作温度。

 > 基层地板的最高温度；（胶粘层处）不得超过27℃。专业高温粘合剂应
用于地板下供暖、阳光直射和高日照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保丽
认可的粘合剂列表或联系您的粘合剂制造商。

3.3 PREPARATION OF WORK AREA 

      工作区的准备

工作区现在应该准备好接收卷材地板。 

 > 确保所有其他行业已经完成工作并移除所有设备和材料。

 > 清除所有碎片并对整个基层地板区域进行真空吸尘。

 > 检查基层地板的状况，必要时进行修理。

 > 石头或粉末研磨任何水泥基层地板，以去除任何“尖”或脊。

 > 清除任何可能影响附着力的表面污染物。铺设前再次清扫或吸尘。

 > 如果合同要求，或者有疑问，检查基层地板的水分含量，并记录结果和
使用的方法。良好的照明至关重要。

 >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人认为工程的开始是对适合铺设地板覆盖物的现场
条件的认可。 

  有关基层地板和基层地板准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二节。

卷材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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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LAYOUT OF SHEET  
      卷材布局  

 > 建筑师可能已经提供了一张图纸，显示了材料的铺设方向。在这种情况
下，按照指示放置卷材。
 > 建筑师将方向留给地板承包商决定；在投标阶段，显示材料的铺设方向，
并说明您的估算是基于此。
 > 始终要特别注意接缝会落在哪里，避免在门口中间出现接缝。
 > 如果铺装了大窗户，通过朝向窗户放置，将接缝的影响降至最低。

3.5 SLABBING THE SHEET  

      铺设卷材 
 > 保丽建议所有保丽乙烯基卷材地板面朝上铺开，注意不要损坏表面，并
按大致的尺寸进行切割。
 > 端部应留有至少75mm的余量用于修整，然后将板坯放置过夜24小时，
以在最低18℃的温度下进行调理

 > 如果过夜“铺好”板状的板不可行，请在安装前回滚产品并静置15分钟。否
则会导致收缩，因为“折回”贴在地板上时会发生回滚。 

3.6 FITTING THE FIRST LENGTH    

      铺装第一长度

 >  将第一张卷材放在靠近墙壁的位置，其外边缘离最近点约15mm。

 > 调整卷材的位置，使内边缘与房间的轴线平行（图3.1）。

 > 根据凹槽的深度，使用一个条形划线器或一对划线器来描绘墙壁的轮
廓。划线器的设置应考虑到墙壁最深的凹槽或斜度。将划线器垂直并与
边缘成直角，将墙壁轮廓描绘在卷材表面上（图3.2）。使用这种方法，
所有不规则的墙壁将被精确地再现到卷材的表面上。如果划线由于颜色
或装饰而难以看清，在划线中摩擦适当的对比粉笔灰以突出它。 
 
 
 
 
 
 

Figure 1 Lining up the First Sheet 排齐第一张卷材
Figure 3.1 Lining the first sheet 

 
 
 
 
 
 

 > 将卷材从墙上移开，用钩形刀片切刀将多余的材料切到划线处。将卷材靠着
墙壁向后滑动，并检查其配合情况，必要时进行细微调整。

 > 当确信第一条边的配合正确时，用铅笔在基层地板上画出相对的边（图3.3
中的A-B线）。

 > 在房间中央，在卷材和基层地板正方形上画一条与卷材主轴线的线（图3.3
中的线C-D）。

 > 将卷材的内边缘保持在线A-B，将卷材向后滑动，以清理房间一端的墙壁。

 > 将划线器设置为此时线C和线D之间的距离（图3.4）。根据前面的描述，描
出端壁轮廓并裁剪成合适的形状。

 > 对卷材的另一端重复上述步骤。一旦完成，当整个卷材滑回到合适的位置
时 - 应该完全符合墙壁轮廓。

Figure 3 Marking the position 标记位置Figure 3.3 Marking the position

Figure 2 Scribing the wall profile 描绘墙壁轮廓

Figure 4 Setting the scriber 设置划线器

KEY POINT

要点

如果适合嵌入式内凹，同

样的原则适用，但必须使

用反向划线器在卷材上描

绘脚趾。

自由手动切割复盖层是正

常的，允许12mm的重叠

用于最终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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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FITTING SUBSEQUENT LENGTHS  

