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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及朋友們：

感謝您選擇kobi，帶其進入您的家庭。

從安全舒適的角度出發，我們專程為您和您的孩子精 
心設計，打造出我們這款產品。我們真誠的希望您能 
喜歡使用kobi 。

初次使用kobi前，請您仔細閱讀本說明書，這將會使
您全面瞭解kobi，並確保您能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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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清單

您應該要收到兩個箱子，請仔細檢查以下部件是否齊全。
若有任何部件遺漏，請您及時與賣家聯繫。

箱子1:    箱子2:
1 台車架（裝有置物籃）         1 個座墊（含安全帶組）
1 個座椅（內含提籃）            1 個提籃腳罩折片
1 根扶手   1 個提籃墊片
1 個頂篷 
2 個前輪   
2 個後輪
2 個檔泥板
1 個雨罩
1 個媽媽袋 
1 個提籃腳罩

檔泥板

頂篷

提籃

腳罩

剎車
踏板座椅快拆按鈕

手把調節按鈕

收車拉柄

座椅高度調節按鈕

座椅高度調節按鈕
媽媽袋

置物籃

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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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重要提示！
• 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說明，並將此說明書妥 

善保管好以便後續參考.若果你沒按照說明操作使 
用，可能會影響您孩子的安全。

• 本推車適用於新生兒，以及17公斤以下的小孩。給 
6個月以下的小孩使用時，我們建議您使用提籃，
直到小孩可以單獨坐立，您才可以使用座椅。

• 本推車一次性最多可以承載兩個小孩.當给兩個小
孩使用時，我們建議前面的座椅的承載重量不要超
過17公斤，後面座椅的承載重量不要超過15公斤。

• 提籃承重9公斤。

• 座椅適用年齡:6個月以上的幼兒。

• 置物籃的允許的最大承載重量為3公斤。

警告！
• 孩子的安全是您的責任。

• 小孩無人照看時可能會有危險。

• 使用前，請確認所有的帶鎖裝置都已經到位。

• 不要增加厚於20mm的墊子，僅使用mima提供的墊子 
就可以了，不要再增加任何墊子在提籃內。

• 只要孩子可以獨立坐在座椅上時，請確保使用安全
帶。為了防止孩子從座椅上滑落，請確保正確安裝
使用安全帶。

• 座椅僅適用於6個月以上的孩子。

• 提籃僅適用於無法獨自站立, 翻滾，且無法用手和
膝蓋將自己推起的孩童使用。

• 不要在手把上增加任何負重，否則會影響推車的穩
定性，增加推車突然翻倒的危險。

• 請確保前胯帶和腰帶同時配合使用。

• 本推車不適合跑步或冰面滑行。

• 不要站在輪子連接杆上，這是不安全的，可能會損
壞推車。

• 使用前請確保提籃和座椅安裝正確，而且已經固定
鎖到位.

• 停留時請使用刹車裝置，哪怕是短暫的停留。當小
孩上下車時，請使用刹車裝置。

• 當使用kobi 承載兩個小孩時，總是要把重的小孩放
在前座上，當前座没有小孩時，千萬不要在後座上
承載小孩。當卸載時，請務必先把後座的小孩抱起
來.

• 在調整，收合/展開推車時，請確保小孩沒有接觸 
到任何可以移動的部位。當收合推車時，請確保手
指遠離折疊裝置。

• 若推車上有任何部件損壞或遺失，請不要使用該
推車。不要使用任何不是由mima 提供的替換零部
件，這將是不安全的。

• 切勿近火！

• 請勿讓兒童將本產品當作玩具玩耍。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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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裝

檔泥板
• 請注意車架和檔泥板上的左右標識.
1. 安裝檔泥板
順著車架底部的椭圓滑槽，將檔泥板向下滑動.用力按
壓檔泥板底部，直到其卡到位（聽到“喀”的一聲）
。
2. 拆卸檔泥板
拔出檔泥板底部，順著椭圓滑槽向上拉，直到其脱出
滑槽.

