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2 ��● ● 

8－1WEARING　PARTS　　　　　　　　　s。，iaIN。． ����S1232 

（WA200－6Y　T－Q） 

川ustNo， �Pa止　No． �Part　Name �QTY �CONV �Remarks 

1～7 �072－1534－000 �HookAssy �1 � � 

1 �072－1544－000 �Hook �2 

2 �074－1450－001 �Rib Rib Rib �1 

3 �074－1460－001 ��1 

4 �074－1470－001 ��1 

5 �074t1480－001 �Rib �1 � � 

6 �074－1490－001 �Rib Rib Controlbox（A）Assy �1 

7 �074－1500－001 ��1 

1～（15） �743－28930－000 ��1 

1 �742－4441－000 �Controlbox（A） �1 

2 �732－03640－001 �Panel（A） �1 � � 

3 �774－11350－001 �Nameplate �1 

4 �774－11360－001 �Nameplate �1 

5 �774－15560－001 �Nameplate �1 

6 �774－15570－001 �Nameplate �1 

（1） �69－RV30YN20SB5KQ �Potentiometer �1 � � 

（2） �5G－EAC－30－BK �DiaI Switch，mOnO－Iever �1 

（3） �6K－HWIM－2222－22N9 ��2 

（4） �6K－HA2P－14G �Lamp，indicator �1 

（5） �6K－HA2P－14R �Lamp，indicator �1 

（6） �SBM8510 �Screw �4 � � 

（7） �WS205 �Washer，SPring �4 

（8） �4A－LW－3128 �Switch，i”uminated �1 

（9） �4A－AT－206－K �Bezel �1 

（10） �4A－AT－420－C �Button，i”uminated �1 

（11） �4A－AT－421－R �Lens，CaP �1 � � 

（12） �4A－AT－42卜M �Lens，CaP �1 

‾、（13） �4A－AT－416－R �Cap，filter �1 

（14） �4A－AT－416－M �Cap，fiLter �1 

（15） �4A－AT－602－24V �Lamp �2 



8－1－4 ��● ● 

8－1WEARING　PARTS　　　　　　　　　s。，ialN。． ����S1232 

（WA200－6Y　T－Q） 

川ustNo． �Pa止　No． �Part　Name �QTY �CONV �Remarks 

5 �743－18400－000 �Harness（1），WireAssy �1 � � 

6 �741－08872－000 �Harness（2），Wire �1 

7 �741－08880－000 �Harness（3），Wire �1 

8 �742－1847ト000 �Harness（4），Wire �1 

9 �743－28930－000 �Controlbox（A）Assy �1 

10 �742－18460tOOO �Controlbox（B）Assy �1 � � 

11 �774－1170－201 �NamepIate，Warning �1 

（1） �SBH14080151 �Bolt �1 

（2） �WS208 �Washer，SPring �4 

（3） �SBH14100151 �Bolt �1 

（4） �SNH141010 �Nut Washer，SPnng �1 � � 

（5） �WS210 ��1 

（6） �77－595327－4700 �CLamp �1 

（7） �SBH14080201 �Bolt Nut �3 

（8） �SNH140810 ��3 

1～3 �743－18411－000 �LamplightAssy �2 � � 

1 �624－0640－001 �Washer �4 

2 �624－01090－001 �Washer �2 

3 �624－01180－001 �Washer �4 



8－2－2 ��● 

8－2　WEARING　PARTS　　　　　　　　　s。，ialN。． ����S1232 

（ZW140　T－Q） 

llh」StNo． ��Pa止　No． �Pa止　Name �QTY �CONV �Rennarks 

い〉7 �072－2203－000 �HookAssy �1 � � 

1 �072－2191－101 �Hook �2 

2 �074－1720－001 �Rib（right） �1 

3 �074－1730－001 �Rib（leR） �1 

4 �074－2050－001 �Plate �1 

5 �074－2060－001 �Plate Plate Plate MountingprocedureAssy �1 � � 

6 �074－3260－001 ��1 

7 �074－3270－001 ��1 

1～（5） �001－01060－100 ��1 

1 �743－13021－000 �Bracket �1 

2 �74卜08940－200 �HameSS（2），Wir㌻‾－ �1 � � 

3 �748－5040－000 �Connector，batterycable �1 ���● 

4 �744－0181－001 �Clamp Seat Hraness（1）．wire �1 

5 �054－0220－001 ��1 

6 �740－05321－000 ��1 

7 �774－1170－201 �Nameplate，Warning �1 � 

8 �743－18370－000 �Harness �1 

（1） �SBH14080151 �Bolt �3 

（2） �WS208 �Washer，SPring �7 

