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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识到我们产品的性能取决于许多因素，地板覆盖物本身
只是其中之一。正确的毛地板准备和干燥、安装人员的工艺、
产品的维护以及正确地板覆盖物的选择等，都同样重要。

本手册与经过技术培训的销售代表、有丰富知识的客户技术服
务部（CTSD）、维护学校和安装培训学校一起构成了该支持
的一部分。

如果您对任何保丽产品的产品选择、规格、安装、性能或维护
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目标是在产品安装前解
决问题，而不是在安装后解决问题。

在发布之日，提供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保丽保留做出不会对性能或质量产生不利影响的
更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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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丽的目标是通过提供所有必要的相关信息来支持客户，无论客户是建筑师、指定

人、承包商还是最终用户，以确保从我们使用的产品中获得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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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one

INTRODUCTION

This manual is intended as a guide to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specification,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olyflor vinyl floor covering.

英国标准操作规程BS 8203为在新的和现有的地板结构上安装板材和块材地板提供了详细的建议，并且得到
了保丽公司对保丽地板安装的认可。

本技术信息手册旨在为保丽地板覆盖物的规范、安装和维护相关各方提供指导。它不会取代训练有素的地板
铺设工的技能，而保丽始终建议使用信誉良好的地板承包商，其经验将在项目的所有阶段证明是无价的。仅
根据价格选择地板承包商会导致安装不良和最终用户不满意。

成功的安装不仅取决于地板铺设工的技能，还取决于安装前的项目规划。所有相关方之间的协商将解决问
题，并确保安装成功，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满足设计要求。

1 .1  PRODUCT SELECTION  

    产品选择

选择正确的地板覆盖物至关重要。地板覆盖物不仅必须满足设计者的初始
性能规格，而且产品性能必须在产品的保证寿命内可持续，允许可预见的
行为，如一般磨损和定期维护。这对于欧盟为所有建筑产品定义的基本要
求来说极其重要。

在初始规范阶段，必须考虑建筑的职业用途和建筑类型。必须特别注意通
行（行人和轮式）的类型和强度、任何特殊的声学、电阻或防滑倒要求、
对化学品和染色剂的反应以及物理特性，如对点载荷和滚动载荷的耐力。

如果您希望弄清关于保丽地板或配件的任何问题，请联系保丽。技术销售
团队或客户技术服务部（CTSD）可以就任何保丽产品的适用性、性能和
应用提供建议。

简介
本手册旨在为保丽地板覆盖物的规范、安装和维护
相关各方提供指导。

76



INTRODUCTION  Section one INTRODUCTION Section one

1 .1 .1  Project pre-planning 

       项目预规划

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要安装的地板覆盖物的维护问题。具有增
强滑倒特性的地板覆盖物具有更高的表面摩擦系数，并且与传统型平滑地
板覆盖物相比需要不同的维护。颜色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应该记
住浅色比深色更容易弄脏，需要更频密的维护程序。

决定了地板覆盖物后，产品及其附件必须在预定的时间和预算限制内正确
安装。为此，投标文件应包括尽可能多的信息，例如：

通过在招标文件中包含这一详细程度，地板承包商能够给出准确的成本计
算，并就以该成本完成工程所需的时间长度提出建议。一旦投标被接受，
理想情况下，应提前进行讨论，以突出任何潜在问题，并确定安装地板覆
盖物时现场所需的服务。

4  显示装饰方向或板材必须沿特    
  定方向铺设的图纸。

5   要求的工艺标准声明，明确 
  指出移交检查中不可接受的 

        项目。

6  整理要求的全部细节。这些 
  可能包括：废物的清除和安

全处置、超过一定尺寸的地板的保
留、施工清洁、初始抛光（如适
用）以及在客户移交前对完工地板
的保护。

1 基层地板结构的全部细节，尤
其是固体基层地板和任何处理或

添加剂。包括每个阶段的预期完
成日期。

2 标准特性的全部细节，如焊
接、现场成型覆盖或预成型覆

盖。此外，它还应包括其他特性，
如图案或边框细节，以及要求，如
门饰、渐缩条。

3 参考必须进行的任何试验，例
如湿度、电阻、样板匀平器强

度和平整度/水平。

KEY POINT 要点 

投标文件应包括最大信

息量，包括详细的移交

检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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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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PARATION OF SUBFLOORS Section two

Figure 1 Spiked screed roller 带钉砂浆层毛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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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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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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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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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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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eline

Centr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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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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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five

INSTALLATION OF  
LUXURY VINYL TILES

5.1 RECEIPT & STORAGE  
     接收和存储

收到块材和/或板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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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块材/板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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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设计楼层，在工作继续之前识别并检查每个元素。

 > 为达到最佳效果，现场条件应按照英国标准8203或现行的地方或国家标
准进行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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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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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有专业的高温或环氧树脂粘合剂才能用于地板下供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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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PREPARATION FOR INSTALLATION  

      铺装准备 
块材的装饰是随机分布的，有些块材比其他块材多。为防止出现“重”和“轻”
区域，块材应该拆箱，如果需要，可以“洗牌”。可能需要交替块材的方向，
以避免重复图案。 
 

Flexible vinyl plank and tile floor coverings 
featuring realistic design-led surface textures:  

• Expona Commercial PUR

• Expona Bevel Line PUR

• Expona Design PUR

• Expona Control PUR

• Affinity 255 PUR

• Camaro PUR

• Colonia PUR

豪华乙烯基块材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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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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PRODUCT CONDITIONING  

      产品调理

大多数铺装故障不是由铺装不良引起的，而是由铺装前未能正确调整乙烯
基块材和板条引起的。 

 > 块材和板条加上任何其他产品，如边框、功能条、设计条、托兹托和粘
合剂以及新的胶合板基底；铺装前应一起调整至少24小时。

 > 块材/板条箱的堆叠高度必须少于5箱，使用前30分钟拿开板条/块材。

 > 室温理想地应该在18℃和27℃之间，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是恒定的，并
且变化不超过2℃

 > 调理应始终在接收铺装的区域进行。

 > 当板条/块材在低于10℃的温度下储存和/或交付时，调理时间应增加到
至少48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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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朝南的全高窗户；（包括天井和双折门）和所有温室窗户在调理期间都
应遮蔽或复盖；铺装期；并且在铺装完成后24小时内将这种影响降至最
低。 
 

 Further information on operating temperatures can be found  

 in section thirteen .  

                 注：因块材和板条未能正确修整导致收缩或卷边而引起的投诉，   
               保利乐有限公司不予受理

5.5 PREPAR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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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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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ther information on subfloors and subfloor preparations  

 can be found in Section two.  

                 有关基层地板和基层地板准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二节。 
 

5.6 SETTING OUT AND INSTALLATION FOR TILES/PLANKS STRAIGHT FITTING  

      块材/板条直线配件的布置和铺装

通过仔细规划和摆放块材和/或板条，可以获得最佳外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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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统上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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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弄平。 
 

5.6.1 To set out Planks for straight fitting:  

         为直线铺装布置板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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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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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因块材和板条未能正确修整导致收缩或卷边而引起的投诉，

保利乐有限公司不予受理

KEY POINT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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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1 Setting planks out 板条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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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Setting out and installation for straight tiling (Refer to fig. 2) 

          直铺块材的放样和铺装（参见图2）

 > 测量要铺设的房间，双向，包括任何壁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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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Setting out and installation for diagonal tiling (Refer to fig. 3)  

          对角平铺的放样和铺装（参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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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准确，这条线应该通过阴极保护。使用3，4
，5方法进行双重检查。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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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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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更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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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剂润湿的羊毛脂辊平整任何产生的锯齿状粘合脊，以防止“磨穿”。

 > 请务必仔细阅读粘合剂制造商的使用说明，因为这些说明可能会因品牌
而异。

 > 注意：当板条/块材被粘合到吸收性基底（如沙子和水泥砂浆层、胶合板
等）上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以确保足够的粘结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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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SETTING OUT AND INSTALLATION OF BORDERS  

      边界的设置和铺装

包含边框或设计条是增强铺装外观的简单方法。边框和设计条有不同的宽
度和样式，但铺装技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相似的。边界适合现场块材，但
不要试图将预先制作的边界与墙壁邻接。

大多数设计都有对比鲜明但互补的边界。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将整片块
材铺装到边界，在对角线的情况下，应使用正好一半的块材。这为铺装提
供了更加几何的外观。然而，这确实意味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相邻墙
壁的边界都必须调整。

