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Ⅰ �1－1ENGINE　CONCERNED　　　　　　　　SeriaINo・ ����069～ llustNo． �Part　No。 �Pa止　Name �QTY �CONV �Remarks 

1～（42） �010－0047卜300 �Engine　concerned　Assy �1 � �【i 

1 �012－01140－000 �ClutchAssy �1 

2 �014－02640－001 �Felt �1 

3 �013－02851－100 �Bracket（fanside） �2 

4 �013－02862－200 �Bracket（fIywheelsideright） �1 

5 �013－02872－200 �Bracket（nywheelsideleft） �1 4 � � 

6 �014－02660－001 �Plate 

7 �014－02210－101 �Bracket �2 

8 �012－00841－100 �Shroud，fan �1 

9 �014－02240－001 �Packing �2 

10 �013－0283卜000 �Bracket �1 � � 

11 �014－02520－100 �Bracket �1 

12 �014－02531－001 �Bracket �1 

13 �014－02560－001 �Hose，air �1 

14 �013－03320－100 �Shield（left） �1 

15 �013－03330－000 �Shield（right） �1 2 � 

16 �014－02620－001 �Seal，rubber 

17 �014－02250－001 �Adapter �1 

18 �014－02630－001 �Clamp �1 

19 �013－03910－001 �Hose，blow－by �1 

（1） �0卜A卜4HKIXYBB－01 �EngineAssy �1 � � 

（2） �3R－1900－343－0 �Heatexchanger，COmb �1 

（3） �OL－MEO59340 �Tank，reSerVOir �1 4 1 

（4） �08－40850－20020 �Bushing，elastic 

（5） �01－897324－3861 �Filter，Oil 

（6） �SBHl1100251 �Bott Bo托 Bolt Washer，Plain �8 8 4 4 1 � � 

（7） �SBH11160451 

（8） �SBH18201101 

（9） �WP520 

（10） �39－K－12338 �Hose，uPPer 



1－1－4 

1－1ENGINECONCERNED　　IserialNo・ ����069～ 

IllustNo． �Part　N0． �Pa止　Name �QTY �CONV �Remarks 

（41） �WP108 �Washer，Plain �2 2 1 1 1 � �■ 

（42） �SBH14060201 �Bolt CIutchAssy 

1～（13） �012－01140－000 

1 �012－01090－001 �Spacer 

2 �012－01110－001 �Housing，CLutch 

3 �012－01120－001 �ShaR Flange Collar �1 1 � � 

4 �012－01130－001 

5 �044－03381－001 ��1 

6 �304－01090－001 �PIate，Shaftend �1 

7 8 �314－0030－001 �Washer，lock �1 

013－03280－001 �Cover CoverAssy，Clutch �2 1 

（1） �01－131220－3562 

（2） �01－131240－9010 �Disk，Clutch �1 12 2 

（3） （4） （5） �01－028181－0200 01－908151－0250 �Bolt Pin Flange 

50－15830－1210 ��1 1 2 8 4 � 

（6） �UBO4210Dl �Unit，bearing Bolt Bolt Bolt 

（7） �SBHll100451 

（8） �SBHl1100651 

（9） （10） �SBHl1100352 

SBH11140501 �Bolt Bott Washer，Plain �4 2 14 1 � � 

（11） �SBH68100201 

（12） �WP510 

（13） �WS214 �Washer，SPring 



1－2－2 �� 

1－2INTAKEAND　EXHAUST　　　　　　　s。，ialN。． �����069～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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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031－00730－200　　　　　　　Ⅰ �ntakeandexhaustconcernedAssy �1 � � � 

