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手册 MD-5008MD-5008MD-5008MD-5008

请在使用之前仔细阅读

MD-5008 地下金属探测器
地下金属探测器主要技术性能

电源： DC12V
信号频率： 7KHZ
音响频率： 400HZ
灵敏度：小盘 25~30CM（USD25sent）
大盘 35~40CM（USD25sent）

最大探测深度：小盘 1.5M
大盘 3.0 ~3.5M
注意：本地下金属探测器最大探测深度的目标为：60×60×1CM的

铝板。

产品性能：能探测地下深度 3.5米

净重： 2.875KG
包装: 32.5*17*82.5CM 双层瓦楞纸板!

产品描述：美国先进技术制作的地下金属探测器，具有探测度广、定

位准确、分辨力强、操作简易等特点。地下金属探测器主要是用探测

和识别隐埋地下的金属物和金银宝物。地下金属探测器除了在军事上

应用外，还广泛用于：安全检查、考古探宝、探矿。



整机操作零件名称

1． 探测大盘。

2． 探测盘紧固螺杆与螺母。

3． 探测杆活动部分。

4． 探测杆活动部分锁紧装置。

5． 指示表头。

6． 电源指示灯。

7． 电源“通-断”开关。

8． 调零按钮。

9． 探测灵敏度调节旋钮。

10． 识别功能调节旋钮。

11． 整机托架。

12． 耳机插孔。

13． 外接电源输入插孔。

14． 地平衡功能调节钮。

15． 临界声调节钮。

16． “地平衡—识别”工作方式转换开关。

17． 探测盘输出电缆整机输入插孔。

18． 外接 1号干电池盒。

19． 探测小盘

概述

使用此金属探测器你能够轻松地在各个地域寻找到钱币、遗物、珠宝、金

银等贵金属。MD-5008型金属探测器不但具备多种功能，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

