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格地板配件系统
从始至终，轻松铺设

爱格地板配件系统
我们的地板配件确保了专业的铺设过程。如果想要实现理想的爱格地板铺设效果，我们建议使用配套的爱格地板配件。
借助合适的地板配件，不仅可以节约铺设时间，地板也将在使用寿命期内保持良好的状态。

1 万事开头易。
使用合适的地垫配合地板铺设可以确保长时间理想的
耐压稳定性，同时极大减少冲击和行走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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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展示和提及的花色均为效果图。

2 利落的收边。
选择丰富的爱格踢脚线和地板扣条系列，能够令
地板拥有利落整齐的过渡和收边。

找到您的最爱。
找到最适合您的地板配件：立刻访问我们的网站。

3 易于打理。

 欢迎访问爱格官网，了解更多信息：
egger.com/flooring-accessories

我们还提供地面清洁剂和维护产品，用于修复损坏
的地板。

所有展示和提及的花色均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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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轻松铺设

使用爱格地垫，确保地板使用长久稳定。
铺设爱格地板时，选择合适的地垫对于地板实现完美外观和理想性能而言至关重要。爱格为您提供一系列高品质的地垫产品，
不仅便于铺设，具有极佳的隔音导热效果，更确保品质长久如一。

Silenzio Easy 静音垫

Silenzio Easy SD 静音垫

Silenzio Duo 静音垫

这款地垫用于减少房间内的冲击和行走
噪音，同时也适用于地暖环境。对于
矿物基础地面上的铺设，请使用爱格
Alu Flex 铝膜作为防潮层。

减少房间内的冲击和行走噪音的理想
地垫，集成的防潮膜确保了快速铺
设。适合用于矿物基础地面，同时也
适用于地暖环境。

这款地垫可以同时用作静音垫和防潮
垫。适合用于矿物基础地面，同时也
适用于地暖环境。非常适合人流量大
的区域，尤其适合商业空间。

Silenzio Cork 软木垫

Alu Flex 防潮铝膜

100 % 天然，可反复使用，而且可循环
利用。出色的耐压性能可以保护地板不
被重物压坏。由于热阻系数小，因此适
用于地暖系统。

这款高品质的防潮膜，保护地板免受地
面残留潮气的影响。如果在找平后的地
面上铺设爱格地板，防潮膜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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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产品

Silenzio Easy
静音垫

Silenzio Easy SD
静音垫

Silenzio Duo
静音垫

Silenzio Cork
软木垫

Alu Flex
防潮铝膜

强化木地板

强化木地板

强化木地板

强化木地板

强化木地板、
Comfort 地板、
Design GreenTec
地板

木材/矿物

矿物

矿物

木材/矿物

矿物

15

15

10

10

26

12 × 1.25

12.5 × 1.2

8.5 × 1.18

10 × 1

26 × 1

2

2

1.5

2

0.2

人流量

✓✓✓✓✓

✓✓✓✓✓

✓✓✓✓✓

✓✓✓✓✓

✓✓✓✓✓

静音

✓✓✓✓✓

✓✓✓✓✓

✓✓✓✓✓

✓✓✓✓✓

✓✓✓✓✓

隔汽效果

-

✓

✓

-

✓

地暖系统

✓✓✓✓✓

✓✓✓✓✓

✓✓✓✓✓

✓✓✓✓✓

✓✓✓✓✓

压强 CS [kPa]

110

110

400

470

-

降低行走噪音
ISLam [dB]

18

18

18

19

-

室内噪声
吸收 RWS [%]

27

27

38

-

-

0.057

0.057

0.04

0.039

0.004

-

100

150

-

100

适用地板类型

基础地面
每包面积 [m²]
规格 [m]
厚度 [mm]

热阻系数
(水暖) R [m² K/W]
防潮 SD [m]

所有 Silenzio 地垫均满足 EPLF 和 MMFA WOOD 更严格的要求

所有展示和提及的花色均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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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铺设工具
铺设工具套装
爱格铺设工具套装适合用于配备爱格 CLIC it! 锁扣
系统的所有爱格地板，帮助您快速且正确地铺设地
板。套装包括伸缩缝垫块、撬棒以及由 100 % 榉
木实木制造的爱格敲块。

Alu Tape 铝带
爱格自粘铝密封带可用于连接两段爱格地垫。
确保来自基础地面的潮气不会损坏地板。

CLIC Sealer 密封剂
爱格 CLIC Sealer 防水密封剂保护地板不受潮。
这款地板密封剂是商用入口区域和潮湿区域的
理想解决方案。一支密封剂可密封约 10 m² 地
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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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铺设。
便捷安装：通过 CLIC it! 锁扣系统，
所有爱格地板都能够安全、快速、
轻松地铺设于任何房间。爱格地板
锁扣的设计令地板之间的贴合严丝
合缝，同时增加了防潮效果。

egger.com/clicit

所有展示和提及的花色均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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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轻松收边

爱格踢脚线和地板扣条
带来利落整洁的完成效果。
我们提供多种踢脚线以搭配地板花色，以及多种高度及形状
的经典白色踢脚线。
地板扣条提供多种颜色，可以实现整体统一的外观，同时最
大限度地提供功能性和耐用性。

