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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護1（兒童汽車安全座椅）說明書

適用年齡：4歲和4歲以上的兒童

組別：2或3（15-36公斤）

執行標準：GB27887-2011

所有顏色型號共用此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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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購買mifold One邁護1兒童汽車安全
座椅。
邁護1是目前兒童安全座椅領域前沿性的
發明，體積輕巧、安全可靠、方便攜帶。
邁護1比常規的安全座椅小10倍以上但卻
同等安全。真誠希望邁護1可以讓您滿意
並且感到驚喜，同時我們也十分樂意接受
來自您的回饋，分享或者建議。

您可以通過以下多種方式聯繫我們

*本產品符合歐洲和中國安全標準 
ECE R44和GB27887-2011

用戶手冊保存

使用說明書永久保存也是十分重要的，如
圖所示將說明書放置於邁護1安全座椅右
邊緣的凹槽中，方便任何時候閱讀該說明
書，並遵循說明書的要求。

mifold One邁護1使用說明

在使用前請仔細閱讀邁護1使用說明，熟
悉產品特性功能，務必理解如何正確安裝
該產品，正確固定兒童。

請妥善保管說明書直至廢棄不用本產品。
如果將本產品轉贈他人，請務必附上本說
明書。如果不按此執行，可能會存在安全
隱患，使兒童處於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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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fold One邁護1（兒童汽    車安全座椅）部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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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優先安裝在您汽車的後座，即使交通法允許安裝
在汽車前座。

核實您所在地的交通法規，不同國家會有所不同。

參照汽車手冊確定您的安全座椅是否適合安裝在
汽車前座。

氣囊會造成傷害，請不要在帶有前置安全氣囊的乘
客座位上使用該安全座椅。

您的邁護1兒童汽車安全座椅必須在正常的車輛使
用條件下定位和安裝，以防被卡在可移動座位下麵
或者中間再或者被卡在車門間。

確保沒有可造成意外的鬆散行李箱或其他大件物
體，這些物件會對乘客造成傷害。請始終固定好
鬆散物件。

避免安全座椅被陽光照射，適當加於遮擋以免熱源
對您孩子造成傷害。

沒有面套的汽車安全座椅不能使用，面套不能使用
除製造商推薦的材料以外的其他材料，面料材料影
響汽車安全座椅的性能。

請勿對該產品進行任何改裝。沒有經過製造商或授
權機構的允許而改裝的產品，將不享有保修服務。

有毒的清潔劑會導致疾病，禁止漂白、熨燙、機
洗或烘乾，這樣會破壞產品。

請勿將您的孩子獨自留在安全座椅上並置於汽車
裡無人照看。

邁護1兒童汽車安全座椅是一款設計獨一無二的
產品，當兒童乘車發生意外碰撞時能吸收一些撞
擊力。這種碰撞會導致肉眼看不到的部件損壞。
即使是看不見的損壞，請您也務必更換碰撞過的
安全座椅。

在如下場景中，即使汽車發生碰撞，邁護1兒童
汽車安全座椅仍可以繼續使用：該安全座椅被妥
善保管，或者由汽車安全帶穿過安全座椅兩邊卡
槽固定，同時碰撞發生時沒有兒童使用。

當您的孩子不在座椅上請把安全座椅放在安全的
地方，未被固定的安全座椅在碰撞中可能會產生
損壞。

如果您有任何有關安裝或正常使用的疑問請聯繫
產品製造商。

不遵循這些說明，可能會影響兒童安全。

請妥善保管說明書以便今後參考。

安全說明 安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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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您的安全座椅

NO

2

1

安裝安全座椅
該座椅適合於大約4歲和4歲以上的，
體重15-36公斤的孩子使用。
確保兒童固定在通過GB 14166或ECE 
R16認證的3點式安全帶。

注意：該產品的設計意圖僅適用
於3點式斜角安全帶，禁止任何時
候使用兩點式安全帶安裝。

禁止使用

打開包裝取出安全座椅。

向前撥開滑動導軌槽的釋放鈕，將安
全導軌解鎖。
重定釋放按鈕直至聽到輕微的“哢
嚓”聲鎖定導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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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a

3 5 5a

根據上圖按需求拔出安全帶導軌
並定位。

打開肩帶導向帶鎖
扣，將肩帶導向帶
拉出。

將肩帶導向帶縮短
或者拉長至合適的
位置。

確保肩帶導向扣放置在您孩子
肩膀的上方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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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a

