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问题
哈尔滨市

思高双功能
高效百洁布
1. 96HEX是什么类型的百洁布？

乌鲁木齐市
长春市

思高双功能高效百洁布96HEX具有优异的清洁力，黄色

当黄色面的凸起颗粒严重磨损，以及平整面明显褪色时，

面有凸起颗粒可快速有效的清除重垢

可以考虑更换新的百洁布。

北京市
太原市

2.96HEX是由什么材质构成？

9.96HEX适用于精细表面（如陶瓷、不粘
锅）吗？

西安市

· 矿砂研磨粒子

天津市

96HEX使用的矿砂研磨粒子和3M其他中垢清洁型百洁

不推荐用于如陶瓷、不粘锅等的易划伤、损伤的精细表面。
成都市

武汉市

杭州市

4.96HEX的典型用途是什么？
具、厨房设备和不锈钢表面。

13.96HEX使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有哪些？
划痕——使用中垢清洁型百洁布时，虽然大部分客户不介

5.96HEX清洁力的优势如何？

意不锈钢表面的划痕，但仍需指出，96HEX的两面都会

· 黄色面具有凸起颗粒，

在不锈钢表面留下划痕，在某些更软的表面（如铝、陶瓷

可以快速清除烤焦、烧糊的食物残渣和油垢；

96HEX用于清洁尖锐的棱角或表面时，黄色面的凸起颗

· 平整面可以擦除小颗粒污垢，并可抛光打磨表面；

粒可能会有所脱落，但在丧失刮擦能力前并不影响其继续

· 一块百洁布适用于不同的清洁用途。

使用。

可以。

7.96HEX的寿命如何？
96HEX百洁布可以保持持续优异的清洁力，但使用寿命
取决于使用方式，总体上96HEX比普通的中垢清洁型百
洁布更耐用。

广州市

厦门市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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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划痕可能更重。

· 黄色面凸起颗粒面易于清洗；

6.96HEX可以使用洗碗机清洗吗？

南宁市

不推荐用于清洁铁板烧表面。

96HEX用于清洁中垢或重垢，适用于大部分普通炊事器

双效合一
强力清洁！

福州市

11.96HEX适用于清洁铁板烧表面吗？

是的。

宁波市

长沙市

可以，最高可用于350 ºF （177 ºC）的高温表面。

12.96HEX有HACCP认证吗？

上海市

重庆市

10.96HEX适用于高温表面吗？

布类似。

无锡市

苏州市

昆明市

3.96HEX的矿砂研磨粒子有什么不同？

青岛市

南京市

郑州市

合肥市

· 防锈无纺布纤维
· 胶粘剂

大连市

济南市

平整面可以彻底擦除小颗粒食物残渣和油垢，同时可对清
洁表面起到抛光打磨的作用。

思 高 双 功 能 高 效 百 洁 布 96H E X

沈阳市

8.何时考虑更换新的百洁布？

14.废弃的96HEX百洁布应如何处理？
破损废弃的96HEX百洁布可丢弃于普通的餐厨垃圾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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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双功能高效百洁布96HEX技术参数表

双效合一, 强力清洁！
全新思高双功能高效百洁布96HEX的黄色凸起颗粒面可更快
更有效地清除顽固污垢，平整面可彻底擦除小颗粒食物残渣
和油垢，令被清洁表面光亮、洁净。

产品描述

清洗指导
正确清洗96HEX百洁布可以适当延长其使用寿命，当清洁力明显下降，或严重磨损时，应将百洁布丢入普通餐厨垃圾桶，使用新

思高双功能高效百洁布96HEX是一款中等污垢刮擦型百洁布，主要由高品质无纺布纤维、矿砂研磨粒子和胶粘剂构成。

的百洁布。96HEX百洁布可以用热水冲洗，也可以浸泡在清洁剂中以瓦解清除油垢。

96HEX具有比普通的中垢清洁百洁布更强的清洁力，可迅速清除顽固的污垢和食物残渣，可用于大部分厨房器具和设备的日常清洁。
●手工清洗百洁布
1.水龙头下冲洗掉百洁布表面粘附的食物残渣；

