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铺设
1. 需检查和注意的事项 

在铺设之前与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如下事宜！请您首先仔细通读本地板铺设说明书。 
请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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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ono Xonic 超级耐磨地板严格按照规定的高精度加工流程生产。其半成品与完成品都经过了严格稳定
的质量控制检测，但不能排除例如运输而造成的板块损坏。在铺设地板之前，请对地板的各个部分进行
仔细检查。 

在运输过程中请注意某些较重的包装。下面的一些建议可以帮助您在搬运产品过程中，保护您的背部。 
- 稳住脊柱：将背部保持竖直，并且保持腹肌与腰肌绷紧。在抬起物品时使用腿部的力量。 
- 避免颠簸的运动或者侧面的转动：如果需要翻转，应抬起一边，然后向侧面迈开一步，再将其放倒。
应事先将障碍物清除，腾出足够的工作空间。 

准备工作：请在铺设地板之前将产品放置在与铺设地板区域和后续使用[1]气候条件相同的环境中。请不
要放在窗前有阳光直射的地方。 
应在如下条件下进行环境适应： 
- 堆叠存放，使各层交叉叠放 
- 至少放置 48 小时 
- 平放在地面上，与墙壁保持 50 厘米的距离，要绝对平稳 
请在加工镶板时始终加以小心。请您在工作时使用双手，并且避免使用脚来移动镶板，截面可能会因此
受损。 

对材料与工具的要求：请为地板铺层使用原装配件。请使用下列工具与辅助器材：铅笔、折尺、三角
板、水平器和间隔垫片 (1 mm, 10 mm)、砧子、锤子 [2]。 
另外建议使用工刀和手锯这样的切割工具。应使用细齿锯条。也可以使用带细齿锯条的竖锯或圆锯。注
意！切面或断面很锋利，若不小心会导致伤害。配件产品中有风格一致的墙角条，用于处理墙面连接。
请注意，地板可能会活动，在空气湿润地区要避免水分渗透到设计的接缝中。 

铺设基底和密封：该产品适用于空气湿润地区。根据 DIN 68800 标准，潮湿环境是指空气湿度长期达
到 70% 以上的环境。Krono Xonic 超级耐磨地板不适用于室外和潮湿区域。典型的使用区域是客厅、
卧室、浴室、厨房、餐厅、过道、办公室、商店、大厅、诊所、酒店和走廊。所有其他区域的使用都必
须要经过检查，不包含在保修义务内。 

用于铺设镶板的基底必须满足生产商在说明书（产品手册）中对地面镶板安装所规定的要求。一般来
说，矿质基底都可以满足要求（例如无缝地面、水基地热地面、水泥地面以及沥青地面）。请您注意，
在潮湿环境中的基底结构建造时也必须达到干燥结构建造的技术标准。 

基底必须平整、干燥、洁净并且具有承载力。如果在至少 1 米范围的地面不平整度达到超过 2 毫米时，
就必须对地面进行专业平整处理（按照 DIN 18202 标准）[3]。基底的平整度最好可以采用直尺或者一
个长度为 250 厘米的水平仪，根据现行的标准进行检测。基底不可以有凸起，梯级或类似的不平整情
况。施工场地污染例如泥灰和石膏残留物以及其他类似残留必须要彻底清除。 

为了能够在潮湿的环境中，保证墙体结合部位与地板基底能够长期防水，我们建议您做一个专业的
防水处理。关于在潮湿环境中，对基底，特别是墙壁，地板进行防水处理的方法，在 ZDB 宣传册
（01/2010 期）的“在室内与室外采用板材覆盖物进行复合式防水密闭的方法”一文中做出了详细的
说明。地板铺层不是用作吸水层，不会通过它的夹紧槽长时间防水。为预防湿气渗入基底，可以在接缝
处粘贴聚乙烯薄膜。 

请您在光线良好的情况下对镶板的质量瑕疵进行检测 [4]。在有效误差之外的地板明显瑕疵，如高度、
光泽、尺寸和颜色的偏差，必须挑选出来，可以免费更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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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可以浮动铺设，并且不可以旋紧，钉在或者粘在地板底部，例如使用门固定销或者重物逐点固定 
[5]。 