1 ��032－01370－200 �Reducer �1 

2 ��032－01380－200 �Pipe，flexible �1 

3 ��034－0110－101 �Packing �2 

4 ��033－1380－100 �Clamp �2 

5 ��033－1390－001 �Clamp Mu用er �2 � � 

6 ��033－1411－200 ��1 

（1） ��08－32962－60660 �Cleaner，air �1 

（2） ��39－07－01－008 �Hose，elbow �1 

（3） �39－07－01－009 �Hose �rl 

く4） �A8－HS－88 �Clamp �＿2 � � 

（5） �A8－HS－40 �Clamp BoIt Bo旺 Washer，SPring �2 

（6） �SBH14100201 ��4 

（7） �SBH14100301 ��8 

（8） �WS210 ��12 

‾‾画「 �WPllO �Washer，Plain �4 � � 

（10） �SNH140810 �Nut �4 

（11） �WS208 �Washer，SPrlng �4 

（12） �SBH14120401 �Bolt Nut �4 

（13） �SNH141210 ��8 

（14） �73－C－30－SG－30A �Grommet �1 � � 

（17） �0卜114145－1840 �Gasket �1 



1－3－2 �� 

1－3　FUEL　CONCERNED　　　　　　　　　　　SerialNo・ ����069～ 

、川ustNo． �Part　No． �Pa止　Nanne �QTY �CONV �Remarks 

1～（32） �021－01063－000 �FuelconcernddAssy �1 � � � 

1 �021－01053－000 �Tank，fuel �1 

2 �024－0130－001 �Packing �1 

3 �024－0250－000 �Cover Packing，COPPer �1 

4 �024－0120－001 ��1 

5 �024－0570－001 �Plug，drain �1 � � 

（1） �32－141－170 �Unit，tank �1 

（2） �92－59．62－1 �Plug Cap Filter，Pre �1 

（3） �3N－KY－CAP ��1 

（4） �01－898075－8550 ��1 

（5） �01－898075－8450 �ELementkit �1 � � 3N－J858790181 �Strainer �1 

（7） �01－898009－3970 �Pump，fuel �1 

（8） �01－898013－9861 �FiLter，fuel �1 

01－898008－8401 �ELement �1 

（9） �01－897383－4270 �Pipe Bolt，eye �4 � � 

（10） �01－109675－0951 ��4 

（11） �01－109630－0860 �Packing �8 

（12） �A8－MH6 �Band，hose �10 

（13） �GHO62200 �Hose，gaSOline �1 

（14） �GHO60600 �Hose，gaSOline �1 � � 

（15） �GHO61000 �Hose，gaSOline �1 

（16） �GHO63000 �Hose，gaSOline �1 

（17） �GHO63300 �Hose，gaSOline �1 

（18） �SBH18160351 �Bolt �4 

（20） �WP516 �Washer，Pl如n �4 � � 

（草1） �WP706 �Washer，Plain �2 

（22） �SBA6100351 �Bolt，hexagonsockethead �4 

（23） �SBA6100701 �Bolt，hexagonsockethead �2 

（24） �WS410 �Washer，SPring �6 



＼



1－4－2 �� 

1－4　ACCELERATOR　CONTROL　　　　　SerialNo・ �����069～ 

＼IltustNo． ��Pa止　No． �Pa止　Nanne �QTY �CONV �Remarks 

1～（12） ��522－00401－000 �AcceIeratorcontroIAssy �1 1 1 1 1 � � � 

1 ��524－0211卜001 �Spring ShaR Pedal，aCCelerator 

2 ��524－02120－201 

3 ��523－03271－000 

4 5 ��523－03281－100 �Bracket Bracket 

524－02130－001 ��1 1 1 � � 

6 ��524－02190－001 �Washer 

（1） ��00－18017－59500 �Plate，rubber 

（2） ��DU1320 �Bearing，dry �1 4 2 3 

（3） �92－L12 �Spring，COnical 

（4） �WP112 �Washer，PLain �� � 

（5） �SNH141210 �Nut Bolt 

（6） �SBH14120903 ��1 

（7） �SBH14100251 �Bolt Washer，SPring �2 

（8） �WS210 ��2 

（9） �SBH14080303 �Bolt Nut Hose，Vinyl �1 1 � 

（10） �SNH140810 

（11） �VHO6080010 ��1 

（12） �90－BCPM121910 �Cap，bolt �1 



ト5－2 �� 

1－5　PANEL　GAUGE　PIPING　　　　　　　　SerialNo・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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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730－01522－100 �PanelgaugepipingAssy �1 � � � 

