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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six

INSTALLATION OF  
LOOSE LAY VINYL

A collection of adhesive-free floor coverings available in a 
variety of formats including sheet, plank and tile.  

Replicating natural textures of wood & stone and abstract 
materials, the loose lay collections are designed to reduce 
installation time within both heavy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situations.

6.1  LO O S E  L AY  S H E E T  松铺乙烯基卷材

6.2 RECEIPT & STORAGE  

      接收和存储
 > 收到地板卷后，检查颜色参考是否与订购的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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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卷标上的说明，在铺装前至少48小时内，在最低为
18℃的温度下安全固定、定位和储存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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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装过程中和铺装后的48小时内，应保持18℃至27℃之
间的恒定工作温度。

6.3 LOOSE LAY CONDITIONING  

      松铺地板的调整

 > 保丽松铺乙烯基卷材需要在铺装前进行调整。调整应在与铺装相同的区
域进行，以防止热引起的尺寸变化。

 > 调理应始终在接收铺装的区域进行。

 > 如果卷材储存在室外或储存/交付温度低于10℃，则调整时间应增加至至
少48小时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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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几
天内逐渐恢复到工作温度。

 > 不得超过27℃的基层地板最高温度。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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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或吸尘整个地板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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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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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PRODUCT NAME FORMAT GAUGE INSTALLATION

6.1 Secura

Designatex

Loose lay sheet 

Loose lay sheet

3.0mm 

3.0mm

Adhesive-free 

Adhesive-free

6.12 Expona SimpLay Loose lay planks & tiles 5.0mm Adhesive-free

6.21 Camaro Loc Interlocking planks & tiles 4.0mm Adhesive-free 

2G Locking System  

Polyflor underlay 

6.29 Expona Encore 
Rigid Loc

Interlocking planks 6.5mm Adhesive-free 

5Gi Locking System

6.37 Polysafe QuickLay Loose lay safety sheet 2.2mm Adhesive-free

松铺乙烯基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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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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良好的照明至关重要。

6.6 LAYOUT OF LOOSE LAY VINYL SHEET  

      松铺乙烯基卷材的布局

 > 有关装饰对齐的信息，请参见第3.8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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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建筑师将此留给地板承包商决定的铺装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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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需要接缝，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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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超过20m2的大面积区域，如果需要接缝或可能有滚动荷载，polylor
建议使用polylor认可的粘合剂列表中推荐的粘合剂将乙烯基完全粘合到
基层地板上。

 Further information on fully bonded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can be found in Section three.  
               关于完全粘合铺装说明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三节。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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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至27℃的一致温度范围内进行调整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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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根据凹槽的深度，应该使用一个划线器或一对划线器来画出墙壁的轮
廓。划线器的设置应考虑到墙壁最深的凹槽或斜度。划线器的设置应允
许周边有2mm的膨胀间隙。

 > 将划线器垂直并与边缘成直角，将墙壁轮廓画在卷材表面上（图2）。

 > 当使用较宽宽度的松铺板（3m或4m）时，应小心不要在铺装到凹槽和
墙壁上时将板完全折叠起来，因为这会导致铺装后可能不会松弛的压力
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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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由于颜色或装饰的原因，划线很难看到，在划线中摩擦适当的对比粉
笔灰以突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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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A-B线）。

 > 在房间中央，在板材和基层地板正方形上画一条与板材主轴线的线（图

KEY POINT

要点

房间周围必须有2mm

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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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2 Scribing the wall profile 画出墙壁轮廓

Figure 3 Marking the position 标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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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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划线器设置为线C和线D之间的距离（图4），允许2mm的膨胀间隙。

 > 按照前面段落中的描述，画出端壁轮廓并切割至合适。对卷材的另一端
重复上述步骤。 

6.9 FITTING SUBSEQUENT LENGTHS  

      铺装后续长度
6.9.1 Alignment of decoration  
       装饰的对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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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的是要注意对齐每个相邻卷材的图案装饰。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保丽客户技术服务部（CTSD），获取有关 
+44 （0） 161 767 1912的进一步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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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CUTTING IN THE SEAMS 

       接缝切割

保丽建议焊接所有乙烯基地板覆盖物。

 Further information on seam cutting and cold welding can be  

 found in Section nine.  

                 关于接缝切割和冷焊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九节。

6.11 PATTERN TEMPLATE METHOD 

      图案模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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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一个25mm的指南针在配件周围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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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板上的装饰方向正确。

 > 将模板牢固地固定到位，并用一对25mm的划线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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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卷材切割成划线，并铺装到位。

注意不要将油毡卷材模板用作参考底图。

6.12 LOOSE LAY TILE AND P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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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4 Scribing the wall profile 画出墙壁轮廓 Figure 5 Cutting in the seams 接缝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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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LOOSE LAY VINYL TILE AND PLANK 松铺乙烯基块材和板条

6.13 RECEIPT & STORAGE  
       接收和存储

收到块材或板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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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材和粘合剂应在铺设前至少在18℃的最低温度下储存48
小时。