輪子
• 請注意車架和輪子上的左右標識。
3.安裝後輪
輪軸中心按鈕，將輪軸插入後輪管塞中。
檢查輪子是否安裝到位—再次向外拉輪子，看輪子是
否脫出。
4. 拆卸後輪
按住輪軸中心按鈕，同時拉出輪子。
5. 安裝前輪
將輪軸插入前輪固定座中，用力向裡推，直到卡到位
（聽到“喀”的一聲）。 
6. 前輪旋轉鎖定
當使用kobi 走在崎嶇不平路上時，要使用前輪帶鎖裝
置。
按下旋轉鎖定按鈕就可以固定。
扳起旋轉鎖定按鈕就可以解鎖轉動。 
7. 拆卸前輪
按住前輪快拆按鈕，同時拉出輪子。  

2

3 + 4 5 +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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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與收合車台

警示：
• 當收合或展開車架時，切勿讓孩子靠近車架。
• 當收合或展開車架時，確保已經啟用刹車裝置。
8. 展開車架
向内推收車扣，以便釋放車手把，然後將手把向上
拉。用腳踩住刹車杆，繼續拉手把，朝您自己的方向
拉直到車架完全展開，能夠自行站立。

9.收合車架（座椅安裝在上面） 
• 當座椅安裝在上面時，kobi 同樣可以收合。（即座

椅垂直放置，且面向正前方）。 
• 當提籃或第二座椅安裝在上面時，kobi 是無法收合

的。 
• 當座椅安裝在上面，收合車台時，需要把置物籃裏

面的媽媽袋拿開。
收合車台時，需確保後座支撑座是安装在一段位置
上。
按下安全按鈕，同時向上拉收車拉柄，直到車手把卡
進了收車扣内。
10. 收合車台後站立
 便於儲存,kobi 可以自行站立.
在收合車台前，請將上手把的位置調節到第四段。（
見圖11）

手把高度
11. 調節手把高度
按住上手把兩側外的手把調節按鈕，旋轉手把到所需
要的位置。

刹車

警示：
哪怕是暫的停留也要使用刹車裝置。 
12. 刹車裝置的啟用和停用
踩下刹車踏板就可以停下來。
再次踩下刹車踏板就可以繼續前進。

8

9

11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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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1：嬰兒

提籃
• 給6個月以下的小孩使用時，我們建議您使用提

籃，直到小孩可以單獨坐立，才可以使用座椅。
• 提籃應該安裝在車架的上部分，而不是下部分。
13. 安裝提籃
拉開座椅殼上的拉鍊，取出提籃。
將提籃兩頭的擋片插入提籃管內。
將提籃墊片放入提籃內，並裝上扶手（見圖32）。
14. 调整提篮角度 
如果支撐的位置在第三段的話，可以很容易把提籃裝
入車架上。向外拉提籃頭外側的角度調整塑膠，旋轉
支撐就可以調節位置。提籃安裝在車架上時，也可以
調整角度。
15. 裝上提籃 
放置提籃（提籃角度調節塑膠要在車架前端）。降低
提籃的位置，直到其卡入車架支撐座內。 
16. 取下提籃 
按下提籃兩邊的按鈕，同時向上提起提籃，即可以取
下提籃。
17. 調整提籃高度
• 提籃的高度有兩段。 
按住車架兩邊的高度調節按鈕，然後上下移動提籃，
即可以調整提籃的高度。
18. 收合提籃
將提籃內的墊片取出，並取下扶手。取出提籃管內的
頭尾擋片。打開座椅，將提籃放入座椅殼內。提籃角
度調整按鈕要對準座椅殼上的開口，並確認座椅支撐
要在座椅殼的外面，拉上拉鍊即可。

14 15

16 17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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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2：幼兒

安全帶
• 無論何時，當把小孩放置在座椅上，一定要確保安

全帶安裝正確。
• 肩帶有兩段高度可以調節，使用時，選擇離小孩肩

膀上端最近的高度。
19. 安裝安全帶
將每個安全插扣上的插扣蓋滑出，然後將安全帶插扣
穿過座墊和座椅上對應的孔位，拉開座椅殼上的拉
鍊，從座椅殼背面將插扣蓋插入安全帶插扣上，直到
其卡到位。
20. 扣上安全扣
將肩帶插扣插入安全扣固定座內，直到其卡到位。拉
肩帶鬆弛的一端調整肩帶到適合小孩使用的長度，讓
孩子感到舒適。
21. 鬆開安全扣
按下安全扣固定座中心按鈕，即可鬆開安全帶。

