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初生至15公斤使用

拉链开合, 内置网布,
特别透气及保温

琉璃推車

冰点珍珠

幻彩珍珠

小珍珠

主要特点

主要特点

主要特点

主要特点

·铝合金高景观彩色车台, 时尚轻巧
·特大防UV遮阳篷, 弹力透气布料, 拉链设计,
可随意开合
·双向调节, 向前安装帮助宝宝视力发展，
后向安装倍添亲子时间
·加阔前扶手空间, 为宝宝提供更多活动空间
·座椅可170°平躺及任意调节角度, 让初生宝宝更舒适
·可锁定的万向前轮
·四轮制动锁车系统, 份外安全
·配置购物篮, 方便携带宝宝的用品进出
·可单手折叠, 折叠后可自由站立
·格外轻巧, 方便携带

·最高载重量20公斤, 适合初生婴儿至约5岁小孩使用
·特大防UV(50+) 遮阳篷
·經防毒物质测试的仿皮革手把及前扶手
·宽阔座椅空间, 可170°平躺或任意调节角度,
让初生宝宝更舒适
·脚靠角度2档调节
·四轮特强防震, 可锁定的万向前轮
·一踏式刹车系统, 快速刹车
·容易折叠, 折叠后可自由站立
·备有肩带, 外出时方便携带
·特大购物篮, 方便携带宝宝的用品进出

·铝合金高景观车台, 时尚轻巧, 方便携带
·特大遮阳篷
·纤维板座椅靠背加强承托, 保护初生婴儿脊椎
健康发展
·經防毒物质测试的仿皮革手把
·双向调节, 向前安装帮助宝宝视力发展，
后向安装倍添亲子时间
·加阔前扶手空间, 为宝宝提供更多活动空间
·3档靠背调节, 可170°平躺, 让初生宝宝更舒适
·四轮制动锁车系统及四轮防震
·可锁定的万向前轮
·单手可折叠, 折叠后可自由站立

·高科技3轮推车, 精致独特
·铝合金高级白色烤漆车台, 高雅时尚
·特大泼水及防UV遮阳篷, 經防毒物质测试的钻石形
聚氨酯布料, 安全时尚
·經防毒物质测试的仿皮革手把及前扶手
·双向调节, 向前安装帮助宝宝视力发展，
后向安装倍添亲子时间
·高效避震车轮, 出行时平稳舒适
·一踏式刹车系统, 快速刹车
·特大购物篮, 方便携带宝宝的用品进出

车台重量：4.2公斤 / 尺寸：长 61 x 阔 46 x 高102 厘米

靠背可任意调节角度, 可170°平躺

适合初生至20公斤使用

四轮特强防震, 可乘重20公斤

双向调节

美国ASTM F833-136／中国CCC产品认证

车台连座椅重量：7.9公斤 / 尺寸：长 87 x 阔59 x 高102 厘米

宽阔平躺座椅空间

容易折叠, 折叠后可自由站立

英国 EN 1888 : 2012 ／中国CCC产品认证

适合初生至15公斤使用

纤维板座椅靠背加强承托

美国 ASTM F833-136／中国CCC产品认证

车台重量：5.72公斤 / 尺寸：长 61 x 阔 46 x 高 102 厘米

4轮制动锁车系统

仿皮革把手

适合6个月至15公斤使用

*

配件 Accessories

座椅辅件套包*

脚套 *

妈妈包*

车台连座椅重量：10.5公斤 / 尺寸：长 65 x 阔 56 x 高 95 厘米

双向调节

避震车轮

钻石形布料, 时尚透气

英国 EN 1888 : 2012 ／中国CCC产品认证

滑行板

比儿风格时尚色彩坐垫

雨傘

杯架

比儿风格时尚色彩毯子

蚊帐

亮面车台
黑色车台

珍珠2代

比儿风格

双子星
Vogue限量版

主要特点

Vogue限量版

·高景观全注塑一体成型式座椅靠背, 支撑及保护初生婴儿脊椎健康发展
·铝合金高亮面四轮车台配黑色座椅, 可自由配搭不同顏色座套
·布料通过防毒物质测试, 加倍安全
·經防毒物质测试的仿皮革手把及前扶手
·4档手把高度调节, 适合不同父母需要
·4档靠背调节, 可170°平躺, 让初生宝宝更舒适
·双向调节, 向前安装帮助宝宝视力发展, 后向安装倍添亲子时间
·4档脚靠调节, 让宝宝更舒适
·PU车轮高效避震, 出行时平稳安全
·可锁定的万向前轮, 一踏式刹车系统, 快速刹车
·特大购物篮, 方便携带宝宝的用品进出
·可配置辅加座椅供两个宝宝同时使用, 或配置安全座椅, 睡箱, 滑行板等,
总共超过25个组合

主要特点
·高景观全注塑一体成型式座椅靠背, 支撑及保护初生婴儿脊椎健康发展
·可选择铝合金高亮面或黑色缎面车台, 可自由配搭不同颜色座套
·布料通过防毒物质测试, 加倍安全
·經防毒物质测试的仿皮革手把及前扶手
·4档手把高度调节, 适合不同父母需要
·4档靠背调节, 可170°平躺, 让初生宝宝更舒适
·双向调节, 向前安装帮助宝宝视力发展, 后向安装倍添亲子时间
·4档脚靠调节, 让宝宝更舒适
·PU车轮高效避震, 出行时平稳安全
·可锁定的万向前轮, 一踏式刹车系统, 快速刹车
·特大购物篮, 方便携带宝宝的用品进出

适合初生至15公斤使用

全注塑一体成型式座椅靠背

车台连座椅重量：11公斤 / 尺寸：长 86 x 阔 55 x 高104 厘米

可170°平躺及双向调节

适合初生至15公斤使用

可配置辅加座椅供两个宝宝同时使用, 或配置安全座椅, 睡箱, 滑行板等, 总共超过25个组合

高效避震车轮

官方授权京东店：
OysterLite2 旗舰店

英国EN 1888 : 2012 ／中国CCC产品认证

车台连双座椅重量：12.5公斤 / 尺寸：长 86 x 阔 60 x 高 109 厘米

OysterLite2 旗艦店

BabyStyle HK

OysterLite2byBabyStyle

BabyStyle_hk

官方授权亚洲总代理
Allied Champ Group Holdings Ltd., H.K.
香港联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电邮：cs@alliedchamp.com
英国官方网站：www.babystyle.co.uk
中国大陸官方网站：www.babystyleuk.com.cn

英国EN 1888 : 2012／中国CCC产品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