 > 在正常条件下（室外温度高于10℃），块材应从托盘上卸下，并在调整
期间堆叠不超过五箱。烟囱的布置应允许空气在烟囱四周循环。

 > 在寒冷的天气（室外温度低于10℃）下，应打开箱子，将块材铺开，使
块材更快适应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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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前、铺设期间和铺设后48小时内，工作温度要求在18℃至27℃
之间。

6.14 LOOSE LAY CONDITIONING 

       松铺调整

温度应保持不变，变化不超过2℃调理区和铺设区的温度应相似，以防止
热引起的尺寸变化。

6.15 PRIOR TO INSTALLATION (UNDERFLOOR HEATING)  

       铺装前（地板下加热）

 > 在使用地板下供暖的铺装中，应在地板铺装开始前对系统进行全面试验
和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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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27℃的最高地板
温度。 
 

6.16 PREPARATION OF WORK AREA  

       工作区的准备

工作区现在应该准备好接收乙烯基块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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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或吸尘整个地板区域。

 > 检查基层地板的状况，必要时进行修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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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LAYOUT OF LOOSE LAY VINYL TILES 

       松铺乙烯基块材的布局

尽管许多地板铺设工认为乙烯基块材比乙烯基卷材更容易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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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楼层从主门口开始，相信进入房间的最初印象是最重要的。然而，从
房间的中心开始工作，并松铺块材来检查布局，会使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
看，最终的外观都是正确的。将几何设计融入地板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 从正面用锋利的刀切割，确保切口为90°，通过两次划线，第二次划线切
割玻璃纤维增强层。通过弯曲块材打开切口，然后从背面完成切口。

 > 产品和墙壁或其他固定部件（如门框或加热管）之间必须留有至少2mm
的膨胀间隙。

 > 当铺装在入口区域时；可以使用大规模繁忙商业环境或任何预计会有
大量步行或常规滚动负荷的区域、合适的双面胶带或合适的增粘剂释
放系统来避免移动。如果使用胶带，则应对角粘贴，仅单向粘贴，在
500mm的中心穿过整个区域。这将确保所有块材都固定在基底上。

 > 大于10m x 10m的区域需要设置一个5mm的伸缩接缝。应使用合适的伸
缩接缝覆盖。以后每100m2应设置伸缩接缝。

 > 由于极端温度可能发生在白天和晚上，温度会波动。必须避免这些波动
的影响。在调整和铺装期间，应覆盖与朝南窗户和全高窗户直接相邻的
铺装，以尽量减少这种影响。这包括覆盖天井门、双层门和温室或橙色
窗户。保丽有限公司不接受因块材和板条未能正确修整而导致收缩或卷
边的投诉

6.18 MEASURING AND MARKING OUT  

       测量和标记

 > 为产生最佳外观，仔细规划和布置块材。干燥铺设地板的一部分是有利
的，这样可以确定图案的外观是否可接受，并且还可以确保各个块材内
的任何纹理/纹理是正确的。

 > 传统上块材的起点是房间的中心。

 > 粘合前，确认地板的整体外观可以接受。

 > 如果房间形状不规则，可能有必要将块材从最重要的墙壁或特定的特性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Layout 

of Loose Lay on the 

2 day Polyflor Floor 

Lay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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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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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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CUTTING THE PERIMETER TILES  

       切割周边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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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1 Overlapping Method  

         重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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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上弄平。

 > 在与全高窗户、音乐学院、猩猩馆等直接相邻的区域。、或长时间暴露
在阳光直射下或可能出现高温波动的区域。polylor建议仅在这些局部区
域使用从Polyflor批准的粘合剂列表中选择的合适的高温粘合剂来固定
块材/板条。如需进一步建议，请致电+44 （0） 161 767 1912与Polyflor 

CTSD联系。

 > 铺设第一块板条之前，确保所有切口的长度均可接受（最小150mm）。

 > 由于板条的长度不需要“粘合”，因此可以从端壁开始铺装。

 > 板条必须交错排列以获得随机光洁度，但是要确保板条末端不在相邻板
条的150mm以内。

6.18.1 Straight Tiling — Setting Out 

          测量和标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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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POINT

要点

摆放板条/块材时，始终从

房间中心开始摆放

Figure 6 Marking out straight 

Figure 7 Marking out diagonal tiling

6.18.2 Diagonal Tiling — Setting Out 

Figure 8 Measuring using an overlapping tile 使用重叠块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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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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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2 Scriber Method 

           划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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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待切割的块材准确地放在最后铺设的块材上；确保颜色正确，装饰正
确。

 > 将划线器设置为正在铺设的块材的尺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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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INSTALLING TILES IN LARGE AREAS  

        在大面积铺装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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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面积铺设块材时使用了另一种技术：

 > 如上所述，建立中心起点，将周边块材上的小切口减至最短。

 > 按图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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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心线的另一侧重复该顺序。继续在越来越大的角锥中工作，直到只
有周边块材需要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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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使用一个包含可移动销的轮廓量具来处理不合适的形
状。

Centreline

Centreline

注意角锥的构建应该始终从基线的中心开始，按照图9所示的相

同顺序进行。

6.21 2G INTERLOCKING TILES AND PLANKS: 4.0mm gauge

6.22 GENERAL INFORMATION 

        一般信息
铺装互接产品时，务必遵循当前当地和国家地板覆盖物铺装标准。应采用
包含最新技术发展的最佳当前铺装惯例。基层地板的准备、地板覆盖物的
铺装以及为保护价值而采取的措施是确保弹性地板覆盖物最佳适用性和性
能的关键因素。 