座椅
• 座椅適用於6個月以上的孩子。
• 座椅可以朝前或朝後放置在車架上。
• 座椅應該安裝在車架的上部分，而不是下部分。 
22.安裝座椅
將座椅裝入車架上，直到其卡到位。
23. 取下座椅
按下座椅兩邊的按鈕，同時向上提起座椅，即可以取
下座椅。
24. 調整座椅角度
向外拉起座椅頂部的調整塑膠，旋轉座椅到想要的位
置。
25. 調整座椅高度
座椅有兩段高度可以調節。
按住車架兩邊的高度調節按鈕，然後上下移動座椅，
即可以調整座椅的高度。

20 21

19

22 23

25
1

2

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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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3: 幼兒+嬰兒
若要使用kobi 承載一個幼兒和一個嬰兒時，需要購買
第二座椅。第二座椅内不含提籃。

提籃+座椅
• 提籃的安裝方式請查看本說明書第七頁。
26. 裝上提籃
 確保後座高度調整按鈕在車架下的第一段位置。放置
提籃（角度調整塑膠朝車架後端），將提籃的角度調
整到第二段位置（見圖14），然後將提籃裝入車架下
支撑座，直到其卡到位。
27. 裝上座椅
確保前座高度調整按鈕在車架下的高段位置.朝前放
置座椅，然後將座椅裝入车架上支撑座，直到其卡到
位。

階段 4: 兩個幼兒
• 若要使用kobi承載两個幼兒時，需要購買第二座

椅。第二座椅内不含提籃。
• 第二座椅要配合大檔泥板使用。为了您孩子的安

全，請確保使用大檔泥板。
• 警示：當使用kobi 承載兩個小孩時，總是要把重

的小孩放在前座上，當前座没有小孩時，千萬不要
在後座上承載小孩。

兩個座椅
28. 安裝大檔泥板
取出小檔泥板，（見圖2），使用同樣的方式裝入大
檔泥板.
29. 裝上後座
確保後座高度調整按鈕在車架下的第二段位置。將座
椅的角度調整到第I段位置（見圖14），然後將座椅裝
入車架下支撑座，直到其卡到位。
30. 裝上前座 
將座椅裝入車架上支撑座，直到其卡到位。

26 +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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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扶手
• 為了您孩子的安全，請保持使用扶手。
31. 取出扶手蓋
按下按鈕，拔出扶手蓋，並將扶手蓋妥善保管，以便
後續使用。
32. 安裝扶手
同時按住扶手兩邊的按鈕，將扶手插入座椅架中，直
到其卡到位。
檢查扶手是否安全卡到位，試試往外拉扶手，看其是
否脫出。
33. 取出扶手
按下按鈕，拔出扶手。 
34. 調整扶手角度
同時按住扶手内側兩邊的按鈕，旋轉扶手到想要的角
度。 

頂篷
• 頂篷可以裝在提籃和座椅上。
• 當頂篷潮濕時，請保持其展開，等其幹了後再進行

收合。
35. 將頂篷裝在座椅或提籃上 
將頂篷固定夾，夾在座椅管上，用力往下按，直到其
卡到位。
將黏扣貼黏在座椅角度調節塑膠上。
36. 展開/收合頂篷 
向前拉頂篷合片，就可以展開頂篷。
向後推頂篷合片，就可以收合頂篷。 
37. 取下頂篷 
撕開頂篷頂端的黏扣貼。
往外扳頂篷的夾子，然後向上拉，取出頂篷。

腳罩
38. 將腳罩裝在提籃上
首先，先將腳罩折片用拉鍊合在腳罩片上。
將腳罩覆蓋在提籃管上。
將腳罩兩邊的四合扣扣在提籃管上的四合扣上。
39. 調整腳罩
 腳罩上折片可以放置在兩個不同的地方，用磁鐵固定
位置。