1 �730－01501－000 �Panel �1 

2 �732－03440－000 �Bracket �1 

3 �733－06750－301 �PaneI，gauge �1 

4 �734－03660－001 �Plate �1 

5 �734－03650－101 �Cover Cover Meter，hour �1 � � 

6 �734－03780－001 ��1 

7 �744－29410－000 ��1 

8 �733－08090－000 �Bracket �1 

（1） �07－MA275911 �Gauge，fuel �1 

（3） �69－F〟012303WOlO �Switch，thermo �1 1 � � 

（4） �4G－E52BL－120－3 �Meter，thermo 

（5） �4G－ISK－004 �Unit，thermo �1 

（6） �73－C－30－NG－79－0 �Grommet �2 

（7） �75－Ptype �Ashtray �1 

（8） �WP512 �Washer，Plain �6 � � 

（9） �SBH11120251 �Bolt Meter，WOrkrecord �6 

（10） �32－62196－0014 ��1 

（11） �SBM8510 �Screw �7 

（12） �WS205 �Washer，SPring �7 

（13） �SBH14060151 �Bolt Washer，SPring �24 28 � � 

（14） �WS206 

（15） �TPS1125016 �Screw �3 

（16） �2P－4045－12 �日bow �1 

（17） �HNLO611206 �Bushing �1 

（18） �SBM8615 �Screw �4 1 � � 

（19） �01－9－13712－013－0 �Adapter 

（20） �73－AP－829－2 �HnadIe �1 2 3 

（21） �SBM8620 �Screw 

（22）　69－KG－032　　　　　　　　Bushing 



1－6－2 �� 

1－6　AIR　CLEANER　　　　　　　　　　　　　　SerialNo・ ����069～ 

IltustNo． �Pa止　No． �Pa止　Name �QTY �CONV �Remarks 

1～9 �08－32962－60660 �CleanerAssy，air �1 � � � 

1 �3E－P644207 �BodyAssy �1 

2 �3E－P896245 �ElementAssy，inner �1 

3 �3E－P812160 �ELementAssy，Outer �1 

4 �3E－P836765 �CoverAssy �1 

5 �3E－P826060 �Valve，VaCuate �1 � � 

6 �3E－836767 �0－ring �1 

7 �3E－P800124 �AdapterAssy �1 

8 �3E－REXO18171 �lndicator �1 

9 �3E－P896895 �Label �1 



1－7－2 �� 

1－7　RADIATOR　　　　　　　　　　　　　　　　　SeriaJNo・ ����069～ 

、川ustNo． �Part　No． �Part　Name �QTY �CONV �Remarks 

1～28 �3R－1900－343－0 �Heatexcahngercomb �1 1 � � � 

1 �3R－190卜343－1000 �RADCcomb． 

2 �3R－1906－343－8050 �OCSUBAssy �1 

3 �3R－1902－343－8010 �ACSUBAssy �1 

4 �3R－1578－522－0200 �Packing �2 

5 �3R－1578－542－0650 �Packing �1 � � 

6 �3R－1578－525－0700 �Packing �3 

7 �3R－1578－523－0180 �Packing �2 

8 �3R－1906－343－8010 �ACSUCAs去y �1 

9 �3R－1906－343－1000 �ACCcomb． �1 

10 �3R－1578－522－0700 �Packing �2 � � 

11 �3R－1901－343－3000 �FlameAssy Flame Packing �1 

12 �3R－1901－343－3200 ��1 

13 �3R－1578－522－0600 ��1 

14 15 �3R－1578－535－0620 �Packing �1 

3R－1578－533－0180 �Packing �2 � � 

16 �3R－1578－533－0650 �Packing �1 

17 �3R－3166－139－3521 �Co＝ar �4 

18 �3R－1141－399－3890 �Cushion �4 

19 �3R－1091－003－5100 �Cushion �4 

20 �3R－01024－81030 �Bo旺Assy �4 4 4 1 � � 

21 �3R－01024－80825 �Bo托Assy 

22 �3R－1260－143－4350 �Bolt，Wing 

23 �3R－190卜343－3250 �Bracket 

24 �3R－6091－003－5100 �Cap，PreSSure �1 

25 �3R－1557－314－1000 �Hose，rubber �1 2 1 1 � � 

26 �3R－1141－87卜5390 �Clip 

27 �3R－104卜013－5510 �CockAssy 

28 �3R－1557－107－1000 �Hose，Vinyl 



1－8－2 �� 

1－8INTAKE＆EXHAUSTCONCERNED　s。，ialN。． ����069～ 

（COLDWEATH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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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031－00770－400　　　　　　　Ⅰ �ntake＆exhaustconcernedAssy �1 � � � 

1 �033－03820－000 �Duct Clamp �1 

2 �034－02300－101 ��2 

3 �034－02640－001 �Felt Elbow �2 

4 �033－02960－100 ��1 

（1） �A8－HS－88 �Clamp Cuffs Hose �2 � � 

（2） �3S－ARcuffs－125 ��2 

（3） �3S－AR－125－1150 ��1 

（4） �WS210 �Washer，SPring �2 

（5） �SNH141010 �Nut �6 

（6） �SBH14120301 �膏。It �2 � � 

（7） �WS212 �Washer，SPring �2 



1－9－2 

1－9　01L　FILTER　　　　　　　　　　　　　　　　SerialNo・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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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1－897324－3861 �Filter，Oil �1 � �【i 

2 �01－113240－2322 �Ca止ridg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