2G锁定系统（4.0mm）可以锁定在一起，而无需使用任何粘合剂即可形成
浮动地板。为确保获得最佳的外观效果，必须认真遵循这些安装说明。 

如果您不确定是否适合安装联锁瓷砖和木板地板，请联系Polyflor客户技
术支持部门0161 767 1912，以获取进一步的建议。

6.23 RECEIPT & STORAGE  
        接收和存储

收到材料后：

 > 检查颜色是否与订购的颜色一致，材料是否有损坏或视觉缺陷。

 > 特别是，检查材料是否来自同一个批次。视觉缺陷的索赔只能在铺装和
切割之前接受。

 > 互接板条/块材系统在储存期间必须防止灰尘和水分。

 > 储存和铺装期间，室温应为20℃（最低15℃），相对湿度为50-60%。

 > 铺设地板前，打开箱子，并在铺装开始前将其放置在铺装房间内至少48
小时，以使材料能够适应环境。

 > 箱子的堆叠高度不应超过三个箱子。

6.24 PREPARATION OF SUBFLOORS 

        基层地板的准备 

 > 基层地板应按照BS 8203 / DIN 18365或当地/国家现行标准进行准备。
只要按照当地标准进行准备，Camaro Loc乙烯基地板可以安装在大多
数硬质地板上。底层地板必须坚硬，清洁，无污染，干燥，耐用，平坦
且无噪音。实心地板必须根据当地标准进行测试，以确保它们不潮湿。
地毯和软地板不适合作为Camaro Loc乙烯基地板的安装基础，在安装
前需要将其除去。在开始安装之前，请清除所有杂物并在整个地板下进
行吸尘。

KEY POINT

要点

使用“重叠”或“划线”方法来

配合投影，如门框。

Figure 9 Pyramid layout 角锥布局

6.21 INTERLOCKINGTILES AND PLANK SYSTEMS 互接块材和板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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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使用地板采暖，则地板表面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27°C。底层地板应
根据当地标准进行水分测试。在开始安装之前，实心地板应显示最大湿
度为75％RH。木材地板可能不平，安装前可能需要调平，如有疑问，请
致电+44（0）161 767 1912致电Polyflor客户技术支持部门。

 > 残留水分：
• 固体水泥最大值 = 2.0 CM %

• 地板下供暖        = 1.8 CM %

• 硬石膏地板最大值 = 0.5 CM %

• 地板下供暖                = 0.3 CM %

 > 安装前，请清除地板上的不平整部分。在3m长的直边下进行测量时，基
层地板的水平应符合当地/国家/地区的标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
超过5mm的最大偏差。应去除高点和山脊，以防止损坏木板/瓷砖的锁定
机制。请注意，尽管Vinyl Loc Underlay可以减轻地板下的轻微起伏，但
不应代替专有的找平化合物。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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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铺装
期间以及之后至少48小时内，系统应保持关闭并完全冷却。然后几天后，
慢慢地逐渐恢复到工作温度。

不得超过27℃的基层地板最高温度。 

6.26 CONDITIONING 

        调整

 > 铺装前和铺装过程中，互接板/块材系统必须防止灰尘和水分。

 > 互接板条/块材铺装可接受的气候条件是：

•  Floor temperature 地板温度  > 15°C

•  Room temperature 室温                     > 18°C

•  Air Relative humidity 空气相对湿度   < 50–60%

6.27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铺装说明

储存和铺装期间，室温应为20℃（最低15℃），相对湿度为50-60%。

如果相对湿度或温度（<  10℃或> 30℃）与上述室内条件的偏差<30%或> 80%，尺寸发生变化，间隙形成
是这类产品的典型特性；因此，所需的膨胀间隙可以在这里描述的间隙的基础上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请致电+44 （0） 161 767 1912向保丽CTSD咨询。

6.27.1 Tools Required 所需工具
 > 笔
 > 工具刀
 > 伸缩卷尺或折尺
 > 木匠的90°正方形
 > 钢锯和钻头（用于在门口/散热器管道周围的安装）

考虑使用安全眼镜和防护手套。 

在安装Polyflor Vinyl Loc垫层之后，无需粘合剂即可
铺设木板/瓷砖。

6.27.2 First plank/tile, first row  

           第一排第一片块材/板条

 > 开始将地板铺设在房间的左上角，使下边缘轮廓在长
边上朝向您。 （图10）

 > 铺装周边和基层地板突出物周围应留有最小4mm的
膨胀间隙。

 > 对于较大的铺装，应使用每延米房间长度1mm的膨胀
间隙，例如，8米x4m的房间需要在房间的整个周边
和从地板伸出的任何东西周围有8mm的膨胀间隙。

 > 使用块材/板条的小切口作为板条和墙壁之间的间隔
物，以帮助获得正确的尺寸间隙。

6.27.3 Second plank/tile, first row 

           第二排第二片块材/板条

 > 将下一片块材/板条的短端与第一块成一定角度按
压，然后铺下。用同样的方法完成第一行。

 > 重要的是要在安装初期确保短接头完全接合并相互
锁定。继续这种方式，直到可以在第一行的末尾安
装完整的木板/瓷砖为止。尽量避免与下面的Vinyl 
Loc Underlay中的接缝相对应的成排木板/块材上的
直缝。