（3） �77－595327－4700 �Clamp �3 

（4） �78－CV150 �Band，tie �10 � � 

（5） �SBH14080201 �Bolt �4 



8－3－2 ��● ● 

8－3　WEARING　PARTS　　　　　　　　　sda■N。． ����S1232 

（KLD65ZV　T－Q） 

川ustNo． �Pa止　No． �Pa止　Name �QTY �CONV �Remarks 

1～4 �072－0863－100 �CouplerAssy �1 � � 

1 �071－0711－100 �Coupler（left） �1 

2 �071－0721－100 �Coupler（right） Plate Stopper �1 

3 �073－0971－001 ��2 

4 �074－2020－001 ��2 

1－（8） �001－01090－300 �MountingprocedureAssy �1 � � 

1 �743－13021－000 �Bracket �1 

2 �741－12200－000 �Harness（2），Wire �1 

3 �748－4530－000 �Connector，batterycable �1 

4 �744－0181－001 �Clamp �1 

5 �054－0220－001 �Seat �5 � � 

6 �740－05321－000 �Harness（1），Wire �1 

7 �774－1170－201 �Nameplate，Warning �1 

8 �744－0681－001 �Cover �1 

9 �744－0671－001 �Plate，bubber �1 

10 �743－18360－000 �Harness �1 � � 

（1） �SBH14080151 �Bolt �7 

（2） �WS208 �Washer，SPring �11 

（3） �78－CV150 �Band，tie �10 

（4） �77－595327－4700 �Clamp �5 

15） �SBH14080201 �Bott Bolt Washer，SPring �4 � � 

（6） �SBH14060201 ��4 

（7） �WS206 ��4 

（8） �SNH140610 �Nut �4 



8－4－2 ��● ● 

8－4WEARING　PARTS　　　　　　　　　s。，iaIN。． �����S1232 

（WA200　S－S） 
＼川ustNo． ��Part　No． �Pa止　Name �QTY �CONV �Rennarks 

1～4 ��072－04150－000 �tnstallingbracketASSy �1 � � 

1 ��072－04160－000 �Bracket（left，right） �2 

2 ��072－04170－000 �Bracket（center） �1 

3 ��074－1541－001 �Rib Hub �2 

4 ��074－1360－001 ��2 

1～（15） ��743－28930－000 �Controlbox（A）Assy �1 � � 

1 ��742－444卜00P �Controlbox（A） �1 

2 ��732－03640－001 �Panel（A） �1 

3 ��774－11350－001 �Nameplate �1 

4 ��774－11360－001 �Nameplate �1 

5 ��774－15560－001 �Nameplate �1 � � 

6 ��774－15570－001 �Nameplate �1 

（1） �69－RV30YN20SB5KQ �Potentiometer �1 

（2） �5G－EAC－30－BK �Dial Switch，mOnO」ever �1 

（3） �6K－HWIM－2222－22N9 ��2 

（4） �6K－HA2P－14G �Lamp，indicator �1 � � 

（5） �6K－HA2P－14R �Lamp，indicator �1 

（6） �SBM8510 �Screw �4 

（7） �WS205 �Washer，SPring �4 

（8） �4A－LW－3128 �Switch，Hluminated �1 

【「打←‾▲ �4A－AT－206－K �Bezel �1 � � 

（10） �4A－AT－420－C �Button，i‖uminated �1 

（11） �4A－AT－421－R �Lens，CaP �1 

（12） �4A－AT－421－M �Lens，CaP �1 

（13） �4A－AT－416－R �Cap，fiIter �1 

（14） �4A－AT－416－M �Cap，filter �1 � � 

（15） �4A－AT－602－24V �Lamp Controlbox（B）Assy �2 

1～（13） �742－18460－000 ��1 

1 �732－03660－000 �Controlbox（B） �1 

2 �732－03650－001 �Pand（B） �1 



8－4－4 ��● ● 

8－4WEARING　PARTS　　　　　　　　　se，iaIN。． �����S1232 

（WA200　S－S） 

lHustNo． ��Pa止　No． �Part　Name �QTY �CONV �Remarks 

8 ��742－18471－000 �Hraness（4），Wire �1 � � 

9 ��743－28930－000 �Controlbox（A）Assy �1 

10 ��742－18460－000 �Controlbox（B）Assy �1 

11 ��774⊥1170－201 �NamepLate，Warning �1 

（1） ��SBH14080151 �Bo托 �1 

（2） ��WS208 �Washer，SPring �4 � � 

（3） ��SBH14100151 �Bolt �1 

（4） ��SNH141010 �Nut �1 

（5） ��WS210 �Washer．sprlng �1 

（6） ��77－595327－4700 �Clamp �1 

