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
重要: 請仔細研讀並依照本說明書的指示
      操作, 才能保障並提供您的寶寶一個
      安全又舒適的旅程。
孩子安全是您的責任。
不得將寶寶單獨留置于睡箱內無人看護。
不得同時乘坐二位及以上寶寶于睡箱中。                                                         
使用本產品前, 請取掉PE袋和包裝材料
並銷毀, 或放到嬰兒和兒童觸摸不到的   
地方。
請勿允許您的寶寶將本產品當玩具玩耍。
請勿放置任何物品在頂篷上。
Nuna不保修使用其它廠商提供的零配件
所造成的損害。
當發現睡箱損壞時, 應立即停止使用。
請使用Nuna原廠零配件或由製造商提供
和認可的替換零件。
使用時請遠離火源、高溫、水池或電源。
請勿將產品放置潮濕的環境中, 請保持產
品的干燥。
睡箱不適用于能自行坐立和翻身且能靠
自己的手與膝蓋站立的寶寶, 睡箱適用
寶寶最大體重為9公斤。
小型零配件須遠離寶寶, 以避免誤食。
1

不得讓寶寶長期睡在睡箱中。
使用睡箱時請勿在睡箱內增加額外的
睡墊。
只能夠在牢固的水平且平整, 干燥的地面
上使用。
在無人看照時, 不要讓其他兒童在睡箱
附近玩耍。
如果有任何零件損壞、磨破或丟失, 請勿
使用該產品。
應注意睡箱附近的明火及其他高熱源的
危險性 , 例如電熱取暖器, 煤氣取暖器
等等。
定期檢查提把以及底部有無損壞和磨損
跡象。
在使用之前請檢查本產品是否已正確
安裝。
遇緊急事故時, 迅速將乘坐的兒童移離
現場。
本產品含磁性物質, 若吞入時易累積于腸
道, 甚至穿透腸壁, 而造成嚴重傷害。若
吞入或吸 入磁性物質時應立即就醫。
在搬運或提起產品前, 請確保手把在正
確的使用位置。
睡箱中兒童的頭部不得低於兒童身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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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造 商      Nuna International BV
地
址     De Beeke 8,5469 DW,
                ERP The Netherlands
產品名稱     ivvi 睡箱
產品型號     CC-01-001CH
               CC-01-005CH
               CC-01-006CH
適用範圍     9公斤以下的寶寶
主要材質     塑膠、五金、布
產
地     中國
生產企業     明門（中國）幼童用品有
限公司
地
址     廣東省東莞市清溪鎮銀湖
工業區
銷 售 商     巧兒宜(中國)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黃浦區徐家匯路
610號日月光中心辦公樓
16層01室
電
話     86-21-53087551
傳
真     86-21-53087552

組裝睡箱
請先清點所有零配件, 如有遺漏, 請與經銷
商聯繫。
1 向兩側拉開支撐鐵線(1), 然后將支撐鐵
線卡合在4個固定塑膠件中, 聽到“ 咔
噠”聲表示卡合到位(1)－1。放入睡墊
(2), 按壓睡墊並使其平整(3)
  使用睡箱時必須使用睡墊。
  睡墊布套可以拆卸清洗。
2 通過拉鏈將置物袋組裝到睡箱上(4)
3 通過兩側拉鏈將睡箱蓋組裝到睡箱上(5)

調整睡箱頂篷
1 打開頂篷, 向前拉即可(6)
2 收合頂篷, 按壓兩側的收合按鈕, 向后旋
轉頂篷即可(6)－1

安裝睡箱

組裝和使用本產品之前, 請務必詳細閱讀
說明書並且保留以備將來使用。

1 調整睡箱位置對準座椅底座。

Nuna ivvi 是取得專利權的產品並且符合
國家安全標準EN 1466:2014/AC:2015

3 聽到“ 咔噠”聲表示睡箱卡合到位。

3

2 向下移動睡箱與座椅底座卡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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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睡箱時請勿使用汽車椅卡座。
  請勿收合已安裝睡箱的手推車。

頂篷功能
1 向上折叠睡箱頂蓬后片, 使睡箱有更好
的通風性(8)
2 向外拉睡箱頂蓬下方的遮陽片, 然后用
遮陽片兩側的磁鐵固定在睡箱兩側(9)
(10)

天氣炎熱時, 請勿將幼童放在裝有雨篷的
睡箱內 。

保養與維護
車架: 請使用柔軟的布和中性清潔劑並用
溫水洗滌。請勿漂白, 過度曝晒于陽光下,
可導致產品老化或變形。
座布: 睡墊可移除洗滌或使用機洗。
使用要求: 洗滌方式請參考座布上的洗滌
說明。

移除睡箱

出于對安全的考慮, 請使用Nuna原廠零
配件。

按壓睡箱兩側的釋鎖按鈕, 同時向上提起
睡箱即可(11)

用水定期清洗車輪的灰塵。

使用雨篷

在使用時請查看座布是否變色和磨損。

將雨篷套到睡箱上, 固定雨篷底部的鬆緊
帶, 最后粘合雨篷前面的2對粘扣帶(12)

為保證長期使用本產品, 請在雨天使用之
后。用吸水性的布輕輕擦干。
隨時檢查您的產品, 如果有任何零件損壞,
磨破或丟失請停止使用該產品。

使用雨篷時, 請隨時注意並確認雨篷內
有良好的通風 。
不使用雨篷時, 請先確認雨篷已清潔並干
燥, 再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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