6.27.4 Last plank/tile, first row 

            最后一片块材/板条，第一排

 > 在第一排末端和墙壁之间插入尺寸正确的垫片，以确
保留下正确的膨胀间隙。

 > 在切割最后一块块材/板条之前–首先将其旋转180°，
以使短边上伸出的凸型材面向隔板/墙，这将确保定
位时具有所需的正确型材。

 > 测量此木板/瓷砖的长度以适合

 > （图12），切成正确的长度，然后转回原来的位置，
使短边上伸出的凸型轮廓现在面向先前的块材/板

KEY POINT

要点

地毯和软地板不适合作为互
接板条/块材系统铺装的基
础。这些需要被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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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10 First plank, first row 第一排第一块板条

Figure 11 Second plank, first row 第一排第二块板条

7372



INSTALLATION OF LOOSE LAY  Section sixINSTALLATION OF LOOSE LAY Section six

Figure 12 Last plank, first row

保剩余正确的膨胀缝隙。划刻后，纵向切开块材/板
条。用锋利的美工刀小心地切掉多余的部分。

6.27.5 Managing uneven walls  

           管理凹凸不平的墙壁

 > 如果墙壁不平，地板应根据其轮廓进行标记或划线

 > 用墙的轮廓标记地板。不要忘记在墙上加上所需的
膨胀间隙。

 > 要切割板条以适合最后一行，请将其一次一个地直接
放在前一行的正上方。

 > 将其牢牢固定住。然后将第三块板排在顶部位置。

 > 用这块板条的边缘以铅笔在下面的板条上标出切割
线。记住要考虑到膨胀间隙（图16）。

6.27.6 Radiator Pipes 散热器管 (fig. 17 & 18)

 > 原则切口 - 用木匠方尺和铅笔在长边和短边上标出
孔的中心。

 > 在标记交叉的地方，使用小的#6或#8钻头钻一个导
向孔。用足够宽的铲钻头进一步钻孔，以适应管道直
径和所需的膨胀间隙。

 > 如图所示，用锯子或锋利的多用途刀切割。铺装地
板。

 > 如有必要，在切割件上涂一层万能胶，然后更换。
在插入件的正后方插入一个垫片，将其楔入到位，
确保留下正确尺寸的膨胀间隙。把它留在原处，直
到胶水变硬。 
 
 

6.27.7 Door Frames 门框 (fig. 19)

 > 当在门框周围铺装互接板条/块材时，用手锯切入门
框，使用切下的板条/块材和一些底层作为门框修剪
高度和数量的引导。

 > 将切割件滑到门框下。

6.27.8 Adjoining other floor coverings 

           连接其他地板覆盖物

 > 当连接其他地板覆盖物时，完成门口的互接板条/块
材。

条。像以前一样安装。该块材/板条的最小长度应为
350mm。注意-该块材/板条的其余部分将从下一行
开始（图13）。

6.27.5 First plank/tile, second row 

           第一排块材/板条第二排

 > 确保留有适当的膨胀间隙，然后在墙壁和该行的第一
块块材/板条之间插入正确尺寸的垫片。

 > 从最后一行剩下的一块开始，开始新的一行（最小
长度350mm –图13）。将块材/板条与上一行的木
板/瓷砖成一定角度插入（图14）。向前按并同时向
下折叠。

 > 始终尝试交错短接大约。离上一行最近的短接头
150mm（图15）。不要忘记在墙壁上包括所需的膨
胀间隙。 

6.27.6 Second plank/tile, second row 

            第二排第二片块材/板条

 > 轻轻地将块材/板条靠近上一行中相应木板/瓷砖的长
端，然后通过一次动作将其折叠下来，确保长边和
短边的角都连接到短边的相应轮廓中第一块块材/板
条。轻轻地在短边接头上施加压力，以确保其完全
适合到位。

6.27.7 剩余的块材/板条

 > 通过将上下轮廓在长边缘上倾斜在一起，以相同的方
式将后续的块材/板条安装到位，使短端的上下轮廓
松动，直到它们锁定到位。切记放置垫片以确保墙壁
上留有正确的膨胀缝。以这种方式继续到最后一行。 
 

6.27.7 Last Row 最后一行

 > 要切割块材/板条以适合最后一行，请将它们一次放
置在上一行的正上方，方向与您放置它们的方向相
同。将这些块材/板条放置在已安装的行的顶部（图
16）。

 > 将它们牢牢固定到位，然后在上面对齐第三块块材/
板条。使用块材/板条的边缘在下面的块材/板条上用
铅笔标记切割线（最小宽度50mm）。用美工刀沿着
这条线仔细划刻。

