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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TING  INSTRUCTIONS

NOTICE

1. This is a “Universal” child restraint; it is approved to Regulation ECE R4404
series of amendments, for general use in vehicles and it will �t most, but
not all, car seats.

2. Acorrect �t is likely if the vehicle manufacturer has declared in the vehicle 
handbook that the vehicle is capable of accepting a "Universal"child 
restraint for this age group. 

3. If in doubt, consult either the child restraint manufacturer or the retailer.

Only suitable if the approved vehicles are �tted with 3-point safety-belts, 
approved to UN/ECE Regulation No.16 or other equivalent standards.

Do not use in passenger seats equipped with airbags (SRS)

EXTREME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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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RUCTURE

Backrest

Chest pad

Buckle

Harness adjuster strap

Belt guide hook

Belt clip

Harness connector

Base

Harness connector

Shoulder strap slot

Positioning handle

Adjuster(Under the cover)

Crotch pad

Shoulder strap

Comfortable cushion

Chest s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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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backrest of this product can be adjusted to three different incline 
positions, that is the child can sit or recline during the travel. 

 4. This child seat can only be used for children 0-4 years old, installed 
rearward-facing or forward-facing.

1. This product is called Restraining devices for child occupants of power-
driven vehicles, commonly known as the child seat.  Product appearance 
streamlined bionic design, elegant appearance. P recision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 high strength , compact structure,  solid. Cloth sets of flame
 retardance fabric, wear- resistant , soft,  antibacterial,  and there are a variety 
of colors.

3. This product shoulder strap height With 3 adjustable shoulder strap 
heigh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height of the child.

 

1. This child seat can only be used with the harness for children less than 18kg in 
weight (group 0+,0-13kg; groupⅠ, 9-18kg).
2. This child seat can be installed rearward-facing and forward-facing using a 
three-point lap and diagonal seat belt . Important - Do not using forward-facing 
before the child’s weight exceeds 9kg.

4. Do not use this child seat in the home. It has not been designed for home use 
and should only be used in your car.

5. It shall be recommended that children are not left in their child restraint system 
unattended.
6. Do not place rear-facing child seat on front seat with airbag.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can occur.  
7.The child seat should be changed when it has been subject to violent stresses 
in an accident.
8. For the reason of safety, the child seat must be fixed inside the vehicle 
even if you do not put your child inside the child seat.

 For your child’s safety, please read thes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before use 
and keep them for future reference. Failure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contained in 

    this manual could result in serious injury to your child.

This instruction manual can be retained in the special space of the child seat 3. 
for its life .period

2. FEATURE

3. SAFETY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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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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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STALLATION OF THE CHILD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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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INTENANCE AND CLEANING

Step3: Insert diagonal belt and 
lap belt into car seat belt buckle
hear “click”. Check the car seat 
belt buckle is correctly locked by 
pulling the seat belt upwards.

Step4: Place your child into the 
child seat. Check the height of 
the sholder straps on the correct 
position snd fasten the buckle. 
Check that the harness has not 
become twisted and also check 
that the cover is not impeding 
the movement or fit of the 
harness in an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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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8. PACKING LIST

30℃ P
Hand wash,
water 
temperature
below 30

Do not bleach Do not tumble 
dry

Do not ironDryclean, any
solvent except
trichloroethylen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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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WARRANTY

BabyStyle UK Ltd provides a warranty. 
The warranty is effective for 12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purchase for the 
original purchaser/owner. 
Proof of purchase will (at the discretion of BabyStyle UK Ltd) be required 
in order for your retailer to claim on the warranty. 
The warranty excludes any fault caused by misuse, damage or neglect. 
It is the user’s responsibility to undertake routin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carseat in order to avoid damage to the carseat and/or 
injury to the child. 
The carseat is returned to the retailer at the owner’s expense in order to 
ascertain if a claim under the warranty is justified. 
Please carefully read the instructions on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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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Style 比儿风格
儿童安全座椅使用说明书

注意

本产品只可以使用三点式汽车安全带前，后向安装。儿童体重超过9kg之前，
不要前向安装。

请勿在装有安全气囊的汽车座位上使用

警告

1.

2.

3.

这是“通用类”儿童约束系统，符合GB27887-2011。同时符合欧洲
ECE R44-04标准认证。作为通用儿童约束系统，适合大多数，而不是
全部的汽车座椅。

如果汽车制造商在使用手册中注明可以让适用此年龄段的“通用类”
儿童约束系统配合的话,那么更容易达到正确的匹配。  

如有疑问，请咨询儿童约束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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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点

3. 安全说明

为了您孩子的安全，请您仔细阅读以下说明。粗心大意或者操作不当可能导致许
多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发生。  

1.本产品可用于体重为0-18kg(0+组，大约0-18个月；1组，大约9个月-4岁)
的儿童，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自身安全带。

