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2 ��l 

6－lFORWARD／BACKWARD　　　　　se，ialN。． ����002～ 

CONTOROL 

川ustNo． �Pah　No． �Pa｛　Name �QTY �CONV �Remarks 

1～（25） �551－0401－100 �Forward／Backwardcontorol 　　　　　　Assy �1 � � 

1 �552－060卜000 �Bracket �1 

2 �554－1730－001 �Cover �1 

3 �553－1990－001 �Bracket �1 

4 �554－1690－001 �Magnet　2 �2 

5 �554－1680－101 �Magnetl �2 � � 

6 �553－2770－001 �Lever �1 

7 �554－0790－001 �Knob �1 

8 �552－0610－000 �Link Metalfitting，lever �1 

9 �553－2760－001 ��1 

11 �604－0320－001 �Clevis �1 � � 

12 �554－2010－000 �Stopper �1 

13 �324－0010－201 �BoIt，Set �2 

（1） �PNB63235040 �Cable �1 

（2） �RBLO810 �Joint，balI �1 

（3） �SNH140810 �Nut Nut �1 � � 

（4） �SNH141010 ��1 

（5） �DU2030 �Bearing，dry Nut Bolt �1 

（6） �SNH141410 ��3 

（7） �SBH14100201 ��4 

（8） �WS210 �Washer，SPring �4 2 � � 

（9） �SBH14120251 �Bolt Washer，SPring 

（10） �WS212 ��2 

（11） �WPlO6 �Washer，Plain �1 

（12） （13） �PS2020 �Pin，SPlit �1 

KREO30 �Ring，SnaP �1 � � 

（14） �73－C－91－3 �Catch，magnet �1 

（15） �SBM7312 �Screw（＋） �2 

（16） �SBM8312 �Screw（＋） �2 

（17） �WS203 �Washer，SPnng �2 





6－2－2 ��l 

6－2　TRAVELING　CONTOROL　　　　　　SerialNo・ ����002～ 

‖ustNot �Pa止　No． �Part　Name �QTY �CONV �Remarks 

（1）～（2） �412－0432－000 �TraveIingcontoroIAssy �1 � � 

（1） �39－NFO664－00 �Lever Screw（＋） �1 

（2） �TPS1115010 ��4 



6－3－2 ��l 

6－3　0PERATINGCONTROL　　　　　　se，ialN。． ����002～ 

AUGER　BRAKE 

HustNo． �Part　No． �Part　Name �QTY �CONV �Remarks 

1～（16） �422－0543－000 �OperatingcontroIAssy �1 � � 

1 �424－1800－001 �Adapter �1 

2 �423－1580－000 �Pipe Bracket �1 

3 �423－1441－100 ��1 

4 �423－1591－000 �Valve，magnet �1 

（1） �3J－21B－2－1K－9207－R �Caliper．brake �1 � � 

（2） �WP106 �Washer．plain �2 

（3） �SBH14060501 �Bolt �2 

－（4） �WS206 �Washer，SPring �2 

（5） �SBH11120301 �Bolt �2 

（6） �WS212 �Washer，SPring �2 � � 

（7） �SBH18140301 �Bott �4 

（8） �WS214 �Washer，SPring �4 

（9） �HO5051041350P �Hose Hose �1 

（10） �HOOO50041750P ��1 

（12） �20－AS568－906 �0－ring �3 2 � � 

（13） �2L－WEUP－0－233H �Elbow 

（14） �HHO16NJ �Band，Hose �1 

（15） �SNH140610 �Nut Nipple �2 

（16） �TNL104 ��1 



6－4－2 ��l 

6－40PERATINGHYDRAULIC　　　　　se，ialN。． ����002～ 

CONTO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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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581－0853－000 �Operatinghydrauliccontorol 　　　　　Assy �1 � � 

1 �582－1650－000 �Lever，COntbrol �1 

3 �584－2750－101 �Sha什 �1 

4 �584－1240－001 �Collar �1 

5 �584－0070－001 �Clevis �1 4 1 

6 �604－046卜001 �Clevis �� � 

8 �604－0470－000 �Clevis 

9 �604－0480－000 �Clevis �2 

10 �584－2820－001 �Link Link �4 

11 �584－2800－001 ��2 

12 �584－0920－100 �Knob（chutefoIding） �1 � � 

（1） �39－1000281－00－1000 �Cable �1 

（2） �39－100028卜00－0840 �Cable �2 

（3） �39－1000281－00－1080 �Cable �1 

（4） �39－1000281－00－1040 �Cable �2 

（6） �PNB42065040 �Cable �1 � � 

（7） �仙PlO6 �Washer．plain �18 

（8） �SBH14080901 �Bolt Bolt Nut �4 

（9） �SBH14080801 ��2 

（10） �SNH140810 ��6 

（11） �WS208 �Washer，SPnng �6 � � 

（16） �DU1615 �Bearing，drY Pin Pin，SPlit �2 4 1 4 

（17） �12－21011－33307 

（18） �12－9360卜12082 

（19） �12－9431卜05082 �VVasher 

（20） �PRO50032 �Pin，SPring �1 1 � � 

（21） �SNH141010 �Nut Joystick 

（22） �39－263940－012 ��1 1 1 

（23） �39－NF1002－00 �Joystick 

（24） �39－NFlOO3－00 �Joystick 





6－5－2 ��l 

6－5　DISK　CALIPER　　　　　　　　　　　　SerialNo・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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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3J－21B－2－1K－920二卜R �Disk　caliper　Assy �1 1 � � 