 > 在进行测量之前，切记在墙壁上放置一个垫片，以确

Figure 13 First plank, second row 第一片块材第二排

Figure 14 First Plank, second row 第一排板条第二排

Figure 15 Stagger the short joints 错开短节

Figure 16 Last row, cutting the plank/tiles 

 最后一行，切割板条/块材 

Figure 17 Radiator pipes 散热器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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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互接板条/块材和相邻地板覆盖物之间应留有适当的
膨胀间隙。

 > 稍后可以使用合适的门槛或递减接地带来覆盖这一
点。

6.27.9 Installing across multiple rooms  

           跨多个房间铺装 (fig. 20)

 > 完成门口两侧的互接板条/块材，并在周边留下的双
层地板之间留出空隙。

 > 然后可以铺装合适的门槛条来覆盖最终的间隙。背
对背放置两块小的切割互接板条/块材，以测量正确
的间隙尺寸。

 > 铺装门槛时，不应直接机械固定在互接板条/块材
上，而应固定在基层地板上，并在门槛
的顶部边缘和互接板/块材的表面之间
留出足够的空间，以允许移动到膨胀
间隙中。

6.28 COMPLETION WORK  

        完成工作

互接板条/块材被设计成抹面地板，因此
地板覆盖物可以在铺装后直接行走。

 > 从边缘膨胀间隙中取出所有垫片和楔
块。

 > 踢脚线、底板、象限或暗点可以用来隐藏膨胀间隙，
但是其不应该直接铺装在互接板条/块材的表面上。

 > 在两者之间留一个小间隙，允许踢脚线或凹形边饰下
面的板条自然移动。

 

 

 

 

 

 

 

6.30 GENERAL INFORMATION  

        一般信息

安装联锁产品时，请始终遵守当前当地和国家/地区有关地板覆盖物安装的
标准。应采用结合最新技术发展的最新最佳安装实践。底层地板的准备，
地板覆盖物的安装以及为保护价值而采取的措施是确保弹性地板覆盖物最
佳适应性和性能的关键因素。

借助5Gi锁定系统（6.5毫米厚度），可通过独特的系统将木板锁定在一
起，而无需使用任何粘合剂，该独特的系统包括凸出（上下）凸形轮廓，
从而形成一个浮动地板，可将木板安装并锁定在一起。单动。为了确保获
得最佳的外观效果，必须认真遵循这些安装说明。

 

 

 

 

 

 

6.31 RECEIPT & STORAGE  

       接收和存储
收到材料后：

 > 检查颜色是否与订购的颜色相符，以及材料中是否没有损坏，视觉缺陷
或锁紧差异。

 > 特别是，检查物料是否来自一批。仅在安装和切割之前，才能接受有关
视觉缺陷或锁定差异的索赔。

 > 在存储过程中，必须保护互锁木板系统免受灰尘和湿气的影响。

 > 在存储和安装期间，室温应为20°C（最低15°C），相对湿度为50-60％
。

 > 在铺设地板之前，请先打开盒子并将其放在要安装它们的房间中，然后
再开始安装至少48小时，以使材料适应环境。

 > 箱子堆叠的高度不得超过三个箱子的高度。

Figure 18 Radiator pipes 散热器管道

Figure 19 Door frames 门框

Figure 20 Threshold strip

KEY POINT 要点

Camaro Loc木板和瓷砖始终需要在安装瓷砖或
木板之前先安装Polyflor底衬。

6.29 5Gi INTERLOCKING PLANKS: 6.5mm gauge    5G互锁版：6.5mm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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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CONDITIONING 

        调整

 > 铺装前和铺装过程中，互接板/块材系统必须防止灰尘和水分。

 > 互接板条/块材铺装可接受的气候条件是：

•  Floor temperature 地板温度  > 15°C

•  Room temperature 室温                     > 18°C

•  Air Relative humidity 空气相对湿度   < 50–60%

6.35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铺装说明
在存储和安装期间，室温应为20°C（最低15°C），相对湿度为50-60％。
在长时间暴露在直射阳光下的重度釉面地区，温度可能较高（<10°C或> 
30°C），或者湿度波动较大（<30％或> 80％），尺寸，缝隙的形成是此
类产品的典型特征；因此，所需的膨胀间隙会增加。
Expona Encore刚性地板是一种散装产品。在温度波动较大的区域（例如
上光玻璃的区域和阳光直射的区域），必须格外小心，包括至少10mm的
较大扩展间隙和足够的紫外线防护。
对于非加热区域，建议使用完全粘合的豪华乙烯基瓷砖系列。
为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澄清，请致电+44（0）161 767 1912，向
Polyflor CTSD寻求建议。CTSD

Tools Required 所需工具
 > 笔
 > 工具刀
 > 伸缩卷尺或折尺
 > 木匠的90°正方形
 > 钢锯和钻头（用于在门口/散热器管道周围的安装）