2.本产品只可以使用三点式汽车安全带前，后向安装。儿童体重超过9kg之前，
不要前向安装。

3.本说明书可在产品使用期内被保存在儿童安全座椅预留的保存袋中。

4.本产品并非为家用而设计的，只可用于车内，请勿在家中使用。

5.禁止将儿童独自留在儿童安全座椅内。

6.切勿把后向儿童座椅放置在装有安全气囊的前排座椅位置，可能发生死亡或严
重伤害。

7.当遭受剧烈的事故后应更换儿童安全座椅。

8.当车内未搭载儿童，儿童安全座椅空置无人使用时也必须用汽车安全带将其固
定在汽车座椅上，或者存放在汽车后备箱中。

9.应将儿童安全座椅的自身安全带系紧，约束儿童的织带应根据儿童的身体进行
调节。织带不得扭曲。

10.应将所有行李以及任何容易引起撞击的物品妥善安放。

11.在车辆日常使用的过程中，确保儿童安全座椅的所有部件都固定在正确的位
置,不要卡在活动的座椅或车门上。

12.为防止儿童从安全座椅中掉出，应始终用安全带将儿童绑紧，确保腰带很好
地约束儿童的骨盆部位。 

1. 结构名称示意图

1.本产品称为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俗称汽车儿童安全座椅。产品外形采
用流线型仿生设计，美观大方。机体采用精密注塑工艺，强度高，结构紧凑、稳
固。布套选用阻燃环保时尚面料，耐磨、柔软、抗菌，并有多种颜色可选。

2. 本产品设计了侧面保护和头部保护，可以在汽车发生侧撞的时候大大减低儿童
的伤害。

3.本产品带有3个档位的倾斜角度，使用过程中可躺可坐。

4.本产品肩带高度分3档可调节，可随儿童身高的变化而调节高度。

5.本产品适合大约0-4岁的儿童使用，并可正反双向安装。

肩套带
侧保护
安全靠背

底座

汽车安全带导带钩

拔扣(卡扣)

肩套

调档板

前拉带

调节器
(布套下面)

裆垫

肩带

透气舒适睡垫

肩带孔

八字钩片

肩带连接铁

汽车安全带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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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方法

4.1 座椅在车辆中的安装位置

正确安装 错误安装

4.2 检查肩带高度正确与否

检查肩带高度是否适合儿童使用，肩带应穿过与儿童肩膀等高或比儿童肩膀位置
略高的肩带孔(正确的安全带位置如图所示)。

太低 太高 正确

肩带和腰带 

13.出于对儿童安全座椅的安全性考虑，请勿自行改装本产品。为获得对儿童最
大限度的保护，请严格按照生产厂家提供的安装说明书操作。

14.本产品是为体重低于18kg的儿童设计的。严禁搭载超过1名以上的儿童及其
它负载。

15.本产品必须在带有布套的情况下才可使用。

16.本产品的布套不能使用除制造商推荐的材料以外的其他材料，布套材料影响
产品总体的性能。

17.在调节儿童安全座椅的任何可移动或可调节部分之前（头靠调节除外）应先
将儿童从安全座椅中抱出来。

18.如果产品表面没有覆盖任何纺织物，应远离日光照射，否则表面会烫伤儿童
皮肤。

19.请勿购买二手汽车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您根本无法知道二手汽车安全座椅的
使用史，很有可能曾经经历过事故，也可能关键部件已经缺失。

此款儿童安全座椅适用于配备了通过
GB 14166 或ECE R16要求的3点式
带卷收器的安全带的车型。

如果座椅前面有安全气囊，
则不可以安装在此位置。

只有配备了三点式安全带
才可以在此位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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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擦

调档前 调档后 

第一步：将儿童安全座椅调至3档，松
开肩带（见4.4），然后将座椅转至侧
面。按右图①②③顺序所示方法，从安
全座椅背面下方的八字钩片中退出两条
肩带。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4.3 拔扣的使用

第一步：将拔扣左右插片合在一起。
第二步：将合好的插片同时插入拔扣的插槽中。若听到“咔嚓”声表示拔扣已卡好。
第三步：不按动红色按钮，向上拉插片,检查拔扣是否正确锁紧。 座椅角度调节共有3个档位，即1档，2档，3档。0+组即座椅后向安装时，

只能使用最躺档位（3档）。1组即座椅前向安装时，1,2,3档均可使用。
调档方法：把手伸到座椅下面的红色调档板下方，用力向上提的同时往外拉
（或往里推），这样就可以调节座椅角度。

4.6 调节肩带高度
如果肩带高度与所需不一致，需要调整，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4.5 调整儿童安全座椅角度

若要解开安全带，则需按下红色按钮，插片会自动弹出。

4.4 调整肩带的长度

收紧肩带

向下拉动前拉带，可以收紧肩带。在不造成儿
童不适的前提下，尽可能收紧肩带。腿部安全
带尽可能低，应位于靠近胯部的位置而不是腹
部的位置。松动的肩带是很危险的。所以在每
次将儿童放入儿童安全座椅时应检查安全带调
节器是否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再收紧肩带。

