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自驾品质生活...

...数字手控驾驶装置



膝盖处空间和原车完全一样，无任何添加部件外露，美观舒适

2 - 数字手控驾驶

独特精密的内部设计

安装DARIOS数字加速环及主手刹系统，
原车的方向盘与转向柱调节功能及所有
的安全气囊（含膝部安全气囊）都可完
整保留，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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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OS - 数字加速环

可将双手始终置于方向盘上

轻轻按压加速环即可轻松且精准加速。
下按位于方向盘右侧的主刹车手柄即
可安全刹车。



4 - 数字手控驾驶

DARIOS 数字加速
环反映实时车速
自动调节灵敏度

避免非人为加速

当车辆低速行驶时，加速环平稳加速

DARIOS 让您在任何路况上的驾
驶都简单自如，例如：
• 在倒车停车时
• 在拥堵的路况中
• 在冰雪路面上
• 在狭窄弯曲的山路上

轻松加速毫不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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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辆高速行驶时，加速环根据
车速实时调整灵敏度且极具动感

DARIOS 让您高速驾驶时安全便捷：
• 在高速公路上
• 快速超车时
• 躲避障碍物时

无论加速多少，其加速所需的力度并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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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OS 忠于您的独特风格。

21种丰富颜色供您选择

真皮手工缝制的刹车手柄

真皮外表的加速环，与原方向盘完美结合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mp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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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OS 数字加速环及主手刹，使您的座驾尽显尊贵



8 - 肯夫历史

1954
让-皮埃尔•肯夫Jean-Pierre 
KEMPF自幼患有小儿麻痹
症，双腿不能正常使用。他
于1954年设计发明了世界上
第一款油门加速环，使得双
手控制方向盘驾驶汽车成为
可能。随后，他创建了自己
的残疾人汽车驾驶改装公
司。截至2002年肯夫先生去
世，共改装了超过十万辆
汽车。

1999
原来的机械环被数字加速环
取代，并将方向盘内的安全
气囊功能完整保留。
随后在2006年这一技术再
次升级，出现加速双选模
式，驾驶者可在“舒适”
与“运动”双模式间选择
切换。

2010
DARIOS* 数字加速环得到再
次创新，可反映实时车速，
自动调节加速灵敏度。在油
门控制上给您无与伦比的精
准体验，让您的驾驶更加安
全轻松。专为21世纪的新型
汽车智慧而生。

* DARIOS 是Digital Accelera-
tor RIng Optimized for Speed
的首字母缩写，译为“速度
优化数字加速环”。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kempf-china.com

肯夫是如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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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OS 及主手刹可安装在大
多数自动挡汽车上。汽车原有
的油门和刹车踏板均能正常使
用。数字加速环安装在原方向
盘上，完全不影响方向盘原有
的高度调节及其他各项功能，
如喇叭、巡航控制等。

数字加速环从怠速到全油门只
有18毫米的行程，符合人体工
程学，可使您驾驶时双手始终
置于方向盘上，轻松舒适。数
字加速环可在方向盘上自由转
动，即使在转弯过程中，加速
环也可随手转动，使您可以平
稳加速。

舒适安全的完美驾驶体验

开启或关闭数字加速环可由安装在仪
表板上的按钮控制，并有“舒适”
和“运动” 两种模式供您选择，让

您拥有不同的加
速体验。您可在
数字加速环和原
油门脚踏板间自
由切换。同一车
辆，您和家人均
可使用。



10 - 主手刹系统

位于方向盘右侧的主手刹完美
集成在仪表板内，您可将双手
始终置于方向盘上，眼睛直视
前方，身体无需前倾，只需向
下轻按刹车手柄即可刹车。手
刹车所需力量仅为脚刹的一
半。

刹车手柄的机械连杆完全隐藏
在仪表板内部，确保膝部安全
气囊功能不受影响，膝部空间
与原车完全一致。

对每个新车型的主手刹，肯夫
研发团队都会对其做精准严密
的研究，以确保主手刹完全符
合原汽车制造商的安全标准。

如刹车系统出现异常，主手刹
的制动范围可与脚刹踏板的制
动范围完全一致。

 主手刹

主手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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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欧洲最高安全标准测试

测试证明，DARIOS数字加速环不受任
何电磁干扰。DARIOS 数字加速环内安
装有两个传感器，以避免任何非人为加
速情况的出现。

DARIOS数字加速环通过了德国
戴姆勒 (Daimler AG) 实验室的
电磁兼容性测试,符合欧洲最高
安全标准 E1 2009/19 CE。

经欧洲多家权威实验室认证，安装了
DARIOS数字加速环的方向盘内的安
全气囊能正常爆破,DARIOS数字加速
环完全不影响安全气囊的正常功效。

电磁兼容性测试

电磁兼容性测试

安全气囊正常爆破

通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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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OS可自动获取实时车
速，使加速环根据车辆行驶
时速调节加速灵敏度：
低速行驶时，加速环加速平
稳；高速行驶时，加速更具
动感。
DARIOS通过确认两个传感器
发出的独立信号来判断如何
加速。

汽车制造商在电子油门踏板
模块中安装有两个传感器，
这是避免非人为加速情况的
双重安全措施。
DARIOS在方向盘内同样使用
了两个传感器，以确保符合
原汽车制造商的安全标准，
杜绝非人为加速情况的产
生。电磁兼容测试结果参见
11页。
请注意，任何仅使用单个传
感器的电子加速器，都无法
保证不会出现非人为加速的
情况.