考虑使用安全眼镜和防护手套。 

在安装Polyflor Vinyl Loc垫层之后，无需粘合剂即可
铺设木板/瓷砖。

6.32 PREPARATION OF SUBFLOORS  

        基层地板的准备 

联锁木板系统可以放置在：
 - 根据公认的贸易标准准备的矿物基层地板。它必须清洁，耐用，永久干
燥且平坦。

 - 现有的陶瓷，乙烯基和亚麻油地毡只要清洁，平坦且地板下没有潮湿，
就可以使用。

 - 木地板，地板和刨花板地板，只要它们是平坦的，牢固的且没有钉子突
出等即可。

 > 通常，在2m直边下测量时，地板下的接缝必须平整，允许的最大偏差为
5mm。较大的偏差会导致锁定机构永久损坏。

 > 在开始安装之前，实心地板应显示最大相对湿度为75％RH。固体水泥和
熨平板基层地板的残留水分最大。 2.0 CM％，采用地暖1.8 CM％。

 > 硬石膏地板最大0.5 CM％（地板采暖0.3 CM％）。

 >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Polyflor的连锁木板系列安装到湿度读数超过 
75％RH的坚固底层地板上。请致电+44（0）161 767 1912与Polyflor客
户技术支持部门联系，以获取有关如何实现此目的的详细信息。 

6.33 PRIOR TO INSTALLATION WHERE UNDERFLOOR HEATING IS USED 

        铺装前（地板下加热）

地板下已安装地板采暖的位置：

 > 开始地板安装之前，应对系统进行全面测试和调试。

 > 在开始安装之前，应关闭地板采暖系统并充分冷却至少48小时。在整个
安装过程中，系统应保持关闭状态并完全冷却，此后至少48小时。然后
在几天之内慢慢地逐渐恢复到工作温度。

 > 绝对不应超过27ºC的最高地板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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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显示严重压花表面的阴影将需要在木
板/砖块的表面与踢脚板/壁板等的底面之
间有一个稍大的间隙，以适应自由运动进
入膨胀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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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1 First plank, first row 

           第一片板条，第一行

 > 把板条无粘合剂放置。开始以房间的左下角朝向您的
方式将地板放在房间的左上角（图21）。

 > 安装周围和从地板下伸出的任何东西都应留出至少
5mm的扩展间隙。

 > 对于较大的安装，应使用每线性米房间长度1mm的
膨胀缝。例如，一个8m x 4m的房间需要在房间的整
个周围以及从地板突出的任何地方的8mm的膨胀间
隙。使用木板上的小切口作为木板和墙壁之间的垫
片，以帮助获得正确的尺寸间隙。

 > 在木板和墙壁的短边和长边之间放置垫片。

6.35.2 Second plank, first row 

            第二片板条，第一行

 > 将第二个木板的短端靠近上一个木板的相应短端。只
需一次动作，即可将其仔细折叠； （图22）。

 > 用力将下一块木板的短端向下按入第一个木板的相应
短边缘，现在它们应牢固地锁定在一起。

 > 重要的是要在安装初期确保短接头完全接合并相互
锁定。如果在释放任何手/小喇叭压力之后，木板对
齐并彼此短接，并且短接缝处齐平，则接缝将完全接
合。注意：该木板的其余部分将从下一行开始。

 > 使用橡胶槌沿刚安装的短端轻轻敲击短接头 
（图23）。如果他们没有施加压力，直到达到目
标。

 > 以相同的方式完成第一行。继续这种方式，直到可以
在第一行的末尾安装完整的木板为止。 
 
 
 
 
 
 
 
 

6.35.3 Last plank, first row 

            最后一片板条，第一行

 > 在第一行的末端和墙壁之间插入正确尺寸的垫片，以
确保剩余正确的膨胀间隙。

 > 在切割最后一块木板之前-首先将其旋转180°，以使
短边上伸出的凸形轮廓面向垫片/墙，这将确保您定
位时具有所需的正确轮廓。测量该木板的长度以适合
其长度，将其切成正确的长度，然后向后转，以使短
边上伸出的凸轮廓现在面向上一块木板的凹轮廓。

 > 与以前一样，确保使用橡胶锤（最小长度350mm）
牢固地固定此短端接缝。注意：该木板/砖块的其余
部分将从下一行开始。 

 

 

 

 

 

 

 

 

 

 

 

 

 

 

 

 

 

Figure 21 First plank, first row

KEY POINT

要点 
Expona Encore Rigid Loc是
浮动地板。整个周边至少
应留出5mm的膨胀间隙。

Figure 22 Second plank, first row

Figure 23 Ensure joints are fully engaged

Figure 24 Last plank, first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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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4 First plank, second row 

            第一片板条，第二行

 > 在第一行的末端和墙壁之间插入一个垫片（膨胀缝）
。从最后一行的剩余部分开始，开始新的一行（最小
长度350mm-图25）。

 > 将板条长边的上凸轮廓以较小的角度插入上一行板条
长边的相应下轮廓。向下按直到其锁定到位。始终尝
试交错短接大约。离上一行最近的短接头150mm;  
（图26）。不要忘记在墙壁上包括所需的膨胀间
隙。 

6.35.5 Second plank second row 

            第二片板条，第二行

 > 轻轻地将板条放在前一个木板的短端附近（图27）
，并通过一次动作将其折叠下来，确保长边和短边的
角都连接到第二个板条短边的相应轮廓中行;和前一
行中相应木板的长边下轮廓。

 > 向下牢固按下以锁定到位。

 > 使用橡胶锤轻轻地将短边接头轻轻地敲入到位。

 