松开肩带

通过按压座椅调节器(布盖下面)可以松开肩带
。向下按调节器的同时另一只手抓紧两根肩
带向儿童正前方拉，以便松开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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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带

腰带

咔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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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拆除拔扣和裆垫

第一步：如图所示，把儿童安全
座椅角度调至第3档。（即把座椅
放至平躺状态，见说明书第7页
4.5）

第二步：从正面将肩带和肩套带从座椅
肩带孔拉出，这样就可以将肩带和肩套
取下。

第三步：从正面把肩带和肩套带插入适
当的肩带孔中，把穿到座椅背面的肩套
带连接到肩带连接铁上，肩带安装到下
方的八字钩片中（按说明书第7页图
③②①顺序所示方法）。请确保肩带从
肩带孔中正确穿过且无扭曲缠绕现象。
同时，确保肩带完全穿到八字钩片里面
（如下图所示）。

将儿童安全座椅底部的日型铁片从
底部穿回座椅正面，这样就可以将
拔扣和裆垫拆下。

重要-在儿童体重超过9kg之前，不要前向安装。
5.1使用汽车三点式安全带后向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0+组，体重0-13kg，大约0-18个月）
注意：使用五点式自身安全带，包括肩带，裆带和腿部带。

第二步：如图所示。将儿童安全
座椅反向置于备有三点式汽车安
全带的汽车座椅上，使其前端与
汽车座椅靠背紧密贴合。

第三步：如图所示，先将汽车座
椅的安全带的肩带依次卡进同侧
的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安全带导带
钩中，再将汽车安全带的腰带穿
过儿童安全座椅底座侧边的汽车
安全带导带钩。

第四步：如图所示，将连接汽车
安全带和腰带的插片插进汽车安
全带卡槽中,听见“咔擦”声，再
向上拉汽车安全带，检查其是否
已经锁好。

5. 安装方法及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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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擦

6. 维护与清洗

第五步：如图所示，整理好布套，使其服
帖，整洁。再将儿童放置在安全座椅内，
锁好拔扣，并收紧前拉带。（拔扣和肩部
安全带的使用请看说明书第6页4.3/4.4）

如若想要拆除儿童座椅，按以上相反顺序
操作即可。

5.2 使用汽车三点式安全带前向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1组,体重9-18kg,大约9个月-4岁)

注意：使用五点式自身安全带，包括肩带，裆带和腿部带。

第一步：如图所示。将儿童安全
座椅正向置于备有三点式汽车安
全带的汽车座椅上，使其前端与
汽车座椅靠背紧密贴合。

第二步：把汽车安全带肩带先卡
进同侧的儿童安全座椅金属环形
扣中，然后再卡进靠背的汽车安
全带导向槽中。

第三步：如图所示，把穿到另一
侧的汽车安全带插进汽车安全带
卡槽，听见“咔擦”声。向上拉
汽车安全带，检查其是否已经锁
好。

若拆除兒童安全座椅，則按上述說明的相反順序操作即可

6.1日常维护

1.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需要定期检查儿童安全座椅的磨损和撕裂情况。如果出现
意外事故，需要更换座椅。
2.在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时,要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座椅受潮发霉。
3.如发现儿童安全座椅表面落有灰尘，可先用潮湿的海绵将安全带和塑料部件擦
拭干净，然后通风晾干。
4.如不小心将食物或饮料滴到安全带上，应拆下安全带用温水冲洗干净，然后通
风晾干。
5.如需清洗整个座椅布套，请参照6.2的洗涤说明。

第四步：如图所示，整理好布套
，使其服帖、整洁。再将儿童放
置在安全座椅内，锁好拔扣，并
收紧前拉带。（拔扣和肩部安全
带的使用请看说明书第6页
4.3/4.4）

肩带

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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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要技术参数

8. 装箱清单

名  称

1 1 1数  量

座椅  说明书  合格证

9. 保修保证

Babystyle 提供保修服务，保修期从最初购买者購買當天起12个月有效。您的
補修將需要提供從零售商購買的凭证（Babystyle UK Ltd保留最終決定權）。
保修范围不包括由于使用不当、破坏或疏忽造成的損壞。定期对本安全座椅进
行检查和维护，避免对本安全座椅造成破坏或对孩子造成伤害，将是用户的责
任。为确认保修要求是否合理，所有者将需要承担返回于零售商的费用。请仔
细阅读本说明书，了解如何护理安全座椅。

座椅前后距离：507mm
左右距离：468mm
高：609mm
重量：4.5kg

不可漂白 可干洗,可使用除
含有三氯乙烯的
洗涤剂

不可烘干 不可熨烫可手洗,水温
在30℃以下

6.2 洗涤说明

禁止在本产品的任何部件上使用溶剂，化学清洁剂和润滑剂。

6.2 洗涤说明

1.先将儿童安全座椅的裆带和拔扣拆除（见说明书第7页4.6），再将肩带和睡垫
移除（见说明书第8页4.7）
2.将整个座椅的布套拆下。如需再次安装布套，请按与拆除布套相反的顺序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