装配后续长度  

 > 将第二个长度平行于第一个长度放置，沿相邻边至少重叠10mm或边缘
重叠。

 > 在另一侧，沿着整个长度将边缘画到基层地板上。如前所述，在中间画
一条与主轴成直角的线。

 > 以纵向线为导向，从端壁向后滑动卷材，并按照第3.6节中所述进行铺
装。

 > 对另一端重复以上步骤。

 > 对所有剩余长度重复该程序。

 > 在邻接相对壁的最终长度上，按照第一个长度的描述进行铺装（第3.6
节）。

3.8 ALIGNMENT OF DECORATION (HETEROGENEOUS RANGES ONLY) 

      装饰的对齐（仅限异质范围）  

这种地板覆盖物的特点是印刷层带有规则的重复装饰（例如板条）。木质
效果设计：

 > 为使铺装的最终外观最大化，并确保装饰效果不会丢失，务必小心对齐
每个相邻卷材的装饰。

 > 印刷板条的边缘可以在长度方向上用作导向。 

必须检查卷材背面的标签和打印信息，并按照指示反向放置产品。

3.9 CUTTING IN THE SEAMS  
      接缝切割  

保丽建议焊接所有保丽地板覆盖物。修剪边棱部位和接缝切割是成功开槽
和焊接的先决条件。

注：接缝应在涂粘合剂前切断。

3.10 ADHERING THE SHEET  

       粘合卷材

Use 正确粘合剂的使用对于铺装的成功至关重要。保丽提供一份在
polyflor.com或通过联系Polyflor客户技术服务部（CTSD）获得的全面批
准的粘合剂清单。 

在阳光直射或温度极端/波动的地区，保丽始终建议使用经批准的聚氨酯；
环氧树脂或合适的高温粘合剂。保丽仅提供此信息作为指导。粘合剂制造
商对供应和性能负有法律责任。 

在粘贴卷材之前，阅读并理解粘合剂制造商的说明、建议和安全建议非常
重要。您需要知道粘合剂的危害和局限性，尤其是开放时间。

 > 使用合适的镘刀按照制造商的建议涂抹粘合剂，确保在整个铺装过程中
保持正确的槽口尺寸。如果缺口有磨损迹象，应立即更换镘刀。

 > 如果使用压敏粘合剂，应使用预先用粘合剂润湿的羊角形辊将所得锯齿
状粘合剂边缘弄平。 
 

 > 切勿涂抹超过开放时间内可涂抹的粘合剂。保丽不推荐任何粘合剂涂敷
方法，如喷涂，因为喷涂不能保证涂布率。

 > 铺设完每一部分后，除了周长之外，用68kg的铰接式地板辊在两个方
向上彻底滚动卷材。对每个部分重复上述步骤，直到铺好主要的卷材区
域。

 > 当在不透水或无孔基底上散布基于分散体的粘合剂时；（包括表面涂有
防潮膜或水分抑制剂的基底）涂上厚度不小于3mm的合适平滑剂非常重
要。未能涂刷正确深度的平滑剂会导致水分滞留在卷材和不透水或无
孔基底之间。这最终会导致粘合失败，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乙烯基卷材
产品变色。

 > The 修匀底层或粘合剂供应商将提供其产品范围内应使用哪些产品以适

Figure 5 Cutting in the seams 接缝切割

KEY POINT

要点

务必严格遵循批准的粘合

剂制造商的说明。

Figure 6 Spread the adhe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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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最终用途和基层地板结构的详细信息，以及适用情况下应使用哪些底

漆的详细信息。

 > 粘合剂的选择应基于地板覆盖物；基底类型和现场条件。务必从保丽批
准的粘合剂列表中选择一种粘合剂。如果对粘合剂的选择有疑问，请致
电+44 （0）161 767 1912联系Polyflor CTSD。

3.10.1 Premature trafficking of newly laid floors 

         新铺设地板的过早通行

过早通行可能会干扰粘合并削弱粘合，导致相关的痕迹、凹陷、剥离等问
题。卷材铺装后，至少24小时内仅允许少量人流通行。家具等只能在此之
后复位。如果材料通行量大，则应使用刨花板或胶合板保护至少48小时。

3.11 PATTERN TEMPLATE METHOD  

      模式模板方法  

在需要在障碍物周围进行大量铺装的区域，或者限制太多而无法用常规方
法铺设铺装卷材的区域，可以用油毡卷材制作地板模板来处理。

 > 用油毡卷材将该区域干燥，在障碍物和墙壁周围留出15mm至20mm的
间隙。

 > 使用合适的测量和标记设备在配件周围画出。将模板标记为“此面朝上”。

 > 将卷材放在较大的区域，使其正面朝上。将模板放在顶部，确保装饰
方向正确。将模板牢牢固定到位，并以模板为导向标记所有障碍物的位
置。

 > 使用锋利的边角料刀，将卷材切割成标记线，并铺装到位。

请勿将油毡卷材模板用作底层。

对于新建筑，考虑与总承包商达成协议，在铺设乙烯基后铺装WCs和
水槽等固定装置。

3.12 PREPARATION FOR SKIRTING PROFILE  
       踢脚线型材的准备 

 > 确保所有表面牢固、干燥且无灰尘、油脂和油。

 > 清水砌砖工程或砌块工程应涂上一层脱脂涂层，因为这提供了一个平
滑、坚固的已知孔隙率的表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粘合剂用量并提高粘
合力。 或者，5.5mm厚的胶合板可以切成适当宽度的条，然后牢固地固
定在砌块上，以提供一个平滑表面，踢脚线可以铺装在该表面上。