6.35.6 Remaining rows 

            剩余的行

 > 通过将长边上的上下轮廓放在一起，以相同的方式将
后续木板安装到位，注意使用橡胶锤轻轻敲打短边轮
廓，直到锁定到位。

 >  切记放置垫片以确保墙壁上留有正确的膨胀缝； （
图28下页）。以这种方式继续到最后一行。

 

 

 

 

 

 

 

 

 

 

6.35.7 Last row 

            最后一行

 > 要切割板条以适合最后一行，请将它们一次沿着您要
铺设的方向直接放在前一行上。

 > 将这些板条放在已安装的行的顶部

 > （图29）。将它们牢牢固定到位。然后在上面对齐第
三块板条。使用板条的边缘在下面的板条上用铅笔标
记切割线（最小宽度50mm）。用美工刀沿着这条线
仔细划刻。在进行测量之前，切记在墙壁上放置一个
垫片，以确保剩余正确的膨胀缝隙。划刻后，使用手
锯或竖锯纵向切割板条。

 > 切记要留出扩展差距。用锯或锋利的美工刀小心地切
掉多余的部分。如果需要，可以使用拉杆将最后一行
的板条拉入倒数第二行的相应轮廓中。

 

 

6.35.8 Radiator Pipes 

             散热器管

 > 用木匠的正方形和铅笔在长边和短边上标记孔的中
心。如果标记交叉，则使用薄的＃6或＃8钻头钻出
导向孔。

 > 进一步在井眼上钻一个足够宽的铲子，以适应管道的
直径和所需的膨胀间隙。如图所示用锯或锋利的美工
刀切开； （图30）。

 > 安装地板。如有必要，在切割片上放一小块粘合剂，
然后更换。在插入的部件后面直接插入一个垫片，以
将其楔入到位，确保留有正确尺寸的膨胀间隙。留在
原处，直到粘合剂变硬为止。 （图31相邻）

6.35.9 Door Frames or Architraves 

            门框或框缘

 > 在门框周围安装互锁地板时，或将框缘切入门框或
用手锯将其框缘起；使用切碎的木板作为修剪门框
的高度和数量的指导（图32相邻）。将裁片滑到门
框下方。

 

 

Figure 25 First plank, second row

Figure 26 Stagger the short joints

Figure 27 Second plank, second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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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10 Adjoining other floor coverings 

             毗邻其他地板

 > 当与其他地板覆盖物相邻时，请在门口完成。互锁地
板和相邻的地板之间应留有适当的膨胀间隙。可以使
用适当的阈值或减小的条带将其覆盖（图33）。

 

6.35.11 Installing across multiple rooms  

            跨多个房间安装

 > 如果跨多个房间安装；在任一侧的门口中完成互锁地
板，并在两层地板之间留出8mm至10mm的间隙。
然后可以安装合适的门槛条以覆盖所产生的间隙。
背对背放置木板/瓷砖的两个小切口，以测量正确的
间隙尺寸。

 

6.36 COMPLETION WORK 

        完成工作
 
连锁木板系统是浮动地板；安装后即可直接行走。

 > 切记取出用来测量周长膨胀缝隙的所有切口或垫片。

 > 踢脚板，基板，象限或壁板可用于掩盖扩展间隙，但
是应将它们直接安装在墙壁或踢脚板上，而不要直接
安装在板条或块材的表面上。

 > 在板条或块材的顶面之间留一个小间隙（最小
2mm）；以及任何象限象限或裙边的底面，以允许
板条或块材在其下方自然移动。

Figure 31 Radiator pipes

Figure 33 Threshold strip

Figure 28 Remaining rows

Figure 29 Last row

Figure 30 Radiator pipes

Figure 32 Door frames

注：
浓淡的阴影浮雕表面将需要稍微木板表面
之间的较大间隙以及踢脚板/壁板的底面
等以适应自由运动扩大差距。

8584



INSTALLATION OF LOOSE LAY  Section sixINSTALLATION OF LOOSE LAY Section six

6.37 LOOSE LAY SAFETY VINYL SHEET

6.38 RECEIPT & STORAGE  

        接收和存储
 > 收到纸卷后，检查颜色参考是否与订购的颜色参考相符，数量是否正确
以及是否损坏。

 > 特别是，如果订单上要求，请检查卷是否来自一批。

 > 到达现场时，应在安装前将卷筒安全地固定在直立位置，并按照卷筒标
签上的说明在最低温度18°C下存放至少24小时。

 > 为获得最佳结果，现场条件应符合BS 8203或当地/国家现行标准。在安
装之前，安装期间以及安装之后的24小时内，至少应保持18°C至27°C之
间的恒定工作温度。

6.39 LOOSE LAY CONDITIONING 

        松铺地板调整 

 > 松散的安全乙烯基板材需要在安装前进行调节。调节应在与安装相同的
区域进行，以防止热引起的尺寸变化。

 > 应始终在要接收安装的区域进行调节。

 > 在将薄板存放在室外或在低于10°C的温度下存放/运输时，调节时间应至
少增加48小时。

 

