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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 IHT 驱动桥 K 系列 K46 ・ K57 ・ K58

产品概述：

 l.o.g.i.c.外壳设计专利，易于安装，可靠性和适用性。

 内部湿盘制动系统。

 应用优化的可逆输出/控制杠杆操作逻辑。

 脚或手控制系统的平稳运行。

应用：

K46 ・ K57：后置引擎乘坐车，轻型园林拖拉机，割草机。

K58 ：重型割草机，中型园林拖拉机，割草机。

技术参数：

K46 K57 K58

减速比 28.04:1 31.68:1 28.09:1

额定车轴扭矩(N ・ m)
231.4 with 28.04:1

177.7 with 21.53:1

255 with 31.68:1

235.4 with 28.04:1

180.7 with 21.53:1

294

最大轮胎直径(inch)
20 with 28.04:1

18 with 21.53:1

22 with 31.68:1

20 with 28.04:1

18 with 21.53:1

23

刹车容量(N ・ m)

@ 350 N

刹车制动杆操作力

330 with 28.04:1

253 with 21.53:1

@ 350 N

刹车制动杆操作力

372 with 31.68:1

330 with 28.04:1

253 with 21.53:1

@13.9 N

刹车制动杆操作力

470

泵・马达排(cc/min-1) 7/10

最大输入转数(min-1) 3,000 3,400

车轴尺寸(mm) 19.05 25.4

车轴最大承载净重(kg) 306 285



2

重量（干）(kg) 12.5 15.3

制动方式 湿盘、内置

壳体材料 铝压铸件

差速器 锥形齿轮型

变速系统
脚踏操控：内置阻尼器或外置减震器 /

手动操控：外置阻尼器（摩擦板式）

外部液压取出 无

外置过滤器 无

旁通阀 标准

液压油 标准

液压油 (L)
SAE 10W-30 CD 级

5W-50 (可選) 1.9 5W-50 (可選) 2.2 5W-50 (可選) 2.5

外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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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 IHT 驱动桥 K 系列 K66

产品概述：

 l.o.g.i.c.外壳设计专利，易于安装，可靠性和适用性。

 重型钢轴增加强度和控制。

 手动锁定差动系统（可选）。

 外部液压配件支撑和充电泵（可选）。

 更大的泵和电机位移提供了你所需的扭矩接地设备。

应用：

重型园林拖拉机,割草机。

技术参数：

K66

适用产品 重型园林拖拉机、割草机

减速比
37.22:1

22.19:1

额定车轴扭矩(N ・ m)
420 with 37.22:1

250 with 22.19:1

最大轮胎直径(inch)
23 with 37.22:1

18 with 22.19:1

刹车容量(N ・ m)

@ 300 N

刹车制动杆操作力

330 with 37.22:1

216 with 22.19:1

泵・马达排量(cc/min-1) 10/10

最大输入转数(min-1) 3,400

车轴尺寸(mm)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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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轴最大承载净重(kg) 317

重量（干）(kg) 23

制动方式 湿盘、内置

壳体材料 铝压铸件

差速器 锥形齿轮型

差速锁 可選

变速系统
脚踏操控：内置阻尼器或外置减震器 /

手动操控：外置阻尼器（摩擦板式）

外部液压取出
可選（动力转向, 液压升降, 其他)

6.9L/min,(450psi) @ 2,000min-1

外置过滤器 可换

旁通阀 标准

液压油 外置油箱

液压油 (L)
SAE 10W-30 CD 级

5W-50 (可選) 2.5

外型尺寸：



5

小型 IHT 驱动桥 K系列 K72

产品概述：

 l.o.g.i.c.外壳设计专利，易于安装，可靠性和适用性。

 重型钢轴增加强度和控制。

 手动锁定差动系统（可选）。

 外部液压配件支撑和充电泵（可选）。

 更大的泵和电机位移提供了你所需的扭矩接地设备。

应用：

重型园林拖拉机,割草机。

技术参数：

K72

适用产品 重型园林拖拉机、割草机

减速比 23.37:1

额定车轴扭矩(N ・ m) 549

最大轮胎直径(inch) 24

刹车容量(N ・ m)

@ 33.1 N

刹车制动杆操作力

656

泵・马达排量(cc/min-1) 18/23

最大输入转数(min-1) 3,400

车轴尺寸(mm) 25.4

车轴最大承载净重(kg) 459

重量（干）(kg)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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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方式 湿盘、内置

壳体材料 铝压铸件

差速器 锥形齿轮型

差速锁 可選

变速系统
脚踏操控：内置阻尼器或外置减震器 /

手动操控：外置阻尼器（摩擦板式）

外部液压取出

可選

（动力转向, 液压升降, 其他)

9.3L/min,(450psi) @ 2,700min-1

外置过滤器 可换

旁通阀 标准

液压油 外置油箱

液压油 (L)
SAE 10W-30 CD 级

5W-50 (可選) 5.3

外型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