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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铺设复合地板的基底必须符合此说明书中有关复合地板的要求。

适用的基材包括：矿物底材（如无缝地面、混凝土、沥青），刨花板结构和木质地

板。基面必须平整、干燥、洁净并且具有承载力。如果 1 米之内的地面有超过 2 

mm 的不平整，那么必须对地面进行专业的平整处理（基于德国 DIN 18202 技术标

准），如图 [3]。最好使用直尺或水平仪检测基底的平整度。

不得有凸起、台阶或类似的颠簸不平。必须彻底清除建筑工地上的污物，例如灰泥

残留、石膏残留等。基底上的裂缝同样会造成危险。必须遵守《建筑工程合同通用

技术规范 (ATV)》德国 DIN 18365 技术标准和§4 第 3 段 VOB/B 的规定，才具

有索赔资格。

请您在光线良好的情况下对镶板的质量瑕疵进行检测。铺设地板时，应当替换掉各

方面例如高度、光泽度、尺寸和颜色等在允许公差范围之外的地板（如图【4】）

，并自费进行更换。如果已经对镶板进行了加工处理，那么您无法就此出现的瑕疵

提出索赔。

复合地板需采用悬浮安装，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如胶水、螺钉、钉子固定在底层地

板上。重物的搭建如定制厨房同样也具有加固作用。建议在铺设地板之前先安装定

制的厨房和橱柜，然后仅将复合地板铺设至橱柜的底座下方即可。如未遵守这些规

定，将无法获得索赔，如图 [5]！

必须移除铺设的地毯，地毯不可作为基底。如果将复合地板铺设在地毯上，在走过

地板时会产生弹性变形，并且对层压板的边缘部分造成巨大的压力。这样会对榫槽

连接部分造成损坏，并且会导致在地板之间出现缝隙。另外出于卫生方面的原因，

必须将铺设在地面上的地毯移除。否则，产生的潮湿可能产生霉菌和细菌，如图 

[6]。

请注意，这种复合地板不适用于潮湿的空间，例如洗澡和桑拿的场所，如图 [7]。

如要铺设在矿物基底上时，例如混凝土、水泥砂浆找平层，石膏砂浆找平层和石砖

上，必须进行湿度测量。铺设前，找平层残留湿度不得超过：    

 

 水泥砂浆找平层：  带有地热设备< 1.8% CM

     无地热设备< 2.0% CM

 硫酸钙找平层：  带有地热设备< 0.3% CM

     无地热设备< 0.5% CM

在矿物基底上（如混凝土、水泥地等）铺设地板之前，务必呈槽形铺设合适的蒸汽

阻隔膜（PE 膜）用于防潮。管道彼此相邻放置，重叠约 50 mm，并用 add2 铝制

接缝胶带固定。不得在木质基材（例如安装板或木板）上安装 PE 膜，如图 [8]。

建议在所有基材上使用与同系列的垫板（请参阅材料要求）。垫板需要堆叠放置，

而不是重叠放置。如果复合地板带内置的垫板，则不得使用其他垫板。

在正确安装并符合正常操作的前提条件下，才能使用地暖（水暖或者电暖)，如图 

[9]。地暖的交付和安装必须符合当前的最新技术水平，并且必须由专业公司根据

相关的采暖标准进行调试。与之相符的，已授权的加热和冷却说明或报告也是必不

可少的。必须在整个房间内安装和使用地暖。不可部分安装或使用地暖。地板底部

的温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 27 ℃。如未满足上述要求，则与地地暖操作或安

装有关的任何索赔都将不予受理。索赔范围可参考我们的保修及服务政策。不管基

底是否带地暖，专业安装人员必须在安装地板之前进行必要的 CM 检测并记录。 

悬浮铺设时，必须考虑复合地板和垫板的热阻。按照德国 DIN EN 14041 的技术标

准，所有组件的热阻总和必须≤0.15m²K/W。如果使用我们这一系列附件之外的垫

板在加热找平层上进行悬浮铺设的话，那么即使总结构的热阻在允许的有效最大热

阻范围内，我们也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保修。

建议在铺设之前根据所需的纹理图案对面板进行分类，必要时还可以通过细微色差

Quattro Clic 铺设
在铺设之前与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如下事宜！ 
请您事先仔细通读此份地板铺设说明书！ 