6.40 PRIOR TO INSTALLATION WHERE UNDERFLOOR HEATING IS USED 

        铺装前（地板下加热）

 > 开始地板安装之前，应对系统进行全面测试和调试。

 > 在开始安装之前，应关闭地板采暖系统并充分冷却至少48小时。在整个
安装过程中，系统应保持关闭状态并完全冷却，此后至少48小时。然后
在几天之内慢慢地逐渐恢复到工作温度。

 > 绝对不应超过27ºC的最高地板温度。

 

 

 

6.41 PREPARATION OF WORK AREA  

       工作区的准备

 > 现在应准备工作区以容纳地板。确保所有其他行业都已完成工作并清除
了所有设备和材料。

 

 

 

 

6.42 LAYOUT OF LOOSE LAY VINYL SHEET 

        松散的乙烯基表的布局

 > 建筑师可能提供了显示材料放置方向的图纸。在这种情况下，请按照说
明放置纸张。

 > 在建筑师将其交由地板承包商决定的安装中；在招标阶段，说明材料的
铺设方向，并指出您的估算基于此。

 > 如果需要接缝，请始终特别注意接缝将掉落的位置，避免在门中央出现
接缝。如果安装了大窗户，请朝窗户方向铺设，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接头
的影响。

6.43 SLABBING THE SHEET 

        粘贴表格

 > Polyflor建议将地面地板朝上铺开，注意不要损坏表面，并切成适当大
小。

 > 修整的末端应至少留出100mm的余量，然后将平板放置过夜24小时，以
在18°C至27°C的恒定温度范围内进行调节。

6.44 APPLICATION OF ADHESIVE TAPE 

        胶带的应用

 > 在房间的四周和所有接缝处都应使用Polysafe QuickLay双面胶带。

 > 在开槽和焊接之前，请确保仅在正确安装产品后并在所有接缝处剥去胶
带。

6.45 FITTING THE FIRST LENGTH 

        适应第一长度

 > 将第一张纸放在墙壁旁边的位置，其外边缘距离最近的点约15mm。

 > 调整床单的位置，使内边缘与房间的轴线平行（图34）。

 > 根据凹槽的深度，应使用条形划线器或一对划线器来描绘墙的轮廓。设
置划线器，以允许壁最深的凹陷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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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34 Lining up the firs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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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垂直握住划线器，使其与边缘成直角，然后将壁轮廓线描在纸的表面上
（图35）。

 > 在房间的四周和所有接缝处均应使用QuickLay双面胶带，其距离房间边
缘2mm（图36）。

 >

 > 用这种方法，壁的所有不规则都会准确地复制到片材的表面上。如果由
于颜色或装饰而导致划痕很难看清，请在划痕线上适当擦拭对比粉尘。

 > 将薄片从墙壁上松开，然后使用弯钩修整刀将多余的材料切掉至划线。

 > 将纸张向后滑动，使其靠在墙壁上并检查其是否合适，必要时进行一些
小的调整。 
 
 
 
 
 
 

 >

 > 当确信第一条边上的贴合正确时，用铅笔将另一条边描到地板上（图37
中的A-B线）。

 > 在房间的中央，在图纸上和地板下边的正方形上画一条直线（到图纸的
主轴）（图37中的C-D线）。

 > 保持薄片的内边缘在A-B线上，向后滑动薄片以清除房间一端的墙壁。
 > 将划刻器设置为现在C和D线之间的距离（图38）
 > 描绘出端壁轮廓并按照前面的段落进行切割以适合。重复工作表的另一
端。

 

6.46 CUTTING IN THE SEAMS  
        切入接缝

 > Polyflor建议对所有乙烯基板材地板进行开槽和焊接。

 > 修剪薄板的工厂边缘是成功焊接的先决条件

 > 安装后，按照本技术信息手册第9节中提供的指南完全焊接所有接头。

Figure 37 Lining up the first sheet

Figure 38 Scribing the wall profile

Figure 35 Scribing the wall profile

Figure 36 Use double sided QuickLay tape

KEY POINT 

要点

铺设QuickLay Sheet地

板时，只能使用Polysafe 

QuickLay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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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PATTERN TEMPLATE METHOD 

        模式模板法

 > 可以通过在毛毡纸中对地板进行模板处理来处理需要在障碍物周围进行
大量装配的区域，或者过于狭窄而无法通过常规方法铺设板材的区域。

 > 用毡纸将其干  燥，使障碍物和墙壁之间留出15mm至20mm的间隙。

 > 使用25mm的指南针在配件周围画图。新建筑考虑在铺设地板后与主承
包商达成协议以安装固定装置，如厕所和洗手池。

 > 将模板标记为“ This Side Up”。

 > 将工作表放置在较大的区域中，并且面朝上。

 > 将模板放在顶部；确保纸张上的装饰方向正确。

 > 将模板牢固固定在适当的位置，并用一对划刀将其设置在25mm处，以
模板为导向标记所有障碍物的位置。

 > 用锋利的修边刀将薄片切成划痕，然后固定到位。注意请勿将毡纸模板
用作衬纸。

6.48 POST INSTALLATION  

        安装后

 > Polysafe QuickLay安装后即可立即进行投放管理。

 > Polysafe QuickLay可以比传统的完全粘合地板更早地安装在施工程序
中。应考虑通过使用合适的专有保护套来充分保护其免受交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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