在对角块材的情况下，为美观，切半块材的颜色应与边框形成对比。

 > 如前所述标记中心线（图3)。

 > 确定边框宽度。

 > 使块材干燥，以确保切割是可接受的，颜色正确，并在必要时进行调
整。

 > 使用中心线作为参考线测量边框的位置，并用粉笔线标记。

 > 将粘合剂涂到边界线上，并铺装现场块材。（记住只在施工时间内可以
铺设的区域涂粘合剂）。

 > 如前所述，粘合前进行干法周边切割。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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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INSTALLATION OF PERIMETER TILES/PLANKS (STRAIGHT LAID) 

       周边块材/板条的铺装（直铺设）

5.10.1 Cutting the perimeter tiles/planks (Straight Laid) 

         切割周边块材/板条（直铺）

为避免用完粘合剂，周边排的切割应从墙的中心开始，并朝拐角处进行。
切割周边块材/板条的技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墙壁的平直度。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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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在墙壁或踢脚线/
底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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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INSTALLING IN LARGE AREAS  
      大面积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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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在大面积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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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所示顺序，从中心线开始铺设第一个块材角锥。确保始终保持紧密结
合（图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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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按照第53页第5.10节的描述铺装周边块材。

 

 

 

 

 

 

 

 

 

 

 

 

KEY POINT 

要点

角锥的关键点构建应该始
终从基线的中心开始，
按照图5.4所示的相同顺
序进行

Centreline

Centreline Figure 5 Floor layout 楼层布局

Figure 4 Pyramid layout 角锥布局

注：这是划定边界的正常方法，但是也可以划出一面突出的墙或

单元，例如。如果有任何疑问，应在铺装前与最终用户讨论边

线。

Centreline

Centr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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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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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划线器设置为铺设块材的尺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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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CUTTING THE PERIMETER TILES (DIAGONAL CUT)  

      切割周边块材（对角切割）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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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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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另一整片块材放在拟切割的块材顶部（对角），使“顶边”靠在墙上或嵌
入式凹圆部位（图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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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 Template overlapping method (Diagonal Cut)  

          模板重叠方法（对角切割）

 > 按对角点之间的尺寸精确切割模板（例如，305mm块材为428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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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将模板块材放在待切割块材的顶部，使其“顶边”靠在墙上。

在为期两天的Polyflor 

LVT课程中深入了解
LVT的铺装

Figure 6 Measuring using an overlapping tile 使用重叠块材测量

Figure 7 Scribing a line

Figure 8 Marking using an overlapping template on diagonal laid tiles 在对角铺设的块材上使用重叠模板进

Figure 9 Cutting the perimeter tiles (diagonal cut) 切割周边块材（对角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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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Polyfl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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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INLAY STRIP CALCULATION  

       嵌条计算

嵌条旨在为整个地板覆盖物添加精细细节，包括浆砌条、嵌条、十字纹嵌
条和特性条。

由于polylor系列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块材和板条尺寸，我们建议您致电
Polyflor CTSD咨询关于+44 （0） 161 767 1912嵌条计算的建议。

5.15 TILE AND PLANK FLOOR DESIGNS  
       块材和板条地板设计

装饰设计地板，如设计3、4、6和7，可以非常简单地在现场完成，几乎或
完全不需要切割，而设计1、2和5等更费力耗时和复杂的设计可以借助保丽
的定制切割服务来完成。

这些图表仅代表了豪华乙烯基块材地板设计的一小部分。在产品手册中有
更多的想法和设计供您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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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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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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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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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ADHESIVES  

       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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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铺装要成功，使用正确的粘合剂非常

Herringbone Design (typically third 
length planks)

CAMARO 
2202 Nut Tree

Off-set chevron cut tiles

CAMARO 
2345 Glacier Slate
2346 Highland Slate

Design 1 Design 2

Figure 10 Cutting the tiles using a scriber (diagonal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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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3

Desig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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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Plank Herringbone

EXPONA COMMERCIAL 
4063 Grey Pine

Double Plank Tramline

EXPONA COMMERCIAL
4102 Wild Teak

Off-set keysquare design 
with strip

CAMARO
2341 Arctic Slate 
2332 White Metalstone

Brickwork Layout

EXPONA COMMERCIAL
5058 Dovestail Slate
0037 Beige Grouting Strip

Design 4

Design 5

Brickwork Wood Tile Effect

EXPONA COMMERCIAL
4107 Natural Barnwood
5110 Brown feature Strip

Desig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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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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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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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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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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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seven

INSTALLATION OF  
ESD

Static dissipative or electrostatic conductive tile or sheet, 
in a variety of decorations, the hardwearing ESD ranges 
facilitate a uniform flow of static electricity directly to a 
ground point:

• Palettone SD

• Finesse SD

• Polyflor SD

• Polyflor EC

• OHMega EC

• Conductive ROF

7.1 OVERVIEW  概述

Polyflor ESD乙烯基地板系列产品由旨在满足在制造敏感电子组件，磁性介质或爆炸性材料的区域中特定的
抗静电要求的产品组成；存储或使用。根据建筑产品法规（EU）第305/2011号的要求，EN 14041规定了测
试程序，以评估产品的合格性以及CE标志和标签的要求。它还描述了各种类别，以确保所有各方都使用相
同的术语。

 > Antistatic (AS) 抗静电的 
这些产品不会积累超过2.0千伏的静电荷，当试验到EN1815时被归类为“
抗静电”。对于需要消散电荷的专业应用，请参见POLYFLOR ESD产品系
列。

 > Static Dissipative (SD)  静电耗散 

这些产品经EN14041测试时，其接地电阻应不超过1 x 109欧姆 (ohms)。

 > Electrostatic Conductive (EC)  静电导电 
按照我们文献中确定的测试方法对这些产品进行测试时，其接地电阻为
≤106欧姆 (ohms)。  
（当根据EN 1081在至少100v的条件下进行测试时。）

 > Polyflor Royal Ordnance Factory (ROF) 

 Polyflor皇家军械厂（ROF） 
按照我们文献中确定的测试方法对这些产品进行测试时，其对地电阻为
零至5 x 104欧姆 (ohms)。

7.1.1 Overview of relevant standards & test methods 

       相关标准和测试方法概述

有许多用于电气等级地板的测试方法，并且随着电气和电子行业的飞速发
展，标准也在不断被审查。为了确保地板已按照最新规格进行测试，建议
建筑师或指定者从国家标准局当地办事处获得测试方法和要求的副本。然
后应在订购材料和安装地板之前将其附加到规格中。

2017年，IEC与美国（ANSI 20/20和ESD s1）以及其他多个国际同类标
准协调了主要ESD标准IEC61340-1。本节概述了Polyflor ESD产品符合
的标准以及用于定义这些结果的测试方法。 

 

EN1815 – measured in kV (kilovolt); 以kV（千伏）为单位
该测试确定地板覆盖物产生静电的能力。

EN1081 – (R1 – R2) measured in Ω (Ohms);  

（R1 – R2）以Ω（欧姆）为单位
本标准通过测试样品确定地板的电阻。电阻是在表面的三脚架电极与置于
测试样品下方的金属板电极之间测量的。该测试可测量地板覆盖物从表面
到底部释放静电的速度。使用算术平均值计算结果。 
 
 

静电耗散乙烯基地板覆盖物的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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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61340 -1

就ESD控制区域的整体管理而言，最重要的标准也许是最重要的标准。该
标准列出了从鞋类（IEC61340-4-3）到包装的各种测试方法。地板覆盖物
在本标准的IEC 61340-4-1中涵盖。专门针对脚部磨损和地板覆盖物的文
档（IEC61340-4-5）概述了应采用的各种电阻测试方法，以满足总体标准
IEC 61340-1的要求。 

IEC 61340 – 4-1 (Rtg) Resistance to ground – measured in Ω; 

（Rtg）接地电阻–以Ω为单位

该测试方法可以确定已安装和未安装的地板覆盖物的电阻。该测试可测量
地板覆盖物向地面释放静电的速度。由于该测试覆盖已安装的地板，因此
可能需要进行许多测量。因此，通过计算测量值的几何平均值来确定最终
值。 
IEC 61340 – 4-5 System resistance – measured in volts; 

系统电阻–以伏特为单位

该测试方法与人一起测量鞋类和地板的静电防护；并用于评估针对特定于
人体的放电的整个系统（“人体>鞋类>地板”-人体方法）的电导率。 

BS EN 2050 – measured in Ω;  Ω为单位
本标准概述了使用由柔性聚合材料制成的导电和抗静电产品时所需的电阻
水平

JSP 482 - measured in Ω;  Ω为单位  

英国国防部（MOD）规范，确定了在制造或存储爆炸性或高度敏感的军用
级电子材料的区域中安装的地面覆盖物所允许的接地电阻水平。

7.2 SPECIFYING THE CORRECT PRODUCT   

      指定正确的产品

POLYFLOR ESD系列产品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ESD风险，为预期应
用选择正确的产品至关重要。 
 