60/80 mm 花色踢脚线
踢脚线花色与地板匹配，确保了整洁的边缘和利落的完成效
果。坚固耐用的踢脚线由 MDF 芯板和防水装饰膜组成。

规格：
2400 × 60 × 17 mm
2400 × 80 × 14 mm
提供多种花色以及白色款

Clip Star 踢脚线挂钩

转角连接件

借助爱格 Clipstar 踢脚线挂钩，可以快速轻松地安装 60 mm
花色踢脚线。

与 60 mm 花色踢脚线匹配的转角连接件，确保了踢脚线在墙
角的完美外观。
提供多种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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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70 mm Hamburger 汉博格踢脚线
高度 100 mm 或 70 mm 的白色弧形踢脚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带来具有美观设
计的完美地板边框。坚固耐用的踢脚线由 MDF 芯板和防水白色膜组成，并且可上
漆处理。

100 / 80 / 60 / 40 mm 方形踢脚线
方形白色踢脚线高度为 100 mm、80 mm、60 mm 或 40 mm，可以呈现出整齐的墙
面修饰。线性简约设计，可上漆处理。坚固耐用的踢脚线由 MDF 芯板和防水白色
膜组成。

收口条
适合简约设计的墙面装饰。背面胶带有助于快速方便地组装。
此类踢脚线提供多种颜色。

规格：
2400 × 100 × 18 mm
2400 × 70 × 18 mm

规格：
2400 × 100 × 18 mm
2400 × 80 × 18 mm
2400 × 60 × 18 mm
2400 × 40 × 16 mm

规格：
2400 × 16 × 16 mm
提供多种花色
所有展示和提及的花色均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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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制扣条
爱格铝制扣条为过道等区域提供必要的伸缩缝，为大面积地板铺设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
这些铝制过渡扣条从外观上匹配选定的地板花色，确保了无缝装饰。
内附安装轨道和安装材料。

平扣

高低扣

收边

1000 × 34 × 6.5-16 mm

商品编号 1483066

1000 × 44 × 6.5-16 mm

商品编号 1483118

1000 × 21 × 6.5-16 mm

商品编号 1483141

2700 × 34 × 6.5-16 mm

商品编号 1483105

2700 × 44 x 6.5-16 mm

商品编号 1483122

2700 × 21 × 6.5-16 mm

商品编号 1483065

HDF 高密度板扣条
爱格 HDF 高密度板扣条为墙面、门口及过道等需要预留伸缩缝的区域提供了美观整洁的过渡装饰。
内附安装轨道和安装材料。

平扣

高低扣

收边

2400 × 44 × 10 mm

2400 × 44 × 12 mm

2400 × 33 × 12 mm

   提供多种花色

完美组合！
开放式空间的衔接与过渡：
我们的扣条支持具有美感的地板外观。

更快速地找到
您的地板。
只需几个简单步骤，即可帮助您找到
理想地板。借助爱格地板查找工具
(EGGER Floorfinder)，您只需回答几个简
单问题，即可找到满足要求的完美地板。

egger.com/floor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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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保养

我们的地板配件系列同样提供地板清洁产品，甚至有适合去除表面小划痕的配件产品。

Clean It 地板清洁剂

Decor Mix&Fill 花色修补剂

我们的地板清洁剂不仅有清洁效果，而且具有防静电功能。
得益于特殊配方，既可以保护地板边缘，也不会在地板上留
下任何痕迹。

具有浅色、中性和深色三种颜色的地板修复工具。
使用这款水基修补剂，可以快速轻松地去除所有细微损坏痕
迹或划痕。

所有展示和提及的花色均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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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展示和提及的花色均为效果图。色彩匹配的花色选择仅可基于实际样品。
由于印刷工艺可能产生误差，颜色可能与实际产品略有不同。保留技术修改和印刷错误权利。

地板服务中心，
竭诚为您服务！

服务中心 奥地利

服务中心 意大利

服务中心 葡萄牙

t +43 800 888 111

t +39 800 782554 10881

t 00 800 4000 8800

sc.at@egger.com

sc.it@egger.com

doc@egger.com

服务中心 德国

服务中心 法国

服务中心 英国

t +49 800 344 3745

t 00 800 4000 8800

t +44 845 606 8888

sc.de@egger.com

doc@egger.com

productsupport@egger.com

服务中心 瑞士

服务中心 西班牙

服务中心 罗马尼亚

t +41 41 349 50 05

t 00 800 4000 8800

t +40 800 500 111

sc.ch@egger.com

doc@egger.com

hotline.ro@egger.com

www.egger.com
EGGER Holzwerkstoffe Wismar

弗里茨爱格商务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

GmbH & Co. KG

上海市普陀区岚皋路597号

Am Haffeld 1

品尊国际18英尺办公楼

23970 Wismar 爱格魏茨玛工厂

1506-1507室

Deutschland 德国

邮编 200333

电话 +49 3841 301 - 0

电话 021 5234 0688

传真 +49 3841 301 - 20222

传真 021 5234 0988

flooring@egger.com

china@egger.com

爱格中国
官方微信号

爱格中国
官方抖音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