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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AR944M

地下金属探测器

使用说明书

              简     介
AR944M型金属探测器是应用国外先进技术及
采用进口元器件制作的改进型新产品。与老
产品对比，该仪器在设计上力求精益，它具
有探测深度大、定位准确、分辨率强、操作
简便等优点。
    金属探测器主要用来探测和识别隐埋在
地下或其它介质内的金属物，它除了应用于
军事用途之外，还广泛应用于：
海关检查和安全检查
刑警部门的侦破搜查
检测原料、燃料、食品中的金属异物
检查邮件、行包中的金属异物
探查地下的管道、线路
考古、探矿
发现埋藏在地下的金银宝物和金属文物
废旧金属收购行业
   由于土壤是由各种矿物混合而成，在使
用旧式金属探测器是时，当探头与地面的距
离发生变化时，仪器信号也跟着变化，当探
头扫过凹凸不平的地面，或者靠近土堆、石
块、砖头等仪器都会发出信号，这个现象叫
做“矿化反应”。
在地层结构复杂的地方，“矿化反应”是非
常强烈的，它所引起的信号能够掩盖金属目
标信号，用户很难判断所发出的信号是金属
目标信号还是"矿化反应”信号。
改进型金属探测器采用先进的地平衡线路设
计，能消除绝大部分“矿化反应”影响，只
有在探测到金属时才发出信号，从而大大提
高了探测深度和准确性。

电源适配器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⑻

⑽

⑾

⑿

⒀

耳机⒂

⑹
⑺

⑹

⒁

⑼ ⑾

二 产品组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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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

三、组件及产品组装

1．组件

在购买本产品时请仔细检查包装箱内是
否有下列物品：

<01>

<11>

、产品功能特征  
 操作按钮 

电源 
  

④   
⑤     
⑥ 探测强度指示灯

主机组件*1PCS

<02>探盘组件*1PCS

<03>连杆组件*1PCS

<04>锂电池 *1PCS

<05>机牙螺丝(M5.0*33PM)*1PCS

<06>线夹*3PCS

<07>电源适配器 *1PCS

<08>伸缩铝管 *1PCS

<09>塑胶扳手*1PCS

<10>塑胶螺栓*1PCS

塑胶螺母*2PCS

<12>尼龙螺母 *2PCS

<13>尼龙螺栓 *2PCS

<14>连杆*1PCS

<15>耳机 *1PCS

<16>保修卡 *1PCS

<17>说明书 *1PCS

如果有任何部件遗漏，请向您的供应商
索取！

四
①
② 开关
③ 调节器旋钮

操作方式开关
工作调节旋钮

AR944M

Metal Detector
Underground 

 

⑦    /低电 　 
⑧   照明灯开关

⑨   耳塞插孔

⑩  　 充电插孔

    照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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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仪器控制键说明：

(一)按钮

在仪表控制面板中央下方有一个按钮键，
它的作用非常重要，仪器在调整、操作
过程中，经常要按下和放开该按钮；通
过按、放按钮，仪器的记忆电路会自动
记下调整后的状态。如果忘记按、放按
钮，必定影响探测灵敏度。

(二)电源开关

用于开启和关闭产品电源的供电作用。

最大探测深度：   1.5米
操作方式：       地平衡/识别
主振频率：       3.68 MHZ
信号频率：       7.200 KHz
电源：           7.4V　锂离子电池　1块
功耗：           ≤1.0W

(三)调谐器旋钮

调出“临界”状态。
调谐器的作用是调出“临界”声；将调
谐器由左边顺时针缓慢旋转，喇叭发音
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仪器在探测
使用前时，应该调到一种微弱的“嗡嗡”
声，能勉强听到就行了，这就是“临界”
声；只有调到这种微弱的声响时，仪器
才具有最高的灵敏度，若是把“临界声”
调得太大或根本没有声音，仪器的灵敏
度都会降低。
在调“临界”声之前，一定要按下按钮
然后再松开，否则调不出声音；如果在
探测过程中，“临界”声逐渐增大或减
少消失，就按放一下按钮使“临界声”
恢复之后再探测。
仪器使用完毕后，请关闭电源开关。 
(四)操作方式开关

操作方式开关分两个档位，即：地平衡
档和识别档；把开关拨到地平衡档，仪
器对所有金属都会响应，而且能排除
“矿化反应”的影响。若把开关拨到识
别档，仪器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金属。

(五)工作调节旋钮

工作调节旋钮是配合操作方式开关使用
的，它周围标有0-10的刻度。在地平衡
操作时，通过调节旋钮可以排除“矿化
反应”；在识别操作方式时，用它来区
分不同类型的金属。