 > 使用前，表面可能需要涂底漆。

 > 所有涂漆表面必须剥离并刷上钢丝，以去除所有油漆痕迹，因为这会削
弱附着力。

3.13 SITE FORMED COVED SKIRTINGS 

       现场形成的内凹踢脚线   

保丽全柔性地板，与Polyflor Ejecta内凹模板系列（另见第11节）一起，可用于制造现场形成的内凹踢脚
线，以形成卫生的防水饰面。

 > 使用批准的接触粘合剂粘合内凹模板的各部分。使用斜块精确切割内部
和外部拐角

 > 为防止铺装困难和门口附近潜在的薄弱点，在150mm的锥度上切掉内凹
模板的后边缘，以便门口附近有最小的内凹模板。加热内凹模板将使形
状成型，但不要使用明火。

3.13.1 Fitting Ejecta capping strip (type CS-N) Figure 8 

          铺装Ejecta封顶带（CS-N型）图8

 > 标记房间周围的墙壁，直到复盖物达到的高度。最小100mm或按照指
示。

 > 将卷材放在墙上，并标记到与前面相同的高度。用直尺和锋利的小刀，
修剪掉多余的部分。

 > 把卷材从墙上拉回来。用保丽认可的接触粘合剂将封顶带铺装到墙上，
使封顶带顶部位于盖内。

了解如何在3天和4
天的保丽地板铺设课

程中使用模板

KEY POINT

要点

仅使用保丽批准的粘合

剂列表中与铺装产品相

关的接触粘合剂。

Figure 8 CS-N capping strips 碳氮封带

Figure 7 Taper towards a doorway 向门口逐渐变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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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保丽认可的接触粘合剂，涂抹在内凹模板的表面，直至覆封顶带。
在卷材背面涂上接触粘合剂，并任其风干。

 > 干燥后，将卷材推到适当位置，并将顶部边缘塞入封顶带。用手动毛辊
滚动，确保接触均匀。

3.13.2 Fitting with sit-on capping strip (Type CS) Figure 9 

           

铺装嵌入式封顶带（CS型）图9

 > 标记房间周围的墙壁，直到复盖物达到的高度。最小100mm或按照指
示。

 > 将保丽认可的接触粘合剂涂在内凹模板的表面，直到墙上的标记线。在
卷材背面涂上接触粘合剂，并保持干燥。

 > 干燥时，将卷材推到适当位置，并用手动毛辊滚动，以确保均匀接触。

 > 如前所述，用直尺和锋利的刀将多余部分修剪回所需高度。

 > 使用一块封顶带，标记封顶带与墙壁和卷材重叠的位置。在线路之间和
封顶带背面涂上保丽认可的接触粘合剂。干燥后，推入到位。

3.14 FITTING TO CERAMIC WALL TILES (CT strip) Figure 10  

         铺装到陶瓷墙砖上（连续墙带）图10

对于现场形成的内凹踢脚线和陶瓷墙砖之间的连接处，应使用Polyflor 

Ejecta CT条。 

柔性部分被设计成一面接受块材，另一面接受各种规格的材料。

 > 应使用保丽认可的接触粘合剂粘合保丽透明胶带。

 > CT条和块材之间的边缘应浆砌。

 > 保丽板应铺装在CT条的底部边缘，并按照保丽的建议使用接触粘合剂粘
附在墙上。一条薄胶泥密封剂应沿着连续油管和保丽板的下边缘延伸。 
 
 

3.15 FITTING OF AN EXTERNAL CORNER (Wrap around method) 

       铺装外角（缠绕法）

焊接的外角容易受到轮式通行工具的损坏。为防止这种情况，使用“环绕”
方法（如图11所示）。

Figure 9 CS Capping strip

ACOUSTIC FLOOR

隔音地板

保丽隔音地板系列通常

不在现场形成。如需

较多建议，请联系保丽

CTSD

 +44 （0） 161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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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Fitting to Ceramic tiles

  For further details on recommended finishes refer    

           to Section eleven.  

                 有关推荐饰面的较多详情，请参考第十一节。

Learn 

Advanced  

Techniques on the  

2 day Polyflor  

Cap & Cove

Course
Figure 11 External corners ‘wrap around method’ 外角’环绕法’

3130



INSTALLATION OF SHEET Section threeINSTALLATION OF SHEET Section three

3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