必须从一开始就确定电气性能规范。这不仅规定了已铺装地板的最大和最
小电阻要求，还将确定试验方法、要使用的电极、测量方法和试验环境。 
 
根据这些信息，可以确定正确的POLYFLOR ESD产品，同时考虑电气性能
和铺装方法。每当指定POLYFLOR ESD乙烯基地板覆盖物时，保丽强烈建
议您与我们的客户技术服务部（CTSD）探讨您的要求。其将建议哪种产
品最适合特定应用，如果没有确定规格，其将建议在类似铺装和行业中使
用的规格。

为了帮助您选择正确的产品组，下表按类别列出了产品组以及相关的标
准/测试方法和所需的结果（如第1.1节所述）。这清楚地表明，如果需要
针对人体的静电防护–人体方法，则只有静电导电（EC）产品才能满足此
标准。

 

 

 

7.3 ISOLATION OF SUBFLOOR  

     基层地板的隔离

实心基层地板的电导率变化很大，因此铺装的地板的电阻可能低于规范中
规定的最小值。水泥垫层在乙烯基地板覆盖物下面提供了一个已知电阻的
隔离屏障。

 > 保丽建议所有固体基层地板应覆盖一层至少3mm厚的水泥质底层。

 > 垫层的选择取决于最终使用位置，应考虑点荷载阻力和蛋白质含量等特
性。

 > 在应用地板覆盖物之前，应允许底层干燥。

7.4 CONDUCTIVE ADHESIVES  

      导电粘合剂

保丽建议所有静电控制地板覆盖物使用保丽导电粘合剂，接地带使用保丽
接触粘合剂。如果使用替代粘合剂，其必须由粘合剂制造商推荐，并经保
丽批准。

 

 

 

KEY POINT 

要点

关键点悬挂木材基层地

板不导电，不需要隔离

屏障。

注：如果未使用隔离屏障，保丽对铺装地板的阻力低于规定的最

小值而导致的不符合不承担任何责任

注：不同制造商的检修面板在设计、使用的材料和电气性能规格

上都有所不同。我们建议与您的面板供应商或Polyflor CTSD讨

论您的个体要求。

Standard Requirements Test Methods

CE CLASSIFICATION  

EN 14041

EN 1081 R1-R2

Resistance Test

Laboratory Test

EN 1815

Static Charge  

Generation  Test

Laboratory Test

IEC 61340-4-1 Rtg

Installed Floor 

Resistance Test

In Situ Test

IEC 61340-4-5***

Human Body  

Chargability Test

In Situ Test

Antistatic  N/a < +/- 2Kv N/a N/a

Static Dissipative <109Ω < +/- 2Kv <1 x 109Ω* N/a

Electrostatic Conductive <106Ω < +/- 2Kv <1 x 109Ω* <100v**

*    When calculated to a geometric mean 
**  Measured using ESD Footwear tested via IEC 61340-4-3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in IEC 61340-5-1
*** Foot/Floor-combination meets requirements listed in IEC 613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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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CONDUCTANCE TO EARTH  

      对地电导

 > 铺装接地系统是所有ESD地板的先决条件。这给了最终用户进行对地试
验的能力。它确保铺装的地板通过预定的受控路径导电到已知的地面。

 > 接地系统所用材料的选择可以是黄铜、铜或不锈钢，标称宽度应为
50mm，厚度为0.1mm。宽度和规格由Polyflor ROF等产品的性能标准决
定。

 > 建议使用至少两个接地连接件；如果第一个断开或损坏，第二个是安全
备份。

 > 接地系统与建筑接地的连接通常由合格的电工进行，而不是地板承包
商。

7.5.1 Polyflor Static Dissipative (SD) range, OHMega EC and Polyflor EC  

        保丽静电耗散（SD）范围，OHMega EC和保丽EC

 > 接地带铺设在房间一侧150mm处，方向与铺设乙烯基卷材的方向相同。
该接地带连接到已知的接地处（图1）。

 > 第二根接地带与第一根接地带成90°放置，距离边缘150mm，并以全宽
穿过房间。

 > 根据房间的大小，每隔20m铺设较多的接地带。

7.5.2 Conductive ROF and Polyflor EC to JSP 482 Standard 

         导电ROF和Polyflor EC符合JSP 482标准

 > 对于这种类型的地板，最好使用尺寸正确的带钢（宽50mm，厚
0.2mm）的不锈钢接地网。

 > 应将这些条放置成在整个地板上形成600mm的正方形网格，外围条距墙
壁150mm（图2）。 

 > 在合适的位置至少应连接2个接地点。

 > 与最终用户确认网格的布局非常重要，因为某些军事规格的要求存在差异

 > 第二条带与第一条带呈90°放置，距边缘150mm，并在整个房间内沿整个
宽度延伸。根据房间的大小，以20米的间隔放置更多条带。

7.6 INSTALLATION METHODS  

      铺装方法  

铺装POLYFLOR ESD地板覆盖物的基本技术与第三和第四节中分别描述的
标准乙烯基板和块材相同；然而，有一些重要的区别：

 

 

7.6.1 ESD Vinyl Sheet   

        ESD乙烯基卷材 
POLYFLOR ESD乙烯基卷材应采用双落下法铺装。这是因为导电胶含有
碳，导致低粘性。

 > 一旦粘合剂被铺开，乙烯基薄片就被放入其中并被压遍，以确保粘合剂
的均匀转移。

 > 然后将乙烯基薄片折回并留下，直到粘合剂变粘。

 > 当粘合剂发粘时，应准确地重新铺设乙烯基卷材，确保它不会扭曲或截
留气泡。

 > 接缝必须没有缝隙，任何多余的粘合剂应随着工作的进行而清除。

 > 然后用一个68kg的铰接式地板辊先短后长地滚动乙烯基板材，一至四小
时后重复滚动。

7.6.2 ESD Vinyl Tiles 

         ESD乙烯基块材  

Polyflor ESD乙烯块材的铺装方法与标准乙烯块材相同 - 单贴法。如前所
述，静电控制块材的网格布局与乙烯基板材相同。

 ESD vinyl tiles must always be heat weld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heat welding can be found in Section nine. 

                 ESD乙烯基块材必须始终进行热焊接。有关热焊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九节。

Figure 2 Earth strip layout 

Figure 1 Earth strip layout 

Figure 2 Earth strip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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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SPECIAL PRECAUTIONS 

     特殊预防措施  

以下产品必须采取特殊预防措施：

7.7.1 Electrostatic Conductive (EC) Floor coverings  

       静电传导地板覆盖物

管道或金属突出物，如金属沟、门弹簧板等，必须与欧共体地板覆盖物绝
缘，并且没有导电粘合剂。建议采用以下铺装方法：

 > 从任何管道或金属夹具上切下50mm的欧共体地板覆盖物。

 > 该填充区域应铺设适当颜色的标准保丽卷材，并用非导电粘合剂粘合。

 > 然后，应使用标准焊条将该填充件焊接到ESD地板覆盖物上。

7.7.2 Conductive Floor covering  

        Conductive Floor 覆盖物

保丽导电不提供240/250伏电源短路保护。在铺装这种材料的地方，所有
电气设备和开关必须位于建筑物外部。除非开关设备装有漏电断路器，否
则不得在内部使用便携式电动工具。

7.8 HEAT WELDING  

     热焊接 

所有Polyflor ESD地板覆盖装置（不包括检修面板）必须进行热焊接。理
想情况下，焊接接头前，地板应至少放置24小时。这将防止粘合剂在加热
时冒泡进入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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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TEST METHODS 

     试验方法   

第7.1节。提供与ESD地板覆盖物有关的国际标准和测试方法的概述，以帮
助选择正确的产品用于正确的应用。如果未指定测试方法，则Polyflor建
议并批准以下程序：

 

 

 

 

 

 

 

POLYFLOR ESD

ESD地板覆盖物不需要导

电焊条。

注：相对湿度和温度仅对保丽静电耗散地板覆盖物至关重要。

7.9.1 Test Conditioning 

        试验条件   

试验前调整地板非常重要。试验前至少应清洁地板24小时，然后在40-
60%相对湿度和20-25℃下调整24小时

 Further information on cleaning can be  

 found in Section fourteen. 关于清洁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第十四节 

   

