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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MGG18/19 检测器与 MGG14C 转换器一起作为 FM 认证的非易燃防爆型
产品使用，则检测器和转换器均应为 FM 认证的非易燃防爆型产品。否则，二
者无法作为 FM 认证的非易燃防爆型产品使用。









題2-2 28管的安装



第2章 本t監督的世萱

基本的安装方法

安装（捜）

園2-3 一体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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