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STALLATION OF TILES Section four

Section four

INSTALLATION OF  
TILES

4.1 RECEIPT & STORAGE    
     接收和存储

 > 检查颜色是否与订购的一致，数量是否正确，没有明显的损坏。

 > 特别是，检查块材是否来自同一个批次，如果订单上要求的话。

 > 到达现场后，块材应与粘合剂一起储存在室内，在铺设前至少24小时内
保持18℃至27℃的温度。

 > 卸载后，在调理期间，箱子的堆放高度不应超过五个。箱子应该在要铺
装的区域打开和调理。 

 > 为达到最佳效果，现场条件应如英国标准8203所述。在铺设前和铺设期
间以及铺设后的24小时内，至少需要18℃至27℃的工作温度。调理区和

铺设区的温度应相似，以防止热引起的尺寸变化。

4.2 PRIOR TO INSTALLATION (UNDERFLOOR HEATING)  

      铺装前（地板下加热）

在使用地板下供暖的装置上：

 > 地板铺装开始前，应全面试验和调试该系统。

 > 铺装开始前，地板下供暖系统应至少关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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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1 Site Conditions 现场条件

48
HOURS

18°C

27° C

Durable and general-purpose contract vinyl tile,  
in a choice of gauges:  

• Polyflex Plus PU

• 2000 PUR

• Prestige PUR

• Classic Mystique PUR

• XL PU

• Standard XL

• Palettone PUR

Heavy contract synthetic rubber floor tile with  
a low-profile studded surface.  Available in a choice  
of colours and gauges: 

• SaarFloor Noppe Stud Tile

For installation of Luxury Vinyl Tiles refer to Section five. 
同质或橡胶块材的铺装。关于豪华乙烯基块材的铺装，请参
考第五节。

块材的安装

KEY POINT 

要点

如前所述，当地板采暖是

唯一的热源时，必须采取

替代措施以满足所有现场

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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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EASURING AND MARKING OUT  

      测量和标记

4.5.1 Straight Tiling — Setting Out 

        直铺块材 - 放样
 > 测量要铺设的房间，双向，包括任何壁龛。

 > 标记一条中心线确保它是房间尺寸的中心。

 > 松铺块材，以确保周边没有小切口。如果有明显的小
条纹，将中心线沿任一方向移动半片块材，形成可接
受的切割尺寸。

 > 找到线X的中心并标记中心点。

 > 使用轨道上的点A在中心线上与阴极保护距离相等的地
方标记弧1和弧2。

 > 以点1和点2为中心，使用轨迹上的点B绘制较多在3和4
相交的弧。

 > 在第3点和第4点划一条线，确保它通过阴极保护。

 > Z线现在与x线成90° 

 > 使用3，4，5方法进行双重检查。

4.5.2 Diagonal Tiling — Setting Out  

          对角平铺-放样
 > 作为直铺块材的背面。确保两条线相互成90°。

 > 在交点处，用您的轨道上的点标记1、2、3和4处的弧。

 > 以点1和点3为中心，使用梁规上的点B绘制圆弧，使其在
点A处相交

 > 以点2和点4为中心，使用梁规上的点B绘制弧线，使其
在c点相交

 > 从一面墙到另一面墙划一条粉笔线穿过A & C点；如果
没有出错，该行将通过CP。

 > 以点1和点4为中心，使用轨迹上的点B绘制圆弧，使其
在点D相交

 > 以点2和点3为中心，使用梁规上的点B绘制弧，使弧在
点B相交

 > 从一面墙到另一面墙划一条粉笔线穿过B & D点；如果
没有出错，这条线应该通过CP。

 > 使用3，4，5方法进行双重检查。

4.6 SPREADING THE ADHESIVE 

      涂抹粘合剂

 > 一旦确定了起始点，根据区域的大小和所用粘合剂的类型，可能有必要将该
区域分开，以便粘合剂可以涂刷到可以在开放时间内铺设的区域。

4.3 PREPARATION OF WORK AREA  

      工作区的准备

工作区现在应该准备好接收块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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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基层地板和基层地板准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二节。

 