地板工程基于《建筑工程合同通用技术规范  
(ATV)》德国 DIN 18365 技术标准。

请您严格遵守本说明书中的指导方法，以便能够获得完整的保修服务。 

准备工作：在开始铺设之前，请将套件存放 48 小时，并确保存放时的气候条件与铺设时的气候条件相同，如图 [1]。
安装和长期保养复合地板的重要前提室温范围 15-30 ℃，相对湿度范围 40-70%。

对材料与工具的要求：add2 PE 膜，垫板（add2 聚氨脂 2.0，add2 木头 5.0），add2 铝自粘接缝胶带，add2楔块，木胶/白胶 D3（基于 PVAc），锯，
铅笔，折尺/尺子，凿子/榫凿，湿布，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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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请在打开产品包装后立即对地板进行铺设处理！

地板的铺设

在初始状态下，每块木板四周都有边槽，如图 [13]。此复合地板的沟槽和槽榫可
手动制作。为此，对应侧的边槽可在设置好的默认断裂点 如图[11-13] 处折断或
保持原始状态。每次断裂后，请确保边槽已完全折断。必须用凿子/榫凿小心地清
除所有残留物。

为了制造沟槽，所有长木板都保持原始状态，即榫头未断开的状态。为了制造槽
榫，将边槽折断，所得的侧面是槽榫侧面，如图 [11，12]。

木板的一侧或两侧槽唇必须依据不同铺设方式进行切断，如图 [13]。 

每次制作槽榫边后，必须确将其连接到前一块面板的沟槽，例如，通过将两个面板
固定在一起，以免它们粘在一起，如图[14]。

必须遵守残留物处理的规定。

可能会有旋转图和/或镜像对称图，并且未在所有组合中显示，如图[13]。

无论安装方式如何，每个面板都应粘贴到所有相邻的木板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将胶道施加到已经放好的木板上，如图 [15]。将胶道施加到已经在地板上的木板
上，而不是施加到待放置的木板上[16]。悬浮安装不受影响。 

如图 [17] 所示，连接面板时，请用力将面板拼合在一起。连接面板时不要使用锤
子，也不要弯曲待拼合的面板。在胶水硬化之前，铺设的表面不应再承受任何其他
载荷。建议至少 90 分钟以后再在胶合的复合地板上行走。 

如果在拼合面板时胶水从接缝处溢出，请立即用湿抹布擦去，如图 [18]。 
13

14

15

10

11 12

16

18

!

17



3

4:1 和 2:1的长（长度）宽（宽度）比，可以实现无限的设计选择。

原则上，复合地板可以向任意方向铺设。前提条件是边槽尚未被折断。但是，建议只按照一个主要安装方向进行铺设。  
我们将以下铺设图案设为标准模板。

人字纹图案：

以下步骤参考图 [19] 样式。如果铺设方向不同或房间形状不同，则必须相应调整工作步骤。

首先，至少必须按照所示顺序安装木板（1）至（7）。为此，将木板（1）放置在房间的任何位置，且边槽不要折断。折断木板（2）任意一个短边的边
槽。
将木板（1）和（2）固定在一起，确保两个木板可以尽可能精确地彼此连接。如果满足该前提，则必须在木板（1）的长边部分上添加一个胶道，木板（2
）将靠在木板（1）上。然后，应如图所示，将木板（2）尽可能对称且高度准确地放置在木板（1）上，如图 [17]。 