7.9.2 Test Procedure (BS 61340-4-1)  

         试验程序（英国标准61340-4-1） 

地板的电气测试必须根据欧洲规范，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测试方法
61340-4-1中规定的指南，使用合适的绝缘测试仪进行。

7.9.3 Test Electrodes (BS 61340-4-1)  

         试验电极（英国标准61340-4-1） 

柔性电极由直径63.5mm（2.5英寸）的黄铜圆柱体组成，重2.27kg。（5

磅）。下面连接着一个圆形导电橡胶垫，厚度为5mm，直径为65mm。 

7.9.4 Test Method (BS 61340-4-1) 

         试验方法（英国标准61340-4-1）
应该在地板上放一个电极。第二个连接件应连接到接地点，测量电极和已
知接地之间的电阻。每2sqm地板应进行一次试验。

7.9.5 Testing to a Grid  

         栅格试验 

不推荐始终试验“网格上”相同点的程序。整个楼层应符合规范，而不仅仅
是选定的点。为确保整个楼层的持续性能，应定期随机试验。

Figure 3 Test electrode with an insulation tester

注：如果在铺设或清洁地板后24小时内进行，试验可能不可靠。

9998



INSTALLATION OF ESD Section sevenINSTALLATION OF ESD Section seven

7.9.6 Test Results   

         试验结果
Polyflor ESD 地板覆盖物按照特定的电导水平制造，发货前在实验室条件
下进行试验。现场试验不仅要考虑地板覆盖物，还要考虑粘合剂、基层地
板和环境。 
 
为确保整个铺装符合规范要求，保丽 CTSD提供基于费用的成品铺装试验
服务。请致电+44 （0） 161 767 1912了解更多信息。

当按照保丽规定并在本手册中详细说明的说明进行铺装和试验时，电阻应
如下所示：  

7.10 STATIC CONTROL SYSTEMS  

       静电控制系统  
在许多情况下，Polyflor ESD地板足以提供必要的控制，但在高度静电敏感
的区域，可能需要额外的预防措施。

其中包括：

 > 耗散服装和鞋类

 > 手腕和脚跟绑带

 > 特殊工作站

 > 耗散包装和密封

 > 电离器和湿度控制器

EARTH TEST RESULTS

MINIMUM MAXIMUM

Finesse SD 1 x 106  ohms  1 x 109  ohms 

Palettone SD 1 x 106  ohms  1 x 109  ohms 

OHMega EC 1 x 104  ohms <1 x 109  ohms* 

Polyflor SD 1 x 106  ohms  1 x 109  ohms 

Polyflor EC 5 x 104  ohms  1 x 106  ohms 

Conductive ROF  Zero  ohms** <5 x 104  ohms**

* When t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IEC 61340-4-1. Calculated on a Geometric Mean

** When t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JSP 482 (MOD).

7.11 SUMMARY OF RESISTANCE CLAIMS BY STANDARD AND PRODUCT 

      标准和产品的抵抗力索赔摘要

Product: EN 1081 R1 - R2 EN 1815 IEC 61340 - 4-1 Rtg IEC 61340 - 4-5 ESD s7.1 BS2050 JSP 482

Polyflor SD <109Ω <2 Kv 1 x 106Ω- 1 x 109Ω N/a 1 x 106Ω- 1 x 109Ω N/a N/a

Finesse SD <109Ω <2 Kv 1 x 106Ω- 1 x 109Ω N/a 1 x 106Ω- 1 x 109Ω N/a N/a

Palettone SD <109Ω <2 Kv N/a < 100v** 1 x 106Ω- 1 x 109Ω N/a N/a

OHMega EC  1 x 106Ω‡ <2 Kv ≤ 1 x 109Ω* < 100v** 2.5 x 104Ω - 1 x 106Ω N/a N/a

Polyflor EC 5 x 104Ω - 1 x 106Ω <2 Kv 5 x 104Ω - 1 x 106Ω 7.5 x 105Ω - 3.5 x 107Ω*** 5 x 104Ω - 1 x 106Ω N/a N/a

Polyflor ROF† < 5 x 104Ω <2 Kv N/a N/a N/a < 5 x 104Ω < 5 x 104Ω

† Polyflor ROF flooring for explosive handling areas, no protection from short circuit on a 240/250 volt mains.  

‡ When tested at min 100v  

* When tested to a geometric mean  

** Measured using ABEBA and Uvex approved ESD Footwear   

*** Foot/Floor combination meets requirements listed in IEC 61340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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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eight

INSTALLATION OF  
FLEXIBLE WALL COVERING

A durable and flexible vinyl wall and ceiling cladding.  
Homogeneous and monolayer in construction and available 
in sheet format with a subtle marbleised decoration:

•  Polyclad Pro PU

• Polyclad Plus PU

8.1 RECEIPT & STORAGE 

     接收和保存

收到地板卷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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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筒应安全地固定在直立位置，并与粘合剂一起在铺设前
至少在最低温度为18℃的温度条件下储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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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条件应如英国标准8203所述。铺设前和铺设期间
以及铺设后的24小时内，工作温度要求在18℃至27℃之间。调理区和铺
设区的温度应相似，以防止热引起的尺寸变化。

8.2 PREPARATION OF WORK AREA 

      工作区的准备

 > 墙面必须平滑、结实、干净、干燥。

 > 在涂刷墙面涂层之前，必须清除所有油漆、油、油脂、灰尘和任何其他
可能损害附着力的污染物。

 > 石膏和石膏板是理想的基底。

* 英国建筑法规中定义的墙壁和天花板的“0”级防火等级。 
 
 
 

FIRE RATING 

防火等级

基底应为裸石膏或石膏

板组合物，以达到“0”

级防火等级*。

注意墙壁覆盖物带有微妙的大理石装饰。

柔性墙壁覆盖物的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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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INSTALLATION  

      铺装

 > 按照粘合剂制造商的建议，用底漆涂抹灰墙区域，并让其完全干燥。

 > 用铅垂线在墙上标出第一条垂直线。仅使用铅笔标记墙壁和乙烯基。

 > 将乙烯薄片切割成一定尺寸，允许少量切割。

 > 在墙壁的顶部边缘，靠近天花板，并对应于所有压力点，如外部和内部
角度以及凹半径，涂上推荐的150mm宽的接触粘合剂。

 > 在将乙烯基放置到位之前，为提供额外的支撑，有必要在乙烯基背面涂
上推荐的接触粘合剂，顶部边缘大约150mm深，并与压力点相对应，如
外部和内部角度以及弯曲半径。在涂抹乙烯基之前，需让其达到表干状
态。

 > 卷起乙烯基，使表面最里面，装饰垂直或水平延伸，这取决于卷的尺
寸、墙壁和涂刷偏好。

 > 按照粘合剂制造商的指示，在准备好的墙面上再涂一层推荐的粘合剂。

 > 准备好后，在墙上的垂直线上涂上乙烯基，确保没有波纹或溢出。

 > 在整个区域，使用地板级手动毛辊从中心向外辊动，以排除空气。第二
次辊动是必要的。

8.4 SUGGESTED INSTALLATION METHOD 

      建议的铺装方法

8.4.1 External angles  

        外部角度

为能够在外角周围形成墙壁覆盖物，有必要在所有外角上铺装并粘
贴“Polyflor Ejecta EFA75”角帽轮廓。

 > 将EFA75角帽轮廓铺装并粘贴到所有外角。使用推荐的接触粘合剂固定
EFA75，并用力按压。

 > 当所有角帽轮廓都固定后，在表面和角边缘两侧150mm处涂上接触粘合
剂。在使用乙烯基卷材之前，需让其达到表干状态。

 > 在乙烯基背面的相应区域涂上接触粘合剂，并在铺装前保持接触干燥。

8.4.2 Internal angles 

          内角

为能够在内角周围形成墙壁覆盖物，有必要在所有内角铺装并粘
贴“Polyflor Ejecta”内凹模板。

 > 将内凹模板铺装并粘贴到内部角落以及天花板和墙壁顶部的接合处。使
用推荐的接触粘合剂，并用力按压。首先，在角落、天花板和墙壁顶部
的连接处铺装斜接。为便于使用，建议采用大约300mm的短长度。

 > 完成所有拐角后，使用相同的方法铺装并粘贴较长的直段。当所有凹形
模固定后，在凹形模的表面和拐角边缘两侧150mm处涂上接触粘合剂。
涂抹墙面涂料前，需让其达到表干状态。

 > 在卷材背面的相应区域涂上接触粘合剂，并在铺装前晾干。

 > 所有接头应在完成时进行热焊接，在铺装后至少24小时内留出足够的水
分来干燥粘合剂。最后，冷却后修整焊缝，以防止焊缝凹陷。

 