1 �＊ �Caliper 

2 �＊ �Plug Bolt Bolt �1 

3 �3J－113－1810 ��8 

4 �3J－113－2810 ��1 

5 �3J－113－3810 �Nut Washer，tOOthedLock �1 � � 

6 �3J－113－4810 ��9 

7 �3J－116－1110 �Plate，keep �1 

8 �3J－116－1120 �Plate，SuPPOrt �2 

9 �3J－216－5121 �Pipe，bridge �1 1 

10 �＊ �Plate，name �� � 

11 �＊ �Screw，bleeder �1 

12 �＊ �Ball Cap Packing �1 

13 �＊ ��1 

14 �＊ ��1 

15 �3J－MK2－9207 �Pad　Assy �2 � � 

16 �＊ �Cylinder　Assy �2 

17 �3J－117－3450 �Seal，dust �2 

18 �3J－115－3430 �Ring，retaining �2 

3J－226－9850 �Bleederkit（Key　No．11～13） �1 

3J－22卜6628 �Cylinderkit 　（KeyNo．3，6，11～13，16） �1 � � 



6－6－2 ��l 

6－60PERATINGHYDRAULIC coNTOROL（OPTl0NAL8SERIESSPEC・）SerialNo・ ����002～ 

HustNo． �Part　No． �Part　Name �QTY �CONV �Remarks 

1～（8） �581－0840－300 �OperatinghydrauLiccontorol 　　Assy Lever Co”ar �1 1 1 1 1 � � 

1 �582－1690－100 

2 �584－1130－001 

3 �584－0070－001 �Clevis 

4 �604－0470－000 �Clevis 

5 6 �734－2250－001 734－2380－001 �Lid Ptate �1 1 � � 

7 �584－2260－100 �Knob（slide　auger） �1 

8 �584－1190－100 �Knob（tipping） �1 

9 �584－2420－100 �Knob（svvingauger） Knob（foldingsidesnow 　　cutter） �1 

10 �584－0590－100 ��1 � � 

（2） �DU1615 �Bearing，dry �2 

（3） �12－21011－33307 �Pin Pin，SPIit �2 

（4） �12－93601－12082 ��2 

（5） �12－94311－05082 �VVasher �2 

（6） �SNH141010 �Nut Screw（＋） �1 � � 

（7） �SBM7415 ��4 

（8） �PNB42075040 �Cable �1 



6－7－2 ��l 

詣言言慧監ヲ豊誤吉等欝？Lser抽 ����002～ 
HustNo． �Pa止　No． �Part　Name �QTY �CONV �Remarks 

1～（22） �551－0324－000 �Forward／backwardcontorol 　　　　　Assy �1 � � 

1 �553－3060－000 �Bracket �1 

2 �553－2390－001 �Cover �1 

3 �553－1990－001 �Bracket �1 

4 �553－2382－101 �Lever �1 

5 �554－0790－001 �Knob Link �1 1 � � 

6 �552－0671－000 

7 �553－2760－001 �MetaL　fitting．lever �1 

8 �324－0010－201 �Bolt，Set �2 

9 �604－0320－001 �Clevis �1 

10 �732－1403－000 �Pane12，COnSOLe �1 � � 

11 �733－4240－000 �Panel3，COnSOle �1 

12 �734－2950－001 �Plate，rubber �1 

（1） �PNB63180040 �Cable �1 

（2） �RBLO810 �Joint．balI �1 

（3） �SNH140810 �Nut Nut Bearing，dry �1 1 � � 

（4） �SNH141010 

（5） �DU2030 ��1 

（6） �SNH141410 �Nut Bolt �3 

（7） �SBH14080151 ��4 

（8） �WS208 �washer，SPring �5 � � 

（9） �SBH14120251 �Bolt �2 

（10） �WS212 �washer．sprlng �2 

（11） �WP106 �Washer．plain �1 

（12） �PS2020 �Pin．split �1 

（13） �SBH14100353 �Bolt Nut Bott Washer，SPnng �2 2 4 4 1 � � 

（14） �SNH141010 

（15） �SBH14100201 

（16） �WS210 

（17） �73－C－30－SG－38A　　　　　　　Gromm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