便。

探测器的整机概貌如图 1111
电平表及指针 显示探测到金属与否及金属类型。

声 音 指 示 对探测到的金属会发出固定频率声音指示。

防水型探测盘 即使在水中，也可以使用探测盘进行探测。

注意：探测盘是防水的，但控制面板却不是防水的。

可调整的探测杆——你可以把探测杆调整到最适合的长度。

注意：探测器需要八节 1.5V的干电池。（未配备）

一....准备工作（参阅图 1111相应零件部分）

1.1.1.1. 组装金属探测器

组装金属探测器简单而且勿需任何特殊工具，只要按以下几个步骤做就可

以了：

1.1.顺时针旋转探测杆上的锁紧装置“4”，使它松动。

1.2.手持探测器站立，当探测盘与地面的距离在 20CM左右时，使胳臂自然



地舒适地摆放，你可以依此调整探测杆的活动部分“3”的长短。

1.3.逆时针旋转锁紧装置“4”使它锁在固定的地方。

1.4.扭开探测盘上“2”的螺母并把它和螺杆移开。插入探测杆并把它对准探

测盘上的支架孔，把螺杆重新插入孔中，再把螺母上紧。

1.5.把探测电缆比较紧地缠绕在金属杆上。留下一定长度的电缆使得在探测

不平坦的地面时能够对探测盘进行调整。

1.6.把探测盘上的输出电缆插头插入主机前端的输入插孔“17”。注意确定插

头上的针对准了插孔。若没有对准，而用很大的力硬插，则将会损坏插

头中的插针而导致整机不能正常工作。

注意：把探测盘电缆与主机断开，请抓住插头把其拔下，勿要拔电缆线。

1.7.松动探测盘“2”上的螺母，以便于调整探测盘达到需要的角度（探测盘

应该与地面平行）。把螺母拧到一个适当的程度便于探测盘旋转。

注意：不要把探测盘拧得过紧，也不要用钳子等工具来拧紧它。

2.2.2.2. 安装电池

注意：

● 只能使用要求尺寸及推荐型号的新电池。

● 不要把旧电池和新电池以及不同型号的电池（标准电池、碱性电池，

或者可充电电池）或者不同容量的可充电电池混在一起使用。

2.1 机内电池的安装：

2.1.1把探测器上的电源开关“7”置于“OFF”位置。

2.1.2如图 2所示，按住右边的电池盖，并按箭头上的方向把盖子移开。

图 2222
2.1.3 把 4节 5号干电池放入电池舱内，注意对准正负极的标记。

2.1.4 重新盖好右边的电池盖板。

2.1.5 如图 2所示，按住左边的电池盖，并按箭头的方向把盖子移开。

2.1.6 按正负极的正确方向把 4节 5号干电池放入电池舱里。

2.1.7 重新盖好左边的电池盖板。

2.2 外接电池盒电池的安装：

将 8节 1号 1.5V干电池按盒内壳体上所标“+”“ -”极压入，然后盖上

电池盒盖，并将其输出电压插头插入主机后端外接电源输入插孔“13”

既可。

注意：

● 及时更换旧电池及弱性电池；电池能泄露化学物质从而损坏电子部件

● 如果没有计划连续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使用探测器，请把电池取出

● 正确地处置旧电池

通过使用耳机，你能够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因为耳机比起内装的扬

声器来要省电。

3.3.3.3. 测试电池

开机后，如果探测器的指示灯很暗或不亮，会使探测器不能打开，音量较

弱，不能适当地调谐，操作起来不稳定，或出现偏移，那么就表明电池的

能量不足，需要更换电池。

4.4.4.4. 调整电平表

把电源开关调至关闭，如图 3使用螺丝刀把指针对准刻度上的 0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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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3
5.5.5.5. 使用耳机