主要特点

2.用洗洁精中清洗百洁布，以彻底除去食物残渣和油垢；

●双效合一，强韧耐用

●易于清洁冲洗

・强韧的高品质防锈无纺布纤维，保证百洁布长久的使用寿命；

・黄色面的凸起颗粒可以快速有效的铲除烤焦、烧糊的食物

・黄色面具有坚韧的凸起颗粒，可以快速有效的清除烤焦、
烧糊的食物残渣；
・平整面可以快速彻底地擦除细小颗粒和油垢，同时可对被

易于清洁冲洗

人体工学功能性设计

• 色面具有坚韧的凸起颗粒，可快速有效

• 黄色面凸起清洁颗粒能有效保障百洁布

• 独特的六边形设计易于清洁厨具的边角

清除烤焦、烧糊的食物残渣；

• 双效合一，长久耐用。

在重复使用过程中的清洁力；

之处；

• 平整面可以擦除细小颗粒的食物残渣，
使被清洁表面光亮、洁净。

全新清洁理念！
清洁 从此与众不同！

・平整面可以擦除细小颗粒的食物残渣，使被清洁表面光亮、
洁净。

洁力；
・高品质胶粘剂将无纺布纤维和矿砂研磨粒子合为一体，有

●人体工学功能性设计
・独特的六边形设计易于清洁厨具上难于接触的角落；
・符合人体工学的形状使用更方便，提高工作效率。

产品应用

适用于各类中垢和
重垢覆盖的器具清洁

推荐应用于厨具
表面清洁

可在干态或湿态下使用。

・常用的清洁对象包括（不限于）：

1. 手握百洁布，根据不同的擦洗用途使用黄色面或灰色面；

●包装

产品货号

包装规格

产品尺寸

产品形状

产品特征

3M思高双功能
高效百洁布
96HEX

XE-0060-0095-6

15 片/箱

146mm×127mm

六边形

双面双功能

主要采用打圈式擦洗污垢；
2. 对于粘腻、顽固的烤焦、烧糊的食物残渣，使用黄色面刮

・15片/盒

擦、瓦解重垢；再使用灰色平整的一面擦除剩余的细小颗

●产品参数

粒和油垢；

・形状：六边形

产品名称

使用指导

第一次使用前，小面积试用以确保不会对清洁表面产生损伤。

各种普通炊事器具，厨房设备，不锈钢表面

・尺寸：146mm（对角线）；127mm（边对边）；厚度约
10.16mm
・颜色：黄色面，结合坚硬的凸起颗粒；灰色面，平整

1.水龙头下冲洗掉百洁布表面粘附的食物残渣；如有必要手工清除百洁布表面的油垢；

3.清洗完毕后，从洗碗机中取出，自然晾干。

注意事项
・不要在光亮、易划伤表面使用。
・不要在不粘锅表面使用。

• 符合人体工学的形状使用更方便，提高
工作效率。

●洗碗机清洗百洁布

2.百洁布平整不要卷曲，将其放入洗碗机中，确保两面都可以受到清洗；

效阻止了接触热水、清洁剂等带来的分解和降解。

产品参数信息

通过HACCP
国际认证

・在整个使用寿命期间，可提供有效、持续、长久的刮擦清

如有需要，可将百洁布浸泡在消毒液中，取出并挤出多余消毒液，用清水冲洗并自然晾干。

残渣，防止大颗粒污垢粘腻到百洁布的网状结构中；

清洁的表面起到抛光打磨的作用；

坚韧耐用

3.清水冲洗百洁布，确保没有食物残渣残留在百洁布上；挤出多余水分，自然晾干；

3. 当器具表面的食物残渣、油垢被彻底擦除后，冲洗器具，
或使用清洁、潮湿的抹布擦拭器具；
4. 使用后根据情况清洗百洁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