如果想要粘合起来，有以下经过生产商测试和发布使用的粘合剂： 
1) UZIN KR 430 
2) UZIN KE 66 
3) UZIN KE 2000 S
使用其它粘合剂需要与粘合剂生产商协商使用范围。发行商对于专业粘合有保修义务。针对 5 毫米的产
品需要事先检查反面隔音材料是否完全清除。 

对有泡沫覆盖层的 5 毫米以下产品，不放置下方物料。对 4 毫米以下的产品可以放置 PE 保护膜，以减
少由于底层不干净导致的行走噪音。 
根据需要可以在 4 毫米以下的产品放置垫子，这种情况下仅允许使用抗压强度大于 200 千帕，厚度小
于 2 毫米的产品。 

地毯地面，泡沫 PVC 地面和所有类型的泡沫材料都必须要清除掉 [6]，这些都不是适用底层。否则在上
面行走时会导致活动，使边缘部分压力过大，导致产生缝隙。另外出于卫生方面的原因，必须对铺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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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的地毯进行清除。否则，产生的湿气可能导致霉菌和细菌滋生。 

仅在专业安装的条件下，才可以使用运作良好的地热设备（水暖或者电
暖)。在运送和安装地热设备时，必须符合技术要求、由专业公司操作，
达到相应的供暖标准。地暖设备必须完全铺设在房间内，全面供暖。不允
许地暖设备只在部分范围工作。地板下表面温度最高为 27°C，不可以
在任何时间和任何位置超出这个范围 [7]。 
要避免在可能被覆盖的区域如地毯下产生热聚集。我司拒不受理任何与地
热设备相关的安装与使用索赔。客户仅能在我司承保和保修条例总章框架
下提出索赔要求。 
只要有地热设备，无论是否加热，专业铺设人员必须在安装地板之前进行 
CM 测量和记录。根据剩余湿度，有以下有效限制值： 
- 硫酸钙涂层最高 0.5%（CM 无地暖设备）；0.3%（CM 有地暖设备） 
- 水泥涂层最高 2.0%（CM 无地暖设备）；1.8%（CM 有地暖设备） 

地板的铺设

在此建议，铺设之前按照喜欢的纹理走向或根据设计图整理镶板。您也可
以了解下颜色变化。 

在铺设过程中切勿对地板施加压力。保险起见一定要与墙和柱子等保留至
少 5-10 毫米的活动边缘距离[10]。 
例如对于 8 米的铺设长度，至少要有 5 毫米的缝隙。在 20 米的最大铺
设长度要至少有 10 毫米的活动缝隙。 
活动缝隙内不允许嵌入电线或其他物质。在房间之间或平面结构复杂的房
间之间必须要设置伸缩缝。交接位置例如客厅与卧室之间，也就是说有不
同使用温度的房间，必须要安装一个地板隔断，否则可能会导致后续的压
力损坏。根据现今的技术条件，技术原因所需的所有基底缝隙必须与地板
缝隙一致，例如准条区域之间的活动缝隙。在这些缝隙上铺设可能造成地
板损坏。 

对于落地窗，地板安装必须要有足够的遮阴、通风且无压力。太阳光照会
引起快速升温，导致地板永久性变形。请尽可能地减少温度浮动。有些区
域由于温度变化会导致尺寸变化，不可使浮动地板受到这些区域的妨碍。 

不允许用任何方式固定地板。例如当温度从 15°C 上升到 30°C 时，
会导致大约 0.5 毫米/米的尺寸变化。在提升至 40°C 时，变化程度为 
1.0 毫米/米。如果温度降低地板铺层也会有类似的情况。10°C 以下的
温度对尺寸变化带来的影响很少。 从 -40°C 至 45°C 范围内的房间温
度都是允许的。更高的温度会导致地板永久性变形。0°C 以下的温度会
降低产品的柔韧性。 

建议：请根据主要光源的纵深方向安装镶板。用高精度的设计印刷工艺实
现了产品的天然颜色多样化。因此请始终混合使用多个包装的镶板铺设，
这样就可以支配房间内地板的颜色呈现。 