你可以连接一个立体声耳机（需自行配备）到探测器上，这样你就能够一

个人听音。使用耳机在节省电池的同时，还能更容易地确定声音上细微的

改变，从而达到更好的探测效果。把耳机连接到探测器上，需要把耳机上

的插头插入到主机后端耳机输入插孔“12”上。当你使用耳机时，内装的



扬声器就不会发出声音。

二.... 功能钮说明

1.1.1.1. 调零按钮（“8888”）

在手握探测器手柄的食指位置有一个按钮，叫做调零按钮“8”。将它按

下，电表的指针就回到 0刻度处。还须指出的是，在调整仪器的任何一

个旋钮时，都必须先按下调零按钮，调好之后再放开，在探测的过程中，

仪器随着环境的变化，电表的指针会偏离 0刻度，

按一下按钮指针就又回到 0刻度了。因此在整个过程中要经常按此按钮。

注意：在刚开机时，需要有一分钟左右的预热时间。否则按下调零按钮，

一放开，指针又会偏离，预热后就能保持正常。

2.2.2.2. 临界声调节旋钮（“15151515”）

调节临界声旋钮“15”，仪器的声音可以从无到有，从轻到响，当声音从

无到刚有而勉强可以听到时，称为临界声。只有将仪器调至临界声时，

仪器才有最高灵敏度。否则无论声音太大或根本无声都将降低探测效果。

注意：在调临界声时，调零按钮应按下，调好后再放开。

3.3.3.3. 灵敏度旋钮（“9999”）

灵敏度旋钮“9”是控制探测器的灵敏度的，将旋钮逆时针旋到底，则仪

器灵敏度最低，反之，顺时针旋到底，则灵敏度最高，探测深度最大。

灵敏度的调节视环境而论，并非越高越好，例如，在“矿化反应”大的

地方，灵敏度太高会引起假信号，仪器到处乱响，反而探不到东西。这

时就应该降低灵敏度来减弱复杂地层对仪器的影响。

4.4.4.4. 地平衡旋钮（“14141414”）
供整机在地平衡工作状态时消除“矿化反应”用。

5.5.5.5. 识别旋钮（“10101010”）

供整机在识别工作状态时识别金属类别及排除不需要目标用。

6.6.6.6. 工作方式开关（“16161616”）

工作方式开关“16”有两个档位：向上是地平衡档；向下是识别档。

在地平衡时能排除地层“矿化反应”的影响。在仪器调好地平衡之后，

工作稳定，因此一般开始对某一地段探测时都采用这个方式。

在识别时可以区分金属的种类或者在那些有大量废弃金属杂物的地方选

探大件的有价值的金属。

三.... 实际探测方法

1.1.1.1. 准备探测

放入电池后，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6”亮，仪器即通电工作。

刚开机时请注意观察电表，一般情况下表针不在中位而是偏往一边，按 、

放一次按钮后表针暂时回到中间，但又慢慢向一边偏移，这表明仪器的

状态尚未稳定，不能马上使用。你可以多按几次按钮，过些时间之后指

针就不再偏移了。上述现象是正常的，仪器开机后都有短暂的预热时间 ，

在此段时间应把探头提到空中不动，待表针回复零位之后才可以进行探

测工作。在按下按钮的同时应看一下电源指示灯，如果暗淡无光就必须

更换电池。

仪器实际探测时有如工兵探雷，操作者握着手柄让探头缓缓地沿地面移

动，在整个探测过程中应保持探头与地面的距离为 20厘米

左右，尽量不要使距离忽大忽小地变化。探到金属时，仪器便发出声音 ，

同时电表的指针也有刻度指示。

人身上的金属会影响探测，要求操作者把身上的手表、戒指、金属皮带

扣、香烟盒等金属杂物全部除掉，并且不能穿带钉的皮鞋，最好穿布鞋

或塑料鞋工作。

2.2.2.2. 地平衡方式

在地平衡工作方式中，只要探头移到任何类型金属目标的上方，仪器就

会发出声响，电表指针同时向右偏移。操作步骤如下：

2.1 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

2.2 把工作方式开关拨到地平衡档。

2.3 把探头提离地面 60厘米左右不动，让仪器预热片刻，按、放几次调零按

钮，直到电表的指针回复零位之后不再偏移为止。

2.4 调出临界声。

2.5 把探头降落到离地面 20厘米左右，如果声音变大，就抬起探头（60厘
米左右）把地平衡旋钮朝反时针方向旋转一点再靠近地面试一试，如果

声音仍然增大，又再往反时针方向转一点，直到抬起和放下探头声音不

变为止，如果按上述的过程试验声音是减小的，则需把地平衡旋钮朝顺

时针方向调整，直到声音不变为止。

按照上面的方法调好地平衡之后，仪器基本上消除了“矿化反应”