DARIOS 使用两个传感器和有线链路。

加速环的行程位置通过有线
链路转换为数字信号并以每
秒千次的频率传送给安装
在仪表板内的DARIOS计算
机。该计算机的加速控制方
式与原电子油门计算机控制
系统完全相同。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mpf-china.com

数字加速环的工作原理

肯夫研发团队将每款方向盘数字
化以便安装机械部件和两个传感
器及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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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任何车型，轿车、跑
车、面包车、SUV、小型货
车、卡车...

. . . DARIOS 都完美适用！



稳定转向球

PICADO稳定转向球使您单手即可轻松控制方
向盘。
世界首创且独一无二的直线自动回转功能让
您单手即可轻松驾驶。特别是在直线行驶
时，您无需时刻紧握转向球，使整个手臂得

14 - 单手操纵方向盘

到最大程度的放松。
PICADO稳定转向球设有16项功能，包括：
转向灯、近光灯、远光灯、喇叭、前后雨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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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创
PICADO – 附带辅助功能的稳
定转向球，让单手驾驶者轻松
控制方向盘及汽车附带的16项
辅助功能。该系统可以被安装
在绝大多数自动挡汽车上，且
丝毫不影响安全气囊的正常爆
破。汽车原有的辅助功能均可
照常运行。
 
PICADO应用汽车喇叭的原有
线路，从汽车方向盘发送信号
至仪表板，因此无需安装额外
的电池为其供电。整个系统安
全可靠。
 
PICADO系统被牢牢安装在方
向盘内环边缘，而其转向球手
柄却可轻松拆卸，使您可与非
残障驾驶者共用爱车。

为了方便记忆，控制面板上的
附带辅助功能按钮被设计为黑
白两色，使您可轻松区分左右
转向及其他辅助功能。

PICADO, 一个突破性的创新
PICADO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带有直线自动回转功能
的稳定转向球。特别在汽车直线行驶时，该自动回转功
能可使驾驶者的手部得到完全放松。在车辆转弯或倒车
停车过程中，驾驶者也可轻松转动转向球，且不会因为
自动回转功能的轻微回力而感受到任何阻滞。



通过欧洲最高安全标准测试

左脚电子油门踏板通过
德国梅赛德斯奔驰检测
研究所的电磁兼容性测
试，符合欧洲最高安全
标准E1 2009/19CE。 

电磁兼容性测试

经中国国家康复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认证，左脚
电子油门踏板成功通过各种相关检测，并已为国内
客户安装使用。

同时经中国
国家康复器械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检测合格。

16 - 左脚电子油门

通过



 左脚电子油门踏板

左脚电子油门  - 17

如果您在10秒内未做选择，原有的右
侧油门踏板将会被默认激活，绿色按
钮随即熄灭。 

两个油门踏板不会被同时启用。

当发动机起动时,安装在仪表板下的
绿色按钮开始闪烁。您可在随后的10
秒内选择是否激活左脚油门踏板。当
您在10秒内按下按钮，绿色按钮会转
换为长明模式，左侧油门踏板即被激
活。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mpf-china.com 

优雅卓越的解决方案



18 - 右侧肢残驾驶

PICADO稳定转
向球和左脚电
子油门踏板

符合人体工程
学的解决方案

PICADO稳定转向球和左脚电子
油门踏板，使右侧肢残的朋友
也可享受驾驶的乐趣。
PICADO稳定转向球和左脚电子
油门可安装在绝大多数自动挡 
汽车内。

圆右侧肢残者
的驾驶之梦

左手操纵PICADO稳定转向球  左脚控制电子油门踏板



我是国内较早安装自驾加速环系统的残疾人，
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很好！
让高位截瘫的我再次实现驾驶梦想！开车的感
觉太爽了！

-----辽宁 高先生

外观真的很完美，加速环比脚更有驾驶乐趣！
-----江苏 冯先生

中国用户反馈

您只需拨打电话:
010-58771960  
即可在北京随时试驾

感谢东风日产的大力支持，为您提供安装有肯
夫产品的日产逍客车试驾体验。

欢迎试驾，体验肯夫手驾的独特魅力！

客户反馈 - 19

我驾驶装有肯夫数字加速环的奥迪A4，完成了
青藏线的自驾游。
一开始听说肯夫数字手驾装置并不是很相信。
用DARIOS数字加速环开了快3万公里了，越用
越顺，双手驾驶安全不累，不像使用传统机械
连杆那样，累而且不舒服。加速环从起步到快
速行驶都非常流畅，性能非常出众！手刹车的
材料和工艺都非常精湛，刹车灵敏毫不费力。
人车一体非常方便。真的很棒！

-----河南 姜先生

肯夫数字手驾装置帮我大忙了，终于可以自己
开车了！安全性非常好，开的安心放心。做工
精致，与原车融合的非常美观，非常好！

-----广东 钟先生



www.kempf-china.com

肯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6号
中国人寿大厦5层 100020 
电话：010-58771960
传真：010-58771222
info@kempf-china.com
www.kempf-china.com

QQ :2507647062

 微博：肯夫中国

KEMPF in USA
1245 Lakeside Drive #3005
Sunnyvale, CA 94085 USA
Ph.: 408-773-0219
Fax: 408-773-0524
info@kempf-usa.com

KEMPF  in France
1 rue Ettore Bugatti
F-67310 WASSELONNE
Tel. : 00 33 3 88 04 28 10
Fax : 00 33 3 88 04 26 75
info@kempf.fr

前沿科技
欧盟标准
终身质保
安全舒适
尊贵典雅
畅销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