（7） ��SBH14080201 �Bolt Nut �3 � � 

（8） ��SNH140810 ��3 

1～3 ��743－18411－000 �LamplightAssy �2 

1 ��624－0640－001 �Washer �4 

2 ��624－01090－001 �Washer �2 

3 ��624－01100－001 �Washer �4 � � 



8－5－2 �� 

8－5WEARING　PARTS　　　　　　　　　se，ialN。． ����S1232 

（ZVV140　S－S） 
、川ustNo． �Pa止　No． �Par，t　Name �QTY �CONV �Remarks 

1～6 �072－2171－200 �BracketAssy �1 � � 

1 �072－2151－000 �Bracket（Jfet） �1 

2 �072－216卜000 �Bracket（right） �1 

3 �072－2181－100 �Bracket（center） �1 

073－04840－001 �Plate �1 

4 �073－1950－000 �Reinforcement（upper） �1 � � 

5 �073－1940－000 �Reinforcement（lower） �1 

6 �074－1870－001 �Reinforcement（center） �3 

1～（5） �001－01100－100 �MountingprocedureAssy �1 

1 �743－13021－000 �Bracket �1 

2 �741－12190－000 �Harness（2），Wire �1 � � 

3 �748－5040－000 �Connector，batterycable �1 ���● ● 

4 �744－0181－001 �Clamp �1 

5 �534－0220－001 �Nipple �1 

6 �740－05322－300 �Harness（1），Wire �1 

7 �774－1170－201 �Nameplate，Warning �1 � � 

8 �743－18370－000 �Harness �1 

（1） �SBH14080151 �Bolt �3 

（2） �WS208 �Washer，SPring �7 

（3） �77－595327－4700 �Clamp �3 

（4） �78－CV150 �Band，tie �10 � � 

（5） �SBH14080201 �Bo托 �4 



8－6－2 ��● ● 

8－6　WEARING　PARTS　　　　　　　　　s。，ialN。． ����S1232 

（KLD65ZV　S－S） 
、、川ustNo． �Part　No． �Part　Name �QTY �CONV �Remarks 

1～4 �072－1801－100 �BracketAssy �1 � � 

1 �072－2790－100 �Bracket（right） �1 

2 �072－2800－100 �Bracket（left） �1 

3 �072－2810－000 �Bracket（center） �1 

4 �074－2990－001 �Stopper �2 

1～（5） �001－00990－000 �MountingprocedureAssy �1 � � 

1 �740－05320－000 �Harness（1），Wire �1 

2 �741－08190－000 �Harness（2），Wire �1 

3 �748－4530－000 �Connector，batterycable �1 

4 �054－0220－001 �Seat �1 

5 �744－0181－001 �Clamp Nameplate，Warning �1 � � 

6 �774－1170－201 ��1 

7 �743－13021－000 �Bracket �1 

（1） �SBH14080151 �Bolt Washer，SPring �3 

（2） �WS208 ��7 

（3） �78－CV150 �Band，tie �10 � � 

（4） �77－595327－4700 �Clamp �1 

（5） �SBH14080201 �Bolt �4 



8－7－2 ��● ● 

8－7　WEARING　PARTS　　　　　　　　　s。，ialN。． ����S1232 

（924Hz　T－Q ��） 

川ustNo． �Part　No． �Pa止　Name �QTY �CONV �Remarks 

1～4 �072－04270－000 �BracketinstalIationAssy �1 � � 

1 �072－04250－000 �Bracket（left） �1 

2 �072－04260－000 �Bracket（right） Rib Reinforcement �1 

3 �074－214ト001 ��4 

4 �074－2150－001 ��2 

1～（5） �001－01140－000 �MountingprocedureAssy �1 � � 

1 �743－13031－001 �Bracket �1 

2 �741－08941－000 �Harness（2），Wire �1 

3 �748－6080－000 �Connector，batterYCable �1 

4 �744－0181－001 �Clamp �1 

5 �054－0220－001 �Seat Harness（1），Wire �5 � � 

6 �740－05323－000 ��1 

7 �774－1170－201 �Nameplate，Warning �1 

8 �743－18350－000 �Harness �1 

（1） �SBH14080151 �Bolt �7 

（2） �WS208 �Washer，SPring �11 � � 

（3） �78－CV150 �Band，tie �10 

（4） �77－595327－4700 �Ctamp �5 

（5） �SBH14080201 �Bolt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