折断木板（3）任意一个长边的边槽。将木板（1）、（2）和（3）固定在一起，确保三个木板可以尽可能精确地彼此连接。如果满足该前提，则必须在木
板（2）的长边连接到木板（1）的短边上。然后，应如图所示，将木板（3）尽可能对称且高度准确地放置在木板（1）和（2）上，如图 [17]。

后面所有木板的连接方式与上述步骤相同。

随后，必须将由木板（1）至（7）组成的复合材料小心地移到地板上的所需位置（例如，房间中间），该位置应作为进一步铺设的基础。 
注意! 由于胶水尚未完全硬化，因此请勿在连接木板时施加过大的压力和拉力。 

作为进一步铺设的规律，铺设表面如图 [19]的边槽（厚，黑色轮廓）始终朝外（因此不会折断）。必须铺设完整的木板，直到墙壁和已铺设表面之间无
法容纳更多完整木板为止。其余未铺设的区域必须在最后结束时进行填充。

其余区域（例如木板（16）至（18））的铺设应始终按照从层压板表面到相应的墙壁的方向。

与上述铺设方案类似，铺设人字形图案也必须按照 314 mm x 628 mm 的格式进行。铺设木板的顺序或数量应适应房间的形状。
板底图案：

木板的两个短边不同。因此，必须单独考虑两个木板短边相接时的安装方式 [20]。每个木板的背面印有箭头，一旦要连接两个木板短边时，能立刻看
到。仅当所有箭头方向相同时才允许铺设。当其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时，不允许将两个木板的短边连接在一起。

以下步骤参考图[20]中所示的图。如果铺设方向不同或房间形状不同，则必须相应调整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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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

将木板（1）放置在房间的后角。在此之前，一条短边和一条长边的边槽被折断，指向两个房间的边界（墙）。在墙壁和复合地板之间，必须使用间隔楔
保持约 12 mm 的边缘间隙。 

再次折断木板（2）的短边和长边。将木板（1）和（2）固定在一起，确保两个木板可以尽可能精确地彼此连接。[20]). 如果满足该前提，则必须在木板
（1）的短边部分上添加胶道。随后，尽可能对称且高度精确地[17]将木板（2）连接到面板（1）的短边上。

按照以上步骤，将第一行的所有木板连接在一起。锯短图片 [20] 中第一排木板（3）中的最后一个木板，使其与相邻（此处为右）墙壁的边缘距离约为 
12 mm。

第二行及后续行：

锯短木板（4）的长度，使其比木板（1）短，但至少有 300 mm长。

木板（4）的槽唇在任何短边上都被折断。短边的剩余边槽必须在右侧。

将木板（4）和（1）固定在一起，确保两个木板可以尽可能精确地彼此连接。如果满足该前提，则必须在木板（1）的长边上将要放置面板（4）的地方添
加一个胶道。随后，尽可能对称且高度精确地将木板（4）连接到木板（1）的短边上。左侧的两个短边也应大致对称。

折断木板（5）一个短边和一个长边的边槽。短边的剩余边槽必须在右侧。

重复上述步骤以进行下一步铺设。

注意：对于常规的船底模式，木板（1）、（8）、（16）等以及木板（4）、（12）、（19）等必须铺设相同的长度。

与上述铺设方案类似，铺设木板图案也必须按照 314 mm x 628 mm 的格式进行。

铺设木板的顺序或数量应适应房间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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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式模式：

以下步骤参考图[21a]中所示的图。如果铺设方向不同或房间形状不同，则必须相应调整工作步骤。

纸盒行1-第一盒-木板（1）至（4）。

将木板（1）放置在房间的后角。在此之前，边槽的一条短边和一条长边被折断，指向两个房间的边界（墙）。在墙壁和复合地板之间，必须使用间隔楔
保持约 12 mm 的边缘间隙。

折断木板（2）一个短边和一个长边上的边槽。将木板（2）和（1）固定在一起，确保两个边槽可以尽可能精确地彼此连接。如果满足该前提，则必须在
木板（1）的短边部分上添加一个胶道。随后，尽可能对称且高度精确地按照图示 [17] 将木板（2）连接到木板（1）的长边上。木板（1）和（2）的短
棱也必须是边缘对称的。