雨罩
• 雨罩可以裝在座椅和提籃上。
• 裝雨罩前，確保要先裝上頂篷。

35 + 36 + 37

31 32+ 33

34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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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將雨罩裝在座椅或提籃上
將頂篷完全展開。
將雨罩放在頂篷上，使得提籃角度調整塑膠可以穿過
雨罩上的開口。
向前拉伸雨罩，使得雨罩套住整個座椅或者提籃。然
後將雨罩上的黏扣帶環扣在座椅支撐上。

媽媽袋
• 當座椅安裝在上面，折疊車台時，需要先把置物籃

裏面的媽媽袋拿開。
41. 將媽媽袋放在置物籃内 
 將肩帶調短，使其環繞在媽媽袋周圍。
 然後用座椅底部的黏扣帶將肩帶固定住。

其他配件
我們會經常為kobi 研發新的配件。
詳情請查看我們的網站 www.mimakids.com 諮詢您的
經銷商。

 以下配件是可以單獨購買的：
• 第二座椅（内不含提籃）
• 双胞胎座椅（内含提籃）
• 双人雨罩
• 睡袋
• 蚊帳
• 双人蚊帳
• 汽椅卡座 (BeSafe iZi Go, Besafe iZi Sleep, Cybex Aton, 

Maxi Cosi Cabrio, Maxi cosi Pebble, Bebe Confort 
Pebble)

• 童伞 
• 媽媽袋
• 杯架
• 小枕頭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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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和保養

• 為了使kobi 處於良好狀態，請經常閱讀以下幾步維
護說明。

• 布料和塑膠都已達到了最高色牢度級別。但過多的
將其曝曬在太陽下，會導致塑膠和布料提早褪色。

清潔車架
從海灘回來後，要把車架上的沙子和鹽沖洗掉。

刷去過度的髒汙，然後用濕抹布和溫和的清潔劑進行
擦拭。

潤滑移動部位
定期潤滑輪子，關節連接，以及其他滑動部位，使用
輕質油或矽油噴霧。不要使用粘稠度高的潤滑油，因
為容易沾灰和沙礫，會導致阻礙以及損壞滑動部位。

清潔座椅及其他人造皮紡織品
座椅上輕微的髒汙可以用濕的抹布和溫和的清潔劑擦
拭。過多的頑抗的髒汙需要用橡皮擦擦拭。
座墊和肩護套可以取下來（見圖19）,一定要用手洗。
請注意以下事項：
- 最高温度30°C / 85°F
- 切勿漂白
- 切勿脫水
- 切勿熨燙
- 切勿乾洗

檢查其他部件
要時常檢查 kobi 是否有鬆動的螺絲，磨損的部件，磨
損的布料以及車縫線鬆弛脫開等情況。
若有任何部件需要更換，或維修的話，請與您的零售
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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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承諾

登陸網站WWW.MIMAKIDS.COM進行產品註册
這樣才能啟動保證，且若產品有更新訊息的話，可以及時通知您。

您的產品是符合現有的安規要求，而且您在購買時，是保證沒有任何工藝或材料等方面的生產製造問題。
在保修期內，你的產品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下，若出現了任何材料或其他生產製造問題，請與您的零售商聯繫。

保修條件
• 自購買之日算起，保修期為2年。即使期間進行了維修，保修期也不可以延長。
• 為了使保修有效，您需要：

1. 登陸網站WWW.MIMAKIDS.COM進行產品註册。 
2. 提供原始購買收據給零售商。
3. 提供產品問題點詳情給零售商。

• 保修權僅適用於原始購買者，不可以轉移給被轉讓者。
• 保修書只是提供一個維修的權利，而不是退換產品。

如有以下情況，保修書將會失效：
• 產品被未經過mima授權的第三方進行過改裝或維修調整。
• 在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下使用，如：高濕度，鹽霧中，冰凍雪地中使用，或者是因為沒有進行足夠的維修保養，

導致輪子腐蝕生銹。
• 因不正確的使用或維修或其它因為使用者的錯誤而導致的不良問題。特別是不遵照說明書的指示操作而造成的損

壞。
• 因意外事故，空運等運輸不當導致的損壞。
• 日常使用過程中造成的正常磨損。
• 因水洗，雨淋，或過度曝曬在陽光下導致布料變色損壞。
• 因超載導致的損壞。（超過了最大的承載小孩的重量，或其他承載產品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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