9

6 6a

7

安裝您的安全座椅

確保產品平放且接觸到汽車座椅的靠背。

如用戶對這個點有疑問的話，建議與兒童約束

系統製造商（品牌商）或授權經銷商聯繫。

 警告！不可
以使用除標示出的
以外的任何其他受
力點。

對於有弧形輪廓車內座
椅，安全座椅的背部務必
要擺放在弧形輪廓並與車
輛座椅後靠背緊密接觸。

請安置孩子在安全座椅上坐正，滑動安
全帶導軌貼近但沒有接觸到小孩大腿的
位置,拉出安全帶檢查是否已鎖定在安
全帶槽合適的位置上。

取出汽車安全帶從您孩子的身前穿過。
滑動汽車安全帶的搭接部分，通過兩邊
的安全帶導軌槽使安全帶插片插入汽車
安全帶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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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

固定肩帶導向扣，把肩帶導向扣滑到汽
車安全帶的對角線上,如圖10所示 。

確保汽車安全帶的搭接部分從產品的
兩端的安全帶槽位穿過。

把汽車安全帶的搭接部分嵌入到安全座
椅兩邊的紅色安全帶導軌槽位裡。

警告！如果汽車安全帶的插片頂
到紅色的安全帶導軌槽而導致安全
帶不能收緊，這樣是不允許的。
您必需使用到其他的位置。

10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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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3a

15

13

順勢拉動安全帶的搭接部分和對角斜搭部
分以消除安全帶的扭曲和鬆動。

向上拉起汽車安全帶肩帶,根據孩子的體
形移動調節鬆弛的搭扣。

檢查並確認汽車安全帶腰帶低至盆骨， 
並貼近大腿。

確保汽車安全帶的搭接部分定
位越過孩子的雙腿（大腿）以
便更好地固定孩子的骨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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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檢查

即使兒童安全座椅質優安全，您孩子的
安全還是取決於每次旅程前您是否進行
了以下檢查：

● 檢查安全座椅是否順著汽車和行駛
方向而保持面朝前方。

● 檢查汽車安全帶是否被正確安裝，
汽車安全帶肩帶是否與肩帶導向帶
扣正確連接，汽車安全帶腰帶是否
正確掛進了紅色安全帶導軌槽，以
及汽車安全帶的插片是否插進安全
帶扣裡，並確保鎖緊。

● 檢查汽車安全帶是否扭曲或鬆動。

 警告！沒有認證認可的產品和
經過改裝的產品是危險的，並且沒
有製造商提供的安裝說明也是 很危
險的。

 重要！濫用您的安全座椅會降
低對孩子的保護和安全程度。

保養建議

該產品的外殼是不可拆卸的，如輕度污
漬，請用濕毛巾或肥皂水進行清潔。

附加資訊

該產品不適用於航空飛行。更多詳情請
聯繫航空公司。

當該兒童安全座椅不宜繼續使用時，請
妥善安置，必要時將其破壞，以便不被
誤用。

重要！清潔前請確保使用說明已從
蓋槽中取出。

安全警告

有毒的清潔劑會導致疾病，禁止漂
白、熨燙、機洗和烘乾，這樣會破壞
外殼，如有此情況請重新購買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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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該產品是“通用類”兒童約束系統， 
符合GB27887-2011和ECE R44/04。 
適用於一般的汽車並相容大多數的汽
車座椅,而不是全部的汽車座椅。

● 如果汽車製造商在使用手冊中注明
可以讓適用此年齡的“通用類”兒
童約束系統配合的話，那麼更容易
達到正確的匹配。

● 該兒童約束系統根據最嚴格的標準
歸類為“通用類”，而早期產品不
適用於這些規定。

● 該兒童約束系統只適用於車型配備
了通過GB14166或ECE R16要求的3
點式或可伸縮安全帶。

● 如有疑問，請聯繫兒童約束系統製
造商（品牌商）或授權經銷商。

© 2018 Carfoldio Ltd. mifold®, CarfoldioTM,  
mifold OneTM, 和 the non-folding Grab-and-Go 
BoosterTM 是 Carfoldio有限公司的註
冊商標。此創新產品受全球專利和
設計註冊保護，包括美國註冊專利
號：9376088，和歐盟註冊
專利號：13797456.4-1503，中國註冊
專利號：ZL 2013 8 0028527.9, 其他
專利在申請中。所有圖片用於說明使
用。實際產品可能會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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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

品牌商：carFoldio Ltd.
品牌商地址 Hasadna Street 13, Ra’anana, 

Israel 4365007
總代理：上海奮博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東申江路5005號星創科技
廣場3號樓801室

電話：400-921-0702 

邁護1（兒童汽車安全座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