与上述步骤类似，第一个纸盒的木板（1）至（4）必须连接在一起。

盒式行1-第一盒-木板（5）至（8）。

与第一盒相比，第二盒旋转了90°。

折断木板（5）的一个长边和一个短边。将木板（5）固定在第一个纸盒上，确保所有折断可以尽可能精确地彼此连接。如果满足该前提，则必须必须在木
板（1）至（4）的短边上添加胶道。然后，应如图所示，将木板（5）尽可能对称且高度准确地放置在第一盒上[17]。面板（1）的长边和木板（5）的短
边也必须是边缘对称的，即，盒 1 和 2 必须对齐。

与上述步骤类似，第一盒的木板（6）至（8）必须连接在一起。所有后续盒和成排盒须重复上述步骤。所有房间边界（墙）所用木板必须相应缩短。所有
木板和墙壁之间的边缘距离始终为 12 mm（使用楔块）。

与上述铺设方案类似，铺设盒式图案也必须按照 314 mm x 628 mm 的格式进行 [21b]。

铺设木板的顺序或数量应适应房间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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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度或宽度大于 8 m的铺设表面以及角度较大的房间，需要使用伸缩缝（至少
20 mm宽）[22]。 
只有这样，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地板才能相应地膨胀或收缩。跨房间铺设时也请注
意这一点。此时，门框范围的区域必须是断开的。 
并应用相应的型材进行专业伸缩缝覆盖。 
伸缩缝内不得装有电缆或其他材料。请注意遵守《建筑工程合同通用技术规范 
(ATV)》德国 DIN 18365 技术标准。伸缩缝和边缘缝切不可完全关闭或以其他方式
削弱其功能。 
 
不同的伸缩缝必须具有相同运动可能性。

如果需要铺埋取暖设备管道，那么必须在板材上使用电钻预留出比管道直径粗 30 
mm的圆孔 [23]。将“适配片”进行切割上胶，然后使用楔子将其固定，直至胶水
硬化[24]。然后用散热器套盖住凹槽。

锯短木质门框，以便在如图[25，26]所示下方安装一块具有 2-3 mm间隙的撞击声
隔音板。 

在完成铺设后去除距离楔块。

在铺设结束后，请在墙壁上安装踢脚线固定夹，间隔在 400 至 500 mm之间，然后
选择合适的踢脚线，将其固定在墙壁上 ，如图[27]。
 

清洁与保养

对于非沾粘性的污渍可以通过清扫或者适合硬地面使用的吸尘器进行清理。

只能使用我们的 Add2 层压板清洁剂进行日常维护清洁。 

含有石蜡、油脂等护理成分的抛光剂以及清洁剂不适用于复合地板表面。复合地板
不可抛光 [28]。

踩踏的印迹与污渍可以使用拧干后的毛巾进行擦拭清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静
置的水渍 [28]！

特别要注意复合地板上的花盆、花瓶等。请在此使用防水底座。 

顽固的污垢可以用合适的清洁剂或丙酮进行处理并清除。请勿在复合地板表面上施
加额外的密封。 

注意! 防止地板被划伤或者压出凹痕! 在入口处应使用一个尺寸足够大的防污垫。 

家具的木质支脚、金属支脚或者塑料支脚必须使用毛毡垫包好。办公室座椅仅应该
使用软质座椅滑轮（DIN 12529 标准） [29]，或者在座椅下铺设市场通用的防污
垫。在遵守上述指示后，复合地板的使用寿命将得到延长，还可以享受全部保修服

务。 

重新铺设或拆除
由于横向和纵向粘合，不可能无损地更换或拆卸这种悬浮复合地板。因此，木板在
拆卸后将不可再使用。

处置垃圾时应按照“残余垃圾”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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