 

 

 

 

 

 

 

 

 

 

 

 

 

 

 

 

 

 

 

KEY POINT

要点

不要试图拿走角落周围的

大块墙壁覆盖物。墙壁可

能不是垂直的或方形的，

可能会导致下一个接缝处

的乙烯基溢出或起皱。在

这些情况下，铺装到拐角

处150mm。

Figure 1 Ejecta cover former

EJECTA

COVE FORMER

WALL

150mm
WALL COVERING

Figure 1 Ejecta cover former

EJECTA

COVE FORMER

WALL

150mm
WALL COV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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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Overlap method 

          重叠法
除了传统型将墙面涂料贴在乙烯基地板上的方法之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推
荐保丽墙面涂料与2mm赤脚和穿鞋保丽地板涂料的重叠铺装法。这种铺
装方法可确保从地板到天花板的防水饰面，这些是卫生水平可能至关重要
的区域。

 > 使用内凹模板（甲），将Polysafe 地板（乙）凹入墙壁150mm。

 > 使用递减带（C），紧靠地板覆盖物的顶部。

 > 用接触粘合剂将递减带粘到墙上。

 > 墙壁覆盖物用接触粘合剂粘附在递减带上，并覆盖在地板覆盖物上至所
需高度。

 > 建议最小重叠50mm。

 > 双重粘贴该产品可确保牢固的粘合。底边用重型硅酮密封胶密封。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请拨打+44 （0） 161 767 1912联系保丽客户技术
服务部（CTSD）。

INSTALLATION OF FLEXIBLE WALL COVERING Section eightINSTALLATION OF FLEXIBLE WALL COVERING  Section eight

E

A

B

C

150mm

POLYCLAD

POLYSAFE

WALL

D

Figure 2 Overlap install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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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nine

WELDING

Polyflor strongly recommends vinyl sheet and 
608mm vinyl tile floorings are welded, this includ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joints when the vinyl 
sheet is site cove formed. 

9.1 CORRECT TOOLS  
正确的工具

正确的工具处于良好状态是良好热焊接的先决条件。所需工具取决于首选
方法，但保丽建议如下：

1

2 3 4

5

6

10

7

8

9

11 12 13

1. 2米直尺

2. .卷尺

3. 尖锐铅笔

4. 手推墨辊

5. 合适的刀片刀具

6. 凹槽划线器

7. 开槽工具（手动或机械） 

8. 接缝切割机

9. 莫扎特修剪工具

10. 焊接设备（手动或自动）

11. 精确修剪工具

12. 刮铲边角料刀

13. 手动开槽工具

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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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WELDING IS MANDATORY ON MOST SPECIFICATIONS 

      在大多数规范中，焊接是强制性的

大多数规范规定焊接是强制性的，因为它防止灰尘和细菌进入接缝，并提
供不透水的地板表面。尽管缝焊是一种经证实的铺装技术，但制造商的说
明可能会有所不同。铺装保丽板材产品时，应仅遵循保丽缝焊说明。

焊接将有助于保持高标准的卫生。仔细遵循这些准则并正确执行焊接，在
将消除接缝故障。尤其是在医疗机构中，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在英国国民
健康服务体系感染控制小组的指导下，要求高标准的热焊接（英国国民健
康服务体系健康建筑注释00 – 10第一部分 地板，2013年3月）。

9.3 HEAT WELDING  

      热焊接
乙烯基地板覆盖物的热焊接已成功使用多年，并采用将乙烯基地板和乙烯
基焊条加热到足以熔化并熔合在一起的温度的技术。板材和块材铺装的程
序是相同的，除了块材的边缘在开槽前不需要切割。 

9.4 CUTTING IN THE SEAMS 

      接缝切割

边棱部位不应对接在一起，而是应通过以下方法之一重叠和切割：

9.4.1 Using Seam Cutters 

         使用接缝切割机

 > 保丽建议在接缝处至少重叠10mm。

 > 按乙烯基卷材的厚度设置好第一把刀具。以边棱部位为导向，沿长度方
向剪6mm。如果不能靠着墙壁使用切缝刀，或者在其他限制进入的区
域，使用直尺和直刃刀，正对着地板上。

 > 按乙烯基卷材的厚度设置好第二把刀具。以先前在顶面卷材切割的边缘
作为导向，切割底部卷材。清除废料。

9.4.2 Using a Recess Scriber 

          使用凹槽划线器

 > 在重叠乙烯基卷材之前，修剪掉底部板上的边棱部位。最好的方法是划
一条粉笔线，然后用一把划刀和直尺切掉碎片。

 > 重叠顶层，然后用正确设置的凹槽划线器在顶层上描画底边。

 > 为突出划线，在表面擦些粉笔灰。按划线修剪顶面卷材。

9.4.3 Double Cut  

          双切口

 > 使用直尺并保持划刀竖直，切开两层以确保接缝紧密。

 > 一旦接缝切割完毕，丢弃废料并检查最终外观。

9.5 GROOVING THE SEAMS  

      在接缝上开槽

焊接前，必须从接缝中去除一些材料，形成一个可以接受乙烯基焊条的凹
槽轮廓。

PLEASE NOTE

Complaints arising from 

the failure of welds due to 

not trimming off factory 

edges will not be accepted 

by Polyflor Ltd.

可以切割两种形状的凹槽轮廓：

9.5.1. A ‘U’ shape profile  

         U形轮廓
这在乙烯基中留下了半圆形凹槽，并且应该延伸到乙烯基中，达到其厚度的
2/3，最大2mm。

9.5.2. A ‘V’ shape profile  

           V形剖面
这在乙烯基上留下了一个60°的三角形凹槽，并且应该延伸到乙烯基厚度的
7/8处。

9.6 MANUAL GROOVING 

      手动开槽

 > 将开槽工具的中心放在接缝的中心。

 > 提起直尺接触开槽刀片的侧面，并对齐直尺，保持与接缝的距离均匀。
  

 > 将工具拉向您，开槽至所需深度。根据需要移动直尺并重复，直到整个接
缝都开槽。

 > 扫干净，清除凹槽中的灰尘和碎屑。

9.7 POWERED GROOVING  

      电动开槽 

 > 将刀片设置到正确的切割深度。

 > 将导轨与切割缝对齐。将切割器压入切割的整个深度，然后沿着切割缝向
前移动。

 > 使用手动工具完成墙壁、踢脚线等旁边的凹槽。

 > 扫干净，清除凹槽中的灰尘和碎屑。

 > 切勿在Polysafe 安全乙烯基卷材系列上使用带标准刀片的电动开槽机。碳
化硅和氧化铝颗粒会破坏刀片。菱形刀片通常用于Polysafe 地板覆盖物。

FOAM BACKED

泡沫背衬

泡沫衬里上的凹槽（如隔

音地板和运动地板）只能

在乙烯基耐磨层切割；

不要穿到聚氯乙烯泡沫背

衬上。

注意：“V”形凹槽轮廓已被证明特别适合压花版的Polysafe 塑

料地板覆盖物。

Figure 1 Grooving the seam 给接缝开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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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PRIOR TO WELDING THE SEAMS 

      焊接接缝前  

开始热焊接之前，保丽建议让粘合剂凝固至少24小时。这应确保加热时粘
合剂不会起泡；起泡会对接缝强度产生不利影响。

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44 （0） 161 767 1912联系保丽客户技术服务
部（CTSD）。

9.9 WELDING THE SEAMS 

      焊接接缝

 > 确保喷嘴附件没有碎屑 -- 用钢丝刷清洁。

 > 将焊枪预热至适合材料和现场条件的设置，确保喷嘴在预热期间朝上。

 > 在一块材料上试一试焊条，以确保温度正确且正在熔化。相应调整。当您
确信温度正确时，您可以继续焊接该缝。

 > 将焊条放入喷嘴孔中。从尽可能靠近房间末端的地方开始，将焊条向下压
入带有喷嘴附件的凹槽中，喷嘴附件的尖端应平行于乙烯基表面。将枪拉
向您，同时保持向下的压力（图2）。确保枪与地面成直角。用您的备用
手，交替检查焊接安全性和焊条是否自由进给。

 > 通常，您会从房间的边缘向中心开始焊接。在此阶段，将枪从凹槽中拔出
并切断焊条。使用修整工具并引导修整多余的焊条。从房间的另一端开始
焊接。将焊缝穿入预切割的“V”（图9.3）中，并切断多余的焊条。

 > 如果使用喷射器嵌入式踢脚线，踢脚线和保丽板之间的水平接缝应如前所
述进行热焊接，但是垂直接缝和斜接不应进行热焊接；简单整洁地邻接/
划线。

 