首先应对空间进行测量，以便能够确认是否需要对首行镶板的宽度进行调
整。如果墙壁不呈直线，那么请您沿着墙壁布置第一行镶板，并且对后续
的镶板进行相应的剪切。如果最后一行的镶板宽度低于 19.2 厘米，
那么您必须将剩余的宽度平均分配给第一行与最后一行的镶板，以便两
行镶板都具有相同的宽度。如果剩余宽度低于 10 厘米，就必须将剩余的
宽度平均分配给第一行与最后一行的镶板，以便两行镶板都具有相同的宽
度。侧面部分榫槽和榫头不属于伸缩缝，必须要清除。请您确认地板榫槽
和榫头的位置。 

请从房间左侧角落开始铺设。首先将第一块带有短边和长边榫头的镶板贴
近墙壁铺设，然后使用距离调整垫片调整间隔 [9]。将第二块有榫头的镶
板前端侧面（短面）扣在前面放置的第一块镶板的榫槽截面，操作方式是
放置在第一块镶板 [10] 侧边对立面，然后用砧子和锤子敲打 [12.1]。 
确保长边对齐，不应该出现偏移，同时应形成一条直线。这对于在第二行
铺设时，能够将镶板无缝接入到纵向轮廓里是必要的。沿着第一行镶板进
行扣接安装至第一行末端。 

将第一行的最后一块镶板旋转 180 度直接嵌入或切割调整 [13]，使有装
饰图案一面朝上紧挨已经铺设好的行列（榫口与榫口贴合）与墙壁贴合。
要考虑端面有 5-10 毫米的边缘距离。 
对镶板的长度进行标注然后切割。为了避免边缘出现不整齐的现象，应该
在使用电锯或者手持圆锯进行切割时，将有装饰图案的一面朝下，否则要
从镶板的顶端进行切割。每一行都使用上一行的剩余材料部分（至少为 
40 厘米长）开始切割 [15]。 

第二行使用一半镶板或者第一行剩余材料部分开始。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镶板不能够小于 40 厘米，并且不能够大于 90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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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行与行之间的接缝错位（横向接缝错位）必须至少为 40 厘米（在设
计错位时请考虑石质纹理的装饰性）。第二行镶板的长边应该压住第一行
镶板的长边。 
镶板的长边（榫槽一边）应该抬起 30 至 40 毫米（大约 20°）。第二
行镶板的榫头应该插入第一行抬起部分的榫槽内。小心将镶板的结合部分
平放在基底上。在铺设第二行的第二块镶板时，应该首先将其榫头长边从
上部倾斜插入第一行的镶板榫槽长边内（角度大约为 20°）。然后在保
持这种角度状态下，将其推入第二行的第一块镶板的侧端，直到第二块镶
板侧端的榫头与榫槽准确的扣接在一起。现在可将镶板缓慢倾斜放下，直
到侧面互相接合。利用砧子，直接将短边平行放置于侧面，用锤子敲打侧
面将其卡住 [11, 12]。 

通过重复这种方法可以完成第二行镶板的铺设（拉锁式铺设方法），直到
第一行与第二行镶板在没有缝隙且没有高度差异的情况下铺设完毕。在第
一行与第二行镶板扣接时必须注意，镶板的长边不应该出现偏差。铺设其
他行列镶板的方法与铺设第二行镶板的方法一致，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足
够的横向偏差抵消。在最后一行贴近墙壁后，需要注意预留间隙（5-10 
毫米），防止对地板造成压力。 

如果需要通过取暖设备管道，那么必须在板材上预留出比管道直径粗 10-
20 毫米的圆孔 [19]。将“适配片”进行切割上胶和调整，然后使用楔子
将其固定，直至 PVC 胶水变硬 [21]。然后在空隙处罩上暖气片套环。 

缩短门框范围，放置的镶板与其有2–3 毫米距离 [22, 23]。 

在完成铺设后去除距离调整垫片。在铺设结束后，请在墙壁上安装踢脚线
基底导轨，然后将切割合适的踢脚线固定在墙壁上 [26.1]。 

使用和保养 

为避免受辐射热和闷烧/脱落部件影响，烟火区域需要有充分保护。铺设
完之后直接将所有可移动家具配备使用毛毡垫片，以便良好固定。请仅
使用有轻度滑动面的软性不导致变形的椅子脚轮（EN 12529 类型 W）
[30]。如有必要，请在滑动区域额外放置一块保护垫。 