的信号。

2.6 探头沿地面搜索，注意与地面保持 20厘米左右的距离。

在遇到金属时即发出声响，同时，电表指针偏离零位。

注意：

● 如果在某一个地点调试时不管怎样调试声音都是增大的，说明该处

埋有金属。应该换一个地方调试地平衡。



● 每次提起探头拧转地平衡旋钮时，都应该先按下调零按钮，拧好之

后松开调零按钮再向地面降落。

3.3.3.3. 识别方式

识别方式没有地平衡的作用，因而土层的“矿化反应”很大，操作人员

要谨慎使用。

操作步骤如下：

3.1 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

3.2 把工作方式开关拨到识别档。

3.3 预热，且待指针稳定指零。

3.4 调出“临界声”。

3.5 识别黑色与有色金属：

把识别旋钮拧到“MIN”的位置，黑色金属（钢、铁）使声音增大，电

表指针向右偏离。如果识别旋钮拧到“MAX”的位置，则有色金属使声

音增大，电表指针向右偏离。

3.6 消除杂小目标的方法

如果探测地点的土层中有很多废弃的金属杂物，它们一般都没有什么用

处，探测时可以把它们的报警信号预先消除。例如：遇到这样的情况时 ，

可以预先放一颗铁钉在地上，让探头扫过它的上方，如果仪器的声音增

大了，就按下调零按钮，把识别旋钮向右（顺时针方向）拧转一点，松

开调零按钮再探一次。经过反复调节直到搜索铁钉上方刚好没有声音变

化为止。调好之后，地面埋藏的铁钉以及比铁钉小的黑色金属都不会使

仪器的声音增大，而所有的比铁钉大的黑色金属都有较大的报警声。

四.... 探测注意事项

1.1.1.1. 室内测试及注意事项

1.1 拿开身上佩带的手表、戒指及其它珠宝首饰，然后把探测器放在木制或

塑料桌子上。

1.2 调整探测盘的角度使其盘面与天花板平行。

注意：不要在建筑物的地板上使用探测器，因为大部分的建筑物地板里

都有金属存在，它们会干扰到被测试的物体，或完全混淆探测信号。

1.3 在距探测盘一定的地方移动你想测试的材料样品（例如一个金戒指或钱

币）。

注意：

● 探测盘不能对静止的物体进行探测，因为此时你并没有用探测器进行搜

索扫描，所以你必须移动被测试的物体。

● 如果你能使钱币的平面（而不是边）与探测盘平行，

探测起来就会更加容易。

2.2.2.2. 室外测试和使用

2.1 在室外寻找一块没有金属的区域。

2.2 将你想探测的样品（如金戒指或钱币）放在地上。（如果你使用的是贵

金属如黄金来测试的话，把放置区域做好标志以备以后便于找到。不

要把样品放到高的草木上或树林中）。

2.3 手持探测器，使探测盘平行地面上一定距离处，在放置样品区域上方

缓慢移动探测盘进行边对边（左右移动）搜索。

五.... 主要技术性能及保养与维护

1.1.1.1. 主要技术性能

电源： DC12V
信号频率： 7KHZ
音响频率： 400HZ
灵敏度：小盘 25~30CM（USD25sent）

大盘 35~40CM（USD25sent）
最大探测深度：小盘 1.5M

大盘 3.0 ~3.5M
注意：本探测器最大探测深度的目标为：60×60×1CM的铝板。

净重： MD-5008 2.875KG
2.2.2.2. 保养与维护

2.1 探测盘电缆所连的插头绝对不能受潮，遇到这种情况需把插头烘干后才

能使用。

2.2 烈日暴晒之下不能工作。

2.3 如果用户自己打开机盒，厂方将不予修理。

3.3.3.3. 其它相关事项

3.1 遵守国家地方的法律，探测前必须获准合法使用。

3.2 遵守别人的权利和所有权。

3.3 不要破坏历史古迹及考古遗物。

3.4 恢复被测量地的原貌。

3.5 只能在安全领域使用金属探测仪。

3.6 必须把废弃的垃圾扔到准许地点，以免给环境造成污染。



连连连连 之之之之 新新新新 产产产产 品品品品 保保保保 修修修修 卡卡卡卡

尊敬的用户：

首先感谢您购买我公司的产品，为了保障您的权益，为了使我们的服务让

您更满意，在购买后请您务必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以确保使产品发挥最佳作

用，并妥善保存好此保修卡。再次感谢您的选择。

保修说明：

一：自购买我公司产品之日起，此保修卡有效期限为一年，保修卡上资料必须

填写完整，并有最终经销商加盖的印章，如果没有印章，请找原购买处补

盖以保证您的权益，否则我公司不负责保修和维护。

二：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我公司对产品实行质量保证具体措施如下：

1、自购买之日起一个月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我公司给

予更换。

2、自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我公司实行免费保修。

三：所谓正常使用情况下，是指非人为故意和过失因素所导致损坏，即非人为

操作不当、非自行拆卸、检修所造成的非自然损坏。

四：如果您购买我公司的产品出现任何问题，请直接与我公司联系或与经销商

联系：

技术咨询电话：+86-769-83228612 81108720

销售服务电话：+86-769-83654607

传 真：+86-769-83228650

网 址：HTTP://WWW.0769JC.COM E-mail:0769@0769jc.com

用用用用 户户户户 资资资资 料料料料 填填填填 写写写写

用户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购买日期：

产品名称： MD-5008MD-5008MD-5008MD-5008型地下金属探测器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盖章：

http://www.0769j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