 

 

 

Figure 3 Weld joins

9.10 TRIMMING THE WELD – Spatula or Mozart Tool 

        修整焊缝 – 抹刀或莫扎特工具
开始之前，建议确保您首选的修剪工具具有足够锋利且确定正确的刀片。
这种锋利的边缘将使修剪更加容易，并将损坏产品的风险降至最低。焊缝
修整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不遵守该程序将导致焊缝容易被灰尘弄脏。

 > 将修整导向装置和刀片放在焊条上，向前推动刀片，修整焊条顶层（图
4a或4b）。这可以在焊缝仍然温暖的情况下完成。修整焊缝加快了冷却
时间。

 > 可以在焊缝仍然热的时候进行。修整焊缝可以加快冷却时间。

 >  

 > 等待至少10分钟，使剩余的焊缝冷却至室温，多余的焊缝应使用修整刀
片修整，并除去导板。刀片与地板之间的角度应尽可能浅，以免损坏产
品（图5a或5b）。

 

 

 

 

 

 

Figure 4b Trimming off the weld top layer (Mozart Trimming Tool) 

Figure 5b Final trim after the weld has cooled (Mozart Trimming Tool)

焊接技术涵盖在3-4
天的保丽地板铺设课

程中Pre-cu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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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GLAZING THE WELD  

      给焊缝上釉

如果需要上釉处理，这可以在移除喷嘴附件的情况下实现，但仍保持相同
的热设置；将标准喷枪喷嘴放在修整过的焊缝上。在焊缝的整个长度上重
复，保持喷枪持续移动以防止燃烧。

 

 

9.12 COLD/CHEMICAL WELDING 

       冷/化学焊接

 > 如前图4中所述，一旦接缝被精确切割，并且记住该类型的焊接不应被视
为间隙填充，则接缝可以被焊接。

 > 用正确等级和宽度的遮蔽胶带覆盖接缝，（最小25mm宽）以防止任何
多余的焊接液体接触乙烯基表面。

 > 用梯形或带锋利刀片的轧刀在接缝处切开胶带。按照沃纳·穆勒的说明，
涂抹焊接液（图7），确保双手控制管子。

 > 让手指远离针形涂抹器。

 > 大约10分钟后，焊接液固化后，应小心移除遮蔽胶带。 

Figure 7 Cold welding

9.13 WELDING OF RUBBER SHEET  

       橡胶板的焊接
在大多数铺装中，橡胶板的焊接不是先决条件。但是，如果需要大量湿式
清洁，或者由于卫生要求需要连续平滑表面，则应使用推荐的焊条对接头
进行热焊接。

Figure 6 Final weld

KEY POINT

要点

保丽泡沫塑料背衬的乙烯

基板材地板容易受压，有

时，即使在最终修整后，

焊缝仍高出地板。在这种

情况下，建议使用莫扎

特修剪工具，而不是传统

抹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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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en

INLAID DESIGNS & 
BORDERS

Conditioning &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of inlaid designs and borders. 

10.1 INTRODUCTION 

      简介
“保丽设计服务”的镶嵌图案和边线设计件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制造的，
以生产构成设计的紧密贴合件。为在现场再现紧密配合，重要的是在铺设
前确保设计条件正确 。

10.2 CONDITIONING 

       调理
应将“保丽设计服务”喷水设计件从包装中拆出，并铺设在平坦表面上，在
铺装前和铺装过程中至少24小时，以及铺装后至少24小时，与乙烯基卷
材或乙烯基块材和水基粘合剂一起，在至少18℃（64℉）的温度下进行
处理。

10.3 WELDING – DRY AREAS 

       焊接 – 干燥区域

焊接不是”保丽设计服务“喷水设计件的标准要求，只能在正方形、圆形等

最简单的设计件上进行。

如果将边线设计件纳入地板，应考虑焊接是否会影响边线线的定义，从而

影响最终外观。

10.4 WELDING – WET AREAS 

        焊接 – 湿区

如果图案或设计件要铺设在湿区，应使用经批准的环氧树脂或聚氨酯粘合
剂。或者，在考虑对最终外观的影响后，可以焊接图案或设计件。

10.5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FOR MOTIFS (with a rectangular outer frame)  

          模体的铺装说明（带矩形外框）

通常情况下，板的长度和配合松铺主要区域。

 > 将保丽设计服务模体放置在松铺材料的顶部，并用遮蔽胶带固定，以防
止移动。

 > 用小刀划出矩形边线的顶部和右侧，并拿开模体。还要从起点到终点画
一条对角线，形成一个三角形。切开并清除三角形废料。

 > 重新定位图案，使其紧密贴合两个新切割的边缘。剩下的两边现在可以
被划痕和切割。

 > 使用正确开槽的镘刀和批准的粘合剂粘贴图案，并用68kg的滚筒滚动。

 > 去除图案表面的透明薄膜，并去除任何粘性痕迹。粘合剂湿润时，应对
图案进行任何细微调整。

1.通过分两个阶段切割矩形，将产生更紧密的接合。

2.始终沿着一个方向画痕和切割，以获得最佳效果。

镶嵌设计件和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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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主要长度从模体处折回来，并如上所述粘合。将材料放入粘合剂时，
确保与图案相邻的接缝紧密，并使用68kg的辊子滚动。

 > 将另一半长度向后翻，并像以前一样粘附和滚动。

10.6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FOR ALL MOTIFS/DESIGNS 

       所有图案/设计件的铺装说明 

为获得最佳效果，应遵循以下方法，这将最大限度地降低切入设计件的风
险。

 > 将保丽设计服务模体放置到位，并用铅笔标记 - 这将起到胶水线的作
用。

 > 使用正确开槽的镘刀和批准的粘合剂粘贴图案，并用68kg的辊子滚动。

 > 去除图案表面的透明薄膜，并去除任何粘性痕迹。粘合剂湿润时，应对
图案进行任何细微调整。

 > 按照惯例，将板材铺成平板，然后将板材放入该区域。将与模体重叠的
多余背部修剪到25mm以内。

 > 将主要长度从模体处折回来，并如上所述粘合。将材料放入粘合剂时，
确保接缝紧密贴合。

 > 将另一半长度向后翻，必要时粘合并卷起。

 > 根据需要使用（测量正确的）凹槽划线器位置，并划线重叠的板材。用
锋利的刀片穿过划线器，确保切割干净。

 > 卷起图案的外边缘，确保转印效果良好。

 > 保丽设计服务喷水设计件以与周围的保丽地板覆盖物相同的方式维护。

 Further information on maintenance can  

 be found in Section fourteen. 

                 有关维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十四节。

 

10.7 INSTALLATION OF BORDERS 

       边线的铺装

 > 用粉笔线测量并标记基层地板，以符合所需的边线位置。测量贴合到边
线内所需的主要长度，允许大约25mm的重叠。

 > 布置材料，使其与边线粉笔线的内边缘重叠。

 > 将粉笔线扣在材料顶部，使其与内边线线一致。

 > 使用小刀和直尺，沿着粉笔线小心地描出，并切割和去除剩余的
25mm。现在可以将材料折回并粘合，小心保持所有外侧边缘的直线。
然后，必须滚动该区域。

 > 现在，边线需要定位到新切割的直边，并粘合。然后，应揭掉边线设计
件表面的透明膜，并在粘合剂湿润时对边线进行任何细微调整。然后可
以滚动边线。

 > 现在，外部边缘可以贴合并粘附到完成的边线上。

KEY POINT

要点

始终沿着一个方向划痕和

切割，以获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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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eleven

RECOMMENDED FINISHES

The finishing details must be considered and 

agreed from the project outset to establish the 

individual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for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project.