长时间的强太阳光照射可能会导致地板变形。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请遮
蔽或采取类似的遮光方法 [32]。另外还要避免热源的强热辐射。如果长
时间与正常室内环境有偏差，可能会导致如地板测量变化或部分区域隆
起。由于未许可温度造成的影响，不属于索赔范围。

请注意，使用地暖设备时不要在被覆盖区（例如地毯和家具下方）造成热
聚集。在覆盖区下方的温度最不可超出 27°C。花盆、花瓶要放在不会
渗水的底座上，否则会导致发霉并引起褪色。 

注意！在入口处请使用足够大的脚垫，这样就不会有石子和其它粘在鞋底
的东西被带进房间，对地板造成损坏。 

玻璃碎片和所有其它侵蚀损坏地板表层的物质必须马上清除。不慎泼洒出
的液体应尽快擦掉或清除。 

汽车轮胎和橡胶垫可能会导致轻度至中度的颜色变化。特别使用可导致印
上斑点的物质时（例如理发店里的染发剂），应当事先做下试样检测。否
则会印上无法清除掉的污点。 

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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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施工结束清洁，基础清洁和维护清洁时，仅使用配件产品 (Add 2) 
中专门设计的地板清洁剂。 

施工结束和基本清洁： 
用清扫和吸附方式粗略清除垃圾。用于顽固污渍时，将专门设计的地板清
洁剂按 1:10 的比例（1 升清洁剂配 10 升水）稀释。用于普通污渍时，
将浓度根据污染程度相应减少。 
将清洁溶液在铺层中分散开，发挥一定的作用时间后进行清理铺层表面。
将脏物用吸水的宽拖把清理，大面积情况用适合硬地板的喷吸器进行处
理。用清水彻底再次清洁。 

维护清洁： 
设计地板清洁剂按 1:200 的比例（50 毫升清洁剂配 10 升水）稀释，用
该溶液擦拭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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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易损表层（如木质、金属）不要用清洁液弄湿。 

清洁剂的使用： 
大约每 100 平米用 2 升（施工结束清洁） 
大约每 100 平米用 0.1 升（维护清洁） 

基本说明：
要始终顺着表面的纹理方向清洁。踩踏的痕迹与污渍可以使用拧干后的湿
毛巾擦拭。请同时注意产品标签上的说明。 

含有石蜡，油脂等护理成分的抛光剂和清洁剂不适用于地板表层。不允许
对地板铺层进行抛光处理。 
请不要使用蒸汽清洁器，铁丝或尼龙材质等摩擦力强的清洁用品，不要使
用家具抛光剂，粉末状或液体去污剂，漂白剂或其它强力清洁剂。 
如果遵守了这些提示说明，就可以让地板铺层的使用保值，并能享有全部
的保修服务。 

配件的重新使用与拆卸 
在居住与商业区域铺设的浮动镶板，若要无损坏条件下进行更换和拆卸，
首先需要将整行镶板的长边翘起一个角度 [33]，解除咬合的扣接。然后
镶板的顶端也会通过翘起的角度 [34] 解除扣接。 请在拆卸时格外认真小
心，避免损坏榫头和榫槽区域。 

废物处理 
请联系当地的废物处理公司，以将材料回收利用。例如欧洲的废物处理代
码是 17 02 03。 

保修说明 
对最初使用的用户我们可以担保，首批客户购买阶段该产品在正常情况下
不会有生产缺陷。保修范围涵盖在符合安装说明书中说明的操作而造成的
地板畸形变化。保修范围包括在合理申诉期间内，将损坏的地板更换成同
等价值的地板。保修范围不包括经济赔偿，以及拆除损坏地板和安装新地
板的成本补偿。保修范围不包括正常的使用损耗和磨损、未遵守安装说明
书造成的损坏和变形、错误的清洁方式或使用错误的清洁剂、地板的错误
利用、因重物及其错误移动导致的损坏以及因污渍、沙子、碎屑和刮蹭导
致的损坏。

http://www.krono-original.com
http://www.zdb.de/zdb.nsf/0/F379B86C6C1F8306C12576BA003497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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