4.4 LAYOUT OF TILES  

      块材布局

尽管许多地板铺设工认为块材比卷材更容易铺设，但块材的布局对铺装的
成功至关重要。

• 块材的规则形式，尤其是当铺设成对比色时，会突出建筑线条的偏差，
强调布局的详细规划的必要性。

• 从房间的中心开始工作，并松铺块材来检查布局，从任何角度来看，最
终的外观都是正确的。当几何设计融入地板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Find out more 

about setting out 

tiles on the 2 day 

Polyflor LVT Course

Figure 3

Figure 2 Measuring and marking out 测量和标记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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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Overlapping Method (Straight Laid)  

        重叠方法（直铺） 
当邻接壁很少或没有溢出时使用。

 > 将拟切割的块材恰好放在最后铺设的块材上，确保颜色正确，装饰正
确。

 > 将另一整片块材放在拟切割的块材顶部，使其“顶边”靠在墙上或镶入凹口
踢脚线上（参见图5）。

 > 以顶部块材的“底边”为导向，在拟切割的块材上划线。

 > 按划线位置切割块材，松开并检查是否合适。沿着整面墙重复以上步
骤。

4.8.2 Scriber Method (Straight Laid)  

          划线方法（直铺） 
当墙用完非常严重时，或者当墙轮廓不能用直边拾取时，使用此选项。

 > 将拟切割的块材恰好放在最后铺设的块材上，确保颜色正确，装饰正
确。

 > 务必严格遵循批准的粘合剂制造商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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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镘刀上的缺口有磨损迹象，立即更换。

 > 如果使用保丽认可的压敏粘合剂，铺装完成后，可能需要使用预先用粘
合剂润湿的羊角形辊压平任何产生的锯齿状粘合边缘，以防止“磨穿”。

 > 当铺设了除周边以外的部分时，应使用68kg铰接式地板辊在两个方向上
彻底滚动。对每个部分重复上述步骤，直到铺好块材的主要区域。

 > 最好将最后一整片块材或板条和切口留在周边，不使用粘合剂，直到所
有板条都切割成合适的尺寸。

4.7 ADHERING THE MAIN FIELD OF TILES  

     粘附块材的主要领域

某些产品系列的块材装饰是随机分布的，大理石花纹风格的块材比其他块
材更重。为防止出现“重”和“轻”区域，块材应该拆箱，如果需要，可以“洗
牌”。

 > 铺设前，确保块材背面没有灰尘。

 > 粘合剂准备好接受块材后，将第一片块材放在起点，即两条中心线的交
点。在块材的中心向下压，然后用拇指绕着边缘转动，确保所有的空气
都被排出。

 > 将下一片块材放置到位，交替大理石花纹或颜色的方向（镶嵌），并沿
中心线向下，铺设两块宽块材，即中心线两侧各一片块材。

 > 保持块材正好在中心线上是非常重要的。

 > 使用压敏粘合剂等“高粘性”粘合剂时，铺设时注意不要扭曲或扭曲块材。
如果块材被拉伸，尺寸稳定性将最终使块材恢复到其原始形状，粘合剂
粘合将被破坏。

 > 沿着中心线，与第一条线成直角，重复该程序。然后，从完成的中心线
开始加工，完成该部分，注意始终保持块材粘结。或者，可以遵循角锥
布局（参见第42页图1）。

 > 随着工作的进行，应清除任何多余的粘合剂。

 > 当铺设了除周边以外的部分时，应使用68kg铰接式地板辊在两个方向上
彻底滚动。

 > 对每个部分重复上述步骤，直到铺好块材的主要区域。

4.8 CUTTING THE PERIMETER TILES (STRAIGHT LAID)  
      切割周边块材（直铺）

切割周边块材通常使用两种技术。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墙的尽头。

KEY POINT

要点

定向块材或大理石块材

需要“洗牌”，需要交替

铺设。

Figure 5 Measuring using an overlapping tile 使用重叠块材测量

Figure 6 Measuring a tile using a scriber 使用划线器测量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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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划线器设置为铺设块材的尺寸。