11 .1  INTRODUCTION 

      简介

铺装任何地板都没有最佳性能的捷径。从一开始就对每个项目进行检查对
于确保最终细节得到考虑和同意至关重要。这也将为参与项目的所有各方
确定各自的责任领域。

毫无疑问，最后的细节对地板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饰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
些包括相对次要的细节，如够不着的角落、内部或外部斜接、不同地板覆
盖物交汇处以及排水沟和其他附件周围的装修细节。这些建筑只占总建筑
面积的一小部分，然而其却常常是建筑师最大的障碍。

保丽铺装必须关注这些重要细节，并考虑位置的所有方面。我们认为地板
不仅要好看，还要性能良好，这样才是不透水、卫生和安全的。

11 .2 DRAINAGE 

       排水
排水管的位置很重要。

 > 为减少运动，其应该尽可能远离振动源。

 > 使泄漏检测更容易远离梁、柱和墙。

 > 当无法从溢出源直接出口时，排水管应靠近主要溢出源。

 > 进入排水管的地板坡度取决于过程、通行量和地板覆盖物的表面纹理。

 > 所使用的排水管应能够进行检查、清洁和维修，而不会对地板造成损
坏。

11.2.1 Shower Drains 

         淋浴室排水管

仅应考虑专用于乙烯基地板的排水管。大多数排水管都有夹紧环，确保水
密安全，这在卫生和安全至关重要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夹紧环确保Polysafe 地板覆盖物牢固地保持在适当的位置，并防止水
进入，否则会对临界点处的附着力产生不利影响。

推荐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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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Drainage channels and gullies 

          排水渠道和排水沟
同样，只应考虑将乙烯夹紧和锁定系统纳入其设计的排水通道和排水沟。

11 .3 CONSTRUCTION JOINT COVERS  

      施工缝盖板
如果地板要耐用并以安全卫生的方式运行，伸缩接缝处的正确处理也是至

Figure 3 Linear Drain

关重要的。我们建议使用聚氯乙烯伸缩接缝覆盖物或聚氯乙烯嵌入物覆盖
伸缩接缝，以使地板可以热焊接到覆盖物上（图4）。

11 .4 EDGE TRIMS 

      镶边
在铺装保丽产品的许多区域，也将使用其他类型的地板覆盖物。如果处理
不当，保丽地板和其他类型的地板覆盖物之间的接合处是一个潜在的弱
点。正确的铺装将漏水和绊倒危险等问题降至最低。

11.4.1 Polyflor or Polysafe with ceramic or quarry floor tiles  

         Polyflor或Polysafe与陶瓷或采石场地砖

在乙烯基边缘与块材或采石场地砖接触的装置中：

 > 在连接处实现防水连接很重要。

 > 带有聚氯乙烯嵌片的铝制镶边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理想选择。其便于铺
装，聚氯乙烯嵌片允许边缘装饰和保丽地板覆盖物之间的焊接连接。

11 .5 POLYFLOR WITH CARPET 

       保丽与地毯

 > 确保保丽和地毯之间的连接清晰可见。

 > 使用边条将任何绊倒危险降至最低。

 > 此处有多种边条可供选择。相关制造商可以就这些类型的装饰件的铺装
和使用提供进一步的建议。 

11.5.1 Bevelled and diminishing strips 

         斜切和渐缩条

 > 保丽地板的所有外露边缘都应使用斜切或渐缩条，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绊
倒的危险。

 > 斜条应与保丽地板的外露边缘紧密对接。斜角带应使用接触粘合剂固
定，接头可热焊接。

 

Figure 1 Stainless steel drain prior to fitting vinyl clamping ring

Figure 2 Drain with clamping ring in place

KEY POINT

要点

绝对不能直接从伸缩接缝

上取下Polyflor或Polysafe

产品。这将导致失败。

Figure 4 PVC expansion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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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6 ACCESS COVERS 

      入口和人孔盖

入口盖板的使用对于促进保丽地板与盖板和框架的焊接或者保丽地板能够
被夹紧到位非常重要。这两种解决方案都能实现防水、卫生和安全的连
接。

11 .7 INSTALLATION OF ACCESSORIES 

      附件的铺装

Polyflor Ejecta系列地板配件是聚氯乙烯挤出物，专用于大多数乙烯基地板
覆盖物，尤其是保丽和保丽系列。

喷出物范围包括：

 > 镶入凹口踢脚线

 > 嵌入式内凹踢脚线

 > 内凹模板

 > 封顶带

 > CT带

 > 焊条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weld rods refer    

 to Section nine. 有关焊条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第九节。

11 .8 RECEIPT & STORAGE 

       接收和存储
到达现场后，应检查、储存和调理附件以及粘合剂，如乙烯基地板所述。

11 .9 PREPARATION 

      准备

 > 确保所有表面牢固、干燥且无灰尘、油脂和油。

 > 清水砌砖或砌块工程应涂上乳胶脱脂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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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去除所有涂漆表面并刷上电线，以去除所有油漆痕迹。

 

注意易燃粘合剂需要特殊的储存条件。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粘

合剂制造商或参考当前文献。

注：请务必仔细阅读并遵守粘合剂制造商的说明。特别注意溶剂

型粘合剂的使用，尤其是通风和可能的火源。

11 .10 MARKING OUT 

        标记

 > 准确的标记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粘合剂用量和防止过多的粘合剂损坏装
饰至关重要。

 > 划线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完成，包括划线器、高度规和截面模板。

 > 所有铺装工作必须在涂抹粘合剂之前准确进行，因为之后的移动受到限
制。

 > 除非墙的长度不允许这样做，否则长度调整应始终在直缝上进行，而不
是在斜切面上。

 > 当在外角周围使用嵌入式coved踢脚线时，可以通过使用Exacto切割机从
背面切槽出一些材料，然后用热风枪加热coving来避免接缝。应该注意
的是，铺装内凹踢脚线时，坡脚将是弯曲的，而不是直角的。

11 .11  ADHESIVE APPLICATION 

       粘合剂应用

该系统基于聚氯丁二烯橡胶在有机溶剂中的溶液。申请如下：

 > 如果表面有少量孔，涂上合适的底漆并晾干。

 > 使用合适的涂抹器，将粘合剂均匀地涂抹在部件和将要粘贴的表面上。
直到粘合剂手感干燥。

 > 作为指导，根据表面孔隙率和涂层厚度，100mm高喷射截面上的粘合剂
覆盖率应约为每100米5升。

11 .12 ADHERING THE ACCESSORIES 

        粘附附件

 > 当粘合剂手感干燥时，将该部分牢固地压在另一个表面上，第一次将其
准确放置。

 > 如果要保证良好的粘附性，该部分不应被移除或承受侧向力。

 > 在铺设地板饰面之前应用嵌入式弧形踢脚线，在铺设地板饰面之后应用
嵌入式弧形踢脚线。 

11 .13 SKIRTINGS AND OTHER FINISHES 

       踢脚线和其他饰面

保丽提供多种聚氯乙烯型材，是保丽系列产品的理想选择。在大多数铺装
中，我们建议保丽地板要么在现场内凹在墙壁上，要么使用可焊接到保丽
地板上的“嵌入式”内凹踢脚线。

 

 

 

 

KEY POINT

要点

用于通风良好、没有有机

蒸汽着火危险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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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 Site coving 

          现场内凹

Polyflor Ejecta CT条（图11.4和11.5）为现场内凹保丽地板和陶瓷墙砖之间
的连接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

柔性部分设计成一面接受陶瓷墙砖，另一面接受不同规格的保丽。

 

 

 

 

 

 

 

 

 

 

Figure 5 Polyflor Ejecta CT Strip

Figure 6 Polyflor Ejecta CT Strip

11.13.2 Set-in coved skirtings 

           嵌入式内凹踢脚线

如果现场内凹铺装方法的使用不切实际或不具成本效益，Polyflor Ejecta嵌
入式踢脚线（图7）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与嵌入式踢脚线外观非常相似，踢脚线中的套件有一个50mm的前束，该
前束粘附在基层地板上，并允许主要区域的乙烯基卷材焊接在其上。 

11 .14 SIT-ON SKIRTINGS 

        嵌入式踢脚线 

嵌入式踢脚线（图8）通常仅用于块材地板，以提供房间周边的饰面。嵌
入式踢脚线附着在墙壁上，踢脚线的脚趾位于地板的顶部；它不是焊接
的。如果需要，可以在踢脚线的底部使用合适的密封胶。

11 .15 MASTIC SEALANT FINISH 

       MASTIC密封胶饰面

当被指定时，合适的硅树脂胶可以用作房间周边的饰面。前提是不需要防
水饰面，并且各方对该类型的饰面意见一致。

Figure 7 Set-in coved skirting

Figure 8 Sit-on coved skirting

3-4天保丽地板铺设
过程中的封顶和内凹

技术

Welded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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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welve

RESISTANCE TO 
CHEMICALS

An overview of the general chemical  

resistance of Polyflor Vinyl Flooring.

