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事项

黑色氧化保护膜有脱落的可能性
黑色氧化保护膜不是涂层，
是自然形成的氧化膜。
哎呦呦，
看到银色原始铁
了哦~

烹饪酸性与碱性比较强的食
物时黑色氧化保护膜有脱落
的可能性。

但是没有关系！黑色氧化保护膜可以再生！
酸性强的食物烹饪后，黑色氧化保护膜脱落了・・・・
清理烧焦与生锈时，黑色氧化保护膜脱落了・・・・

只要这个时候进行开锅步骤就可以
恢复到原本的黑色氧化保护膜。

复活!

关于有机硅保护膜

警告

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大量的油烟请立刻关火。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在烹饪
过程中离开时请务必把火关掉。

为了在运输中起到保护作用，锅体会涂上有机硅保护膜。

请不要用煎锅做油炸烹饪，开锅与养油时，请用小火。刚刚烹饪完的锅体会很烫，请勿
触碰，以免烫伤。
手柄松动与破损时，请勿随意修补，请把锅放到灶的中心稳定后再使用。
使用时火不要大于锅底，注意邻接灶台火源，不要烤到手柄。
手柄有发热的危险，请注意烫伤。
使用时请勿将食物装太满，否则溢出时熄灭燃气会造成事故，且易使锅体变形。
本产品不可以撞击，热的时候不可以用冷水降温，易造成变形。
使用煎锅与炒锅烹饪时，盐分会造成黑色氧化保护膜的脱落与生锈，烹饪后请不要在锅
内存放食物，要马上清洁，然后进行养油步骤。
氧化保护膜是有可能脱落的，因为酸性与碱性比较强的食物（番茄，柑橘，梅等等）会
与调料（醋，番茄酱，红酒，盐，酱油等等）里面含有的鞣与铁之间产生化学反应。
黑色氧化保护膜脱落后，会露出内部银色原始铁，使用后坚持保养，氧化保护膜就会渐
渐的再生。
清洁锅时有时清洁布会粘上黑色，这是因为表面有黑色氧化保护膜，不是质量问题。

使用之前请阅读

原始铁（银色）

氧化保护膜

油渗透的状态

保护膜脱落后的状态

开锅
保护膜的再生

请注意开中小火，电磁炉非明火，但功率很大，短时间温度上升非常快，请小心使用，
否则会引起烧焦或者引燃。
请不要空烧，否则有可能造成锅的变形与电磁炉的故障。
烹饪中有时会发生异响的情况，请确认锅的位置，食物的量，加热状态等是否有异常，
没有异常时即可继续使用。

原始铁（银色）

有机硅保护膜的作用是防止产品到客户手里之前生锈，起
到保护作用。
有机硅保护膜在使用过程中会渐渐的挥发掉，这层有机硅
保护膜经过食品安全检测，对人体不会产生任何伤害。
氮化加工的产品非常不易生锈，

爱用宝典

使用电磁炉注意事项

所以没有有机硅保护膜。

黑色氧化保护膜
氮化层

经过氮化加工的氮化层不是涂
层，所以不容易脱落。

原始铁（银色）

按照宝典记载的
方式使用即可

即使有机硅保护膜脱落，因为有氧化
保护膜与油膜的形成也可以不粘

加热

关于产品的纹路印与色差
产品侧面的纹路印与色差是属于加工过程所产生的自然现象不会存在任
何使用问题。

纹路印

铁锅的表面在运输时是由有
机硅保护膜与黑色氧化保护
膜两个保护层来保护的。

黑色氧化保护膜

铁制炒锅
铁制煎锅

油膜

脱落

有机硅防锈保护膜
（透明或者有色）

色差

油膜
氧化保护膜

让您的锅更好用
更耐用哦~

日 本 制

原始铁（银色）

在氧化保护膜基础上再经过多
次养油处理不粘效果就会提高
，成为很好用的铁锅。

第一次使用时进行

开锅

烹饪前

烹饪后的 养护

轻微烧焦时的养护
开火后请勿远离

开锅是？
用食用油对铁锅的里面进行养护，
让油逐步渗透到铁锅的表面。

为了形成油膜，请在初期使用
时，每次均进行养油程序，油
膜形成后会更加好用。

形成一层薄薄的
油膜会让铁锅变得有
不粘的效果

清 洗

养油方法

用海绵加入洗洁精清洗，然后擦干水份。

开锅方式

进行养油

开火后请勿远离

用中小火加热，2～3分钟关火。
自然冷却到用手可以触摸
的程度

2～3分钟

开火后请勿远离

使用油量

用中小火加热。

使用油量

加热后请不要极速冷却，
否则容易变形。

料理后的清洗方法

倒入热水烧煮，把烧焦物变软。

开火后请勿远离

用小火把水分烘干。
在铁锅还温热的时候用
刷子或者抹布用热水进行清洗。

铁锅自然冷却后，用厨房
用纸把锅内壁全部涂一层
油。

3分钟

做这些料理的时候，铁锅表面渗透形成的油膜与黑色氧化保护膜会部分脱落，不会
影响使用。使用后请彻底清洗，烘干后必须把锅内全部涂一层油。

把油倒出来。

平时清洗时 请不要用洗洁精！

形成油膜很重要
的时间

会容易生锈，
容易粘锅

让铁锅自然冷却，为了便于吸收，

使用电磁炉进行养油时

开锅很重要哦~

1打开电磁炉开关前请先倒入食用油，
并将油涂满锅内壁。
2先小火加热，2分钟左右调到中火，有
油烟后立即把火关掉。
3把油倒出来，即可以进行烹饪。（中火
以下即可）

用竹刷会
很方便哦~

收纳保管。

重要 使用 煮，蒸，炖烹饪的时候
出油烟后，立即关火。

电磁炉加热时温度提升的很快，空烧底
部容易变形，所以使用电磁炉开锅
时请用小火。

铁锅自然冷却后，用厨房
用纸把锅内壁全部涂一层
油。

倒入食用油，让油涂满锅的内壁。
把油倒出来，即可以进行烹饪。

使用电磁炉开锅时

用小火烘干。

24CM以下铁锅……… 100毫升

小火加热3分钟。

请用厨房用纸把锅内壁再擦拭一遍。

用刷子把烧焦物刷掉。

可以防止生锈哦

24CM以上铁锅……… 200毫升

24CM以上铁锅……… 200毫升
24CM以下铁锅……… 100毫升

倒入食用油，让油覆盖锅的内壁。

越用越不容易
粘锅哦~

为了让铁锅不容易生锈
使用完后请尽快用热水清洗。

循环养油又称养锅，用爱心
好好养锅才能成为最好的铁锅

严重烧焦与生锈时的养护
用钢丝球沾上去污粉或洗洁精
在烧焦处或生锈处用力擦拭。

用温水清洗后，把水份擦干。

铁锅在使用过程中会慢慢吸油并形成油膜，油
膜的保护隔离作用可以防止生锈。
洗洁精会洗掉做好的油膜，没有油膜的保护锅

重复开锅的步骤。

体会容易粘锅且容易生锈。

请不要把菜放在锅里面存放

黑色氧化保护膜脱落时

烹饪后请马上把菜倒入其它容器存放，如果长时间放在铁锅里面容易造成铁锅内部
生锈。

使用去污粉与钢丝球的时候，可能会出

长时间不使用时

以，必须重新进行开锅，让黑色氧化保

为防止生锈，请在铁锅的内壁与外面全部涂一层油，放在干燥处保管。

现黑色氧化保护膜部分脱落的现象，所
护膜尽快再生。

铁锅是可以进行多次
再生的，所以适合长
期使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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