 > 在拟切割的块材上描绘墙壁的轮廓，确保划线器保持垂直并与块材边缘
成直角。
 > 按划线位置切割块材，松开并检查是否合适。沿着整面墙重复以上步
骤。

4.9 CUTTING THE PERIMETER TILES (DIAGONAL CUT) 

      切割周边块材（对角切割）

切割周边块材通常使用三种技术。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墙的尽头。

4.9.1 Overlapping Method (Diagonal Cut)  

        重叠方法（对角切割）

当邻接壁很少或没有溢出时使用。

 > 将拟切割的块材恰好放在最后铺设的块材上，确保颜色正确，装饰正
确。

 > 将另一整片块材放在待切割块材的顶部（对角），使“顶边”靠在墙上或嵌
入式内凹部位（图7）。

 > 然后应该跟随图块的相应点来标记下面的图块。

 > 然后，应该将重叠的图块移到上方，以标记下方图块的第二部分。

 > 在这两个标记之后，可以使用直边来对这两个标记进行划线，并且可以
进行切割。

 > 按划线位置切割块材，松开并检查是否合适。沿着整面墙重复以上步
骤。

4.9.2 Template overlapping method (Diagonal Cut)  

          模板重叠方法（对角切割）

 > 将模板精确切割至对角点之间的尺寸（例如，300mm块材为423mm）。

 > 将拟切割的块材精确地放置在最后铺设的块材上，确保颜色正确，装饰以
正确的方式进行（参见图4.8）。

 > 将模板块材放在待切割块材的顶部，使其“顶边”靠在墙上。

 > 以块材的“底边”为导向，在拟切割的块材上划线。

 > 按划线位置切割块材，松开并检查是否合适。沿着整面墙重复以上步骤。

4.9.3 Scriber method (Diagonal Cut)  

         划线方法（对角切割）

当墙用完非常严重时，或者当墙轮廓不能用直边拾取时，使用此选项。

 > 将拟切割的块材恰好放在最后铺设的块材上，确保颜色正确，装饰正确。

 > 将条形划线器设置为正在铺设的块材对角点之间的块材尺寸。 
 
 
 
 
 
 
 
 
 
 
 
 
 

Figure 7 Marking the perimeter tiles (diagonal cut) 标记周边块材（对角切割）

重叠法和划线法均可用于铺装在门框等突出物周围。类似地，可以制作
一个模板或一个包含用于不规则形状的活动销的轮廓测量仪。

Figure 8 Cutting the perimeter tiles (diagonal cut) 切割周边块材（对角切割）

Figure 9 Cutting the tiles using a scriber (diagonal cut)

 使用划线器切割块材（对角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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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拟切割的块材上描出墙壁的轮廓，确保划线器保持与地板平齐，与块
材边缘成直角。

 > 按划线位置切割块材，松开并检查是否合适。沿着整面墙重复以上步
骤。

4.9.4 Adhering the Perimeter Tiles  

         粘贴周边块材 
一旦铺装好墙壁边缘并松铺，向内转动所有块材，以免弄错其位置。

 > 将粘合剂涂到边缘。粘合剂准备好后，铺设周边块材。

 > 随着工作的进行，擦去多余的粘合剂。

 > 用68kg的铰接辊滚动良好。在不可接近的区域使用小型手动毛辊。

 > 对所有四面墙重复该过程。

 > 最后，整个楼层应该进行第二次滚动，大约一至四小时后。

4.10 INSTALLING TILES IN LARGE AREAS  
       在大区域铺装块材

长距离保持一条清晰的直线可能很困难，并且经常会导致不准确。为消除
这一问题，另一种技术是在大面积重新铺设块材时使用Ceed: 

 > 如上所述，建立中心起点，将周边块材上的小切口减至最短。
 > 使用图10所示的顺序，从中心线开始铺设第一个块材角锥。确保始终保
持紧密的联系。
 > 在图11中区域2所示的中心线的相对侧重复该顺序。继续在越来越大的角
锥中工作，如图11所示，直到只有周边块材需要铺装。
 > 按照第4.8节所述铺装周边块材。 
 
 
 

Figure 10 Pyramid layout 角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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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Continue working in larger pyramids 继续在较大的角锥中工作

Centreline

Centr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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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ADHESIVES  

      粘合剂

正确粘合剂的使用对于成功铺装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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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WELDING OF VINYL TILES  
       乙烯基块材的焊接

保丽建议对所有608mm块材装置进行热焊接。使用对比焊条可以产生简单
的设计效果。要计算铺装需要多少焊条，将铺设的sqm数乘以3.3，得到焊
条的延米数。

 Further information on heat welding can be found in   

 Section nine. 关于热焊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九节。

Figure 12 Selection of the correct adhesive is essential 选择正确的粘合剂至关重要

粘合剂的类型和适用
性涵盖在3-4天的保丽

地板铺设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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