12.2 GENERAL CHEMICAL RESISTANCE OF POLYFLOR VINYL FLOORING 

       POLYFLOR乙烯基地板的一般耐化学性

12.3 POLYFLOR RUBBER FLOOR COVERINGS 

       保丽橡胶地板覆盖物

保丽橡胶地板覆盖物对温和和稀释的酸、碱、肥皂和洗涤剂具有平均抗
性。长时间暴露在汽油、油、油脂和脂肪中会导致软化和膨胀。保丽橡胶
地板覆盖物不适用于车库车间或食物准备区，但适用于不经常溢出的区
域。偶尔的意外溢出会立即清除，通常不会损坏地板。根据要求，可提供
化学效应和产品颜色染色的综合指南。

12.4 REACTION TO RUBBER 

        对橡胶的反应

橡胶制造中使用的抗氧化剂会导致染色。建议使用非橡胶通行垫，汽车陈
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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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LCO-BASED HAND GELS 

       基于酒精的手胶

保丽同质聚氨酯、异质聚氨酯和保丽安全地板系列与最常用的酒精基洗手
液相容。一些基于酒精的手凝胶含有高浓度的乙醇，要探讨其与其他保丽
地板覆盖物的相容性，请致电+44 （0） 161 767 1912联系保丽客户技术服
务部（CTSD）。

ORGANIC LIQUIDS 有机液体 EFFECT 影响 ACTION 行为

Aldehydes 醛
Esters 酯类
Halogenated hydrocarbons  
卤代烃酮
Ketones 酮类

Flooring attack occurs after several 
minutes. 地板腐蚀发生在几分钟后。

Wipe up immediately. 
立即擦拭。

Alcohols 酒精
Ethers 醚类
Glycols 二醇类
Hydrocarbons (aromatic & 
aliphatic) 
碳氢复合膏（芳香族和脂肪族） 
Petroleum spirit 石油精植物油
Vegetable oil 植物油

After several days, plasticiser extraction 
occurs, with associated problems of 
shrinkage and embrittlement. 
几天后，发生增塑剂提取，伴随着收缩和
脆化的相关问题。

Wipe up immediately. 
立即擦拭。

AQUEOUS SOLUTIONS 水溶液 EFFECT 影响 ACTION 行为

Mild acids and alkalis 
弱酸和弱碱 No effect. 没有效果。

Strong alkalis 强碱
Will strip polish and may cause 
discolouration in some shades. 
会剥离抛光，并可能导致某些色调变色。

Dilute and remove.  
稀释并移除。

Strong acids 强酸 Prolonged contact can cause discolouration. 
长时间接触会导致变色。

Dilute and remove immediately. 
稀释并立即移除。

Dyes (indicators) 染料（指示器） Contact can cause discolouration. 
接触会导致变色。

Dilute and remove immediately. 
稀释并立即移除。

12.1 POLYFLOR VINYL FLOORING 

      保丽乙烯基地板

Polyflor和Polysafe乙烯基地板覆盖物的特点包括：

 > 对温和和稀释的酸、碱、肥皂和洗涤剂的耐受性高于平均水平。

 > 不受汽油和强酸的伤害，前提是任何溢出物都要立即清除。

 > 不允许接触酮类、氯化溶剂、丙酮及类似溶剂；然而，如果发生这种情
况，影响可以最小化。在允许任何踩踏之前，立即清除溢出物，然后让
任何溶剂残留物蒸发。

 > 适用于使用大多数化学品的所有区域，只有意外溢出的风险；然而，一
些化学物质含有非常强的染料，即使在短时间接触后，也会污染乙烯基
地板。在使用这种化学品的地区，选择合适的深色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染色效果。

IMPORTANT NOTE 

重要提示  

在21℃的室温下，在24小时的接触时间内评估Polyflor耐化学品性试验，然 后用冷水冲洗。Polyflor认为，
这模拟了溢出物不能立即清除，只能通过正常维护进行清理的最坏情况。维护期间，用尼龙垫研磨可以去除
一些污渍。金属化乳胶地板抛光剂可用作保护地板免受污染的牺牲层。

在使用特定化学品的地方 - 例如在摄影实验室 - 可根据要求提供一套耐化学品图表。这些图表显示了每种
Polyflor产品对一系列特定化学物质的耐受性，并证明有助于选择受特定化学物质影响最小的颜色。

 
 

 

 

 

 

 

耐化学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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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hirteen

OPERATING 
TEMPERATURES

An overview of operating temperatures and 

Polyflor Vinyl Flooring.

13.1 OVERVIEW 

       概述

各种 Polyflor和Polysafe卷材乙烯基地板覆盖物可在广泛的使用温度下使用。 

最高上限温度60℃（140℉） 
最低下限温度-20℃（4℉）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的使用取决于粘合剂的正确选择。应寻求粘合剂制造商的指
导，以在预期温度下批准粘合剂。通常，主要领域应使用经批准的双组分环氧
树脂或聚氨酯粘合剂，垂直应用应使用接触粘合剂。

重要的是材料要在正常的室温下进行调理和安装：18℃（65℉）。该材料应完
全粘附在基底上，注意确保乙烯基下方没有无支撑的空隙。在这些类型的安装
中，如果指定了场地内凹，则应使用铅笔凹口，而不是带有凹圆模板的。所有
接头应在安装后24小时内以及安装达到使用温度前进行热焊接。

Polyflor和Polysafe系列均可承受因短期接触热水和蒸汽而导致的温度偶尔突
然变化。应避免长期或定期接触。如果有可能定期接触极冷的液态气体，乙烯
基的不断膨胀和收缩可能会导致过早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将第二块松铺的乙
烯基铺在地板上作为保护是有益的。如果损坏，可以轻松、经济地更换。

13.2 UNDERFLOOR HEATING 

       地板下供暖
所有Polyflor和Polysafe乙烯基产品系列都可以铺装在地板下供暖系统上，建
议如下：

 > 地板安装开始前，应全面试验和调试该系统，以确保供暖系统正常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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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POINT

要点

保丽地板覆盖物仅供内部

使用。我们不能保证任何

地板覆盖物在外部环境中

的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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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AREAS SUBJECTED TO PROLONGED SUNLIGHT 

       受长时间阳光照射的区域

大型朝向太阳的窗户（尤其是在使用地板下供暖的地方）和温室可能会因
白天温度高而夜间温度低而出现问题。

 > 确保在铺设期间保持昼夜温度均匀，直到粘合剂达到其全部粘合强度，
通常为三天。

 > 为达到最佳效果，遮挡所有窗户，关闭所有地板下加热，提供18℃的背
景加热，并选择环氧树脂或聚氨酯级粘合剂。

 > 安装前请正确修整块材。保丽不承担任何膨胀或收缩问题的责任，这些
问题可能是在粘合剂达到完全粘合强度期间温度变化造成的。 
 
 
 

13.4 PROTECTION FROM RADIATED HEAT SOURCES  

       辐射热源防护

Polysafe系列地板覆盖物通常是在过热导致地板覆盖物和粘合剂出现问题
的情况下指定的。给出具体细节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烤箱和窑炉等设备在
设计和地板材料上方的高度上各不相同。

如果条件可能导致问题，我们建议使用金属托盘将热量从地板上转移，并
使用适合这些条件的粘合剂，如环氧树脂或聚氨酯。如果您不确定，我们
建议您在+44 （0） 161 767 1912上与保丽客户技术服务部（CTSD）
探讨该申请

KEY POINT

要点 

 

保丽地板覆盖物仅供内

部使用。我们不能保证任

何地板在外部环境中的

性能。

工作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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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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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回收保丽地板的第一步

致电回收地板收集废弃乙
烯基地板（节省高达75%

的处理成本）

或者在超过60个垃圾回
收点进行丢弃和回收

英国和爱尔兰（FOC）

垃圾回收点目录

将废乙烯基地板放入

回收地板袋中

是的，请

安装后、平滑或安全乙
烯基边角料

老库存平滑或安全乙烯
基卷筒端料或样品

平滑、干净的拆起地板







注册

www.recofloor.org

1

向Recofloor注册以接收
Recofloor包并安排收集

或者从参与经销商的贸易
柜台领取回收袋

Contact RECOFLOOR

info@recofloor.org

0161 355 7618

www.recofloor.org

立即注册，加入我们的下一届Recofloor大奖

REAP THE REWARDS

Reduces waste sent to landfill 

Recycled into new flooring 

Recycled into useful products

Reduces carbon footprint

For the ENVIRONMENT  For YOU & YOUR BUSINESS




Enjoy FREE entry to the 
Recofloor Annual Awards

Benefit from the scheme’s 
publicity & PR

Hassle-free waste management





Save up to 75% on waste disposal 
costs

Certificates of commitment & 
awards to enhance your green 
credentials, helping you to win 
more business









“We have contracts with our 
local council and a partnership 
with a commercial modular 
building company, so offering a 
vinyl flooring recycling service 
ticks all the right boxes for these 
clients. Recofloor helps us to 
differentiate our company in a 
really positive way.”Steve Dixon, S & D Flooring 

Specialists Ltd., Hull




Contributes to points on BREEAM assess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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