(六)探测指示灯

在仪表控制面板中央区设有五级探测指
示灯，当仪器探测到金属或分辨金属类
型时，探测指示灯根据信号强度逐级递
增，信号越强，递增级数越多。

一、主要技术参数



十、电池的安装：

用右手大姆指按下电池门下方防滑凹槽位置

将电池门向下方缓缓推开。正确装入1粒7.4V  

锂电池至电池舱内，然后盖上电池门。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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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较大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首先
应把屋内的金属家具搬出去，然后用地
平衡档探明那些金属杂物并清除掉，经
过仔细的排除工作，把浅土层中的金属
都挖出来之后，才能向纵深的部位搜寻。
探测工作是一项细致而又艰苦的作业，
它要求操作者有耐心、信心和毅力；任
何探测器都不可能将地下的金属物体显
示得一清二楚，它只能大概地预示目标
的位置，若要能准确地找到所需的东西，
还要求用户具有丰富的经验，根据仪器
的反应仔细地分析，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七、探矿探测方法
使用本探测器可以探测埋藏不深的矿藏，
其中包括自然金矿、脉金矿、沉积沙金
矿、各种富矿等。
探测自然金块就想寻找金属硬币那样，
用地平衡方式进行；大多数金块埋在矿
化程度较高的岩石中，因此事先必须仔
细的调整好地平衡。
在金沙矿中，金子以极碎的形式和沙子
混合在一起，并且往往存在大量的重金
属矿的沉积物，这种混合物所引起的信
号与黑色金属相同，但反应比纯金属弱
一些，而且一般发声的区域比较宽阔。
本探测器也可以进行矿块筛选工作，进
行这项工作时，用户不必手持探测器，
而是将仪器固定在一个非金属支撑物上，
调出“临界”声，然后将矿石一块一块
地靠近探头，根据声音的大小来确定含
量的高低；应记住：每测完一块样品就
按放一次按钮；这种金属含量的测定技
术对脉金矿的筛选以及对旧矿井中留下
的矿尾的测定是很有用的，有些采矿人
常把表面看得见金子的矿石留下，其余
的矿石就扔掉了；其实，被扔掉的矿石
中有一部分含有金子。
对于铜、铁、锡、铅等金属矿，由其成
分和品位高低，所引起的型号各有不同，
用户可用一块标准的矿石来做试验，看

它对仪器的反映情况，从而确定这种矿
石与普通矿石的区别。
八 充电说明
当仪器电源指示灯颜色变暗或不亮时，
必须及时充电。

1.首先关闭仪器电源，将专用充电器的
插头插入仪器的充电插孔中。

2.将充电器插入市电（100-240V 50/
60HZ交流）插座上；充电指示灯亮红灯，
充电器开始对仪器进行充电。

3.当充电指示灯由红色转为绿色时，表
示电池已充满，将充电器取下。
九 注意事项：

如果仪器工作不正常，声音增大之
后不能减小，说明电池电力不足，应及
时充电。

二 不要在金属的上方按下按钮，应在
没有金属的地面按下按钮，探测时不能
按住按钮不放。

三 如果仪器不能保持“临界”声，说
明仪器有故障，应送回工厂修理。

             警     告

任何金属探测器都可以探测到地下的电
缆、金属管道及一些爆炸物体，为了个
人安全，
请遵循以下几点：
1、不要在可能埋有电缆或管道的地方进
行探测。
2、不要碰触地下任何可能带电的线缆。
3、不要碰触任何地下管道，尤其是可能
带有可燃性气体或液体的管道。
4、挖掘地下物体时保持必要的谨慎，尤
其是在不了解地下状况的地域。
5、遵守有关法令、法规。
6、不要擅自打开主机外壳，仪器必须轻
拿轻放。
7、不要将电池的正负极短路，不要将电
池投入火中，否则可能发生爆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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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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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电源/低电指示灯
在电源开关旁边设有电源指示灯，当仪
器电源开启时，指示灯亮红灯；当电池
欠压时，指示灯变暗，提示用户及时充
电。
(八)照明灯开关
    在主机侧面设有照明灯开关，当开
关打开时，主机底部照明灯点亮，便于
在黑暗环境或夜间使用探测器。
(九)耳机插孔
探测器配有耳机，当插上耳机后，喇叭
声音中断，用户可以从耳机听到声音，
以便于在嘈杂的环境中或夜间操作。
(十)充电插孔
    在主机侧面设有充电插孔，用于对
锂电池进行充电。

六、金属探测方法 
探测器的探测操作如工兵探雷，探头与
地面保持10-15厘米的距离，沿着地面
平行移动，探头不要抬得过高，以免降
低探测深度。

(一)地平衡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消除大地的“矿化反应”
影响，且具有较佳的穿透能力；因此，
不管是室内还是野外作业，均首选此方
式；当探明地下有金属物存在后，再用
识别档去辨别金属的种类。
在地平衡操作方式中，只要探头移到了
目标金属物的上方，仪器就会发出连续
的声响，任何类型的金属都会使声音增
大，仪表的探测指示灯将会逐级递增。
操作过程如下：

1、操作方式开关拨到地平衡档。

2、抬起探头离地面70-80厘米左右。

3、打开电源开关，按下按钮然后松开，
顺时针旋转调谐器直到调出“临界声”。
4、将探头靠近地面，离地面10-15厘米
左右，这时如果“临界声”增大了，就
抬起探头，按下复位按钮然后松开，把
工作调节旋钮逆时针向左旋转一点，然
后靠近地面再试，如果声音仍增大，继
续按上述程序把工作调节旋钮向左旋转
一点再试，经过数次调整之后，直到探
头抬起和放下“临界”声没有变化，地
平衡就算调好了；仪器经过这样调整之
后，大地的“矿化反应”基本上被排除，
探头在地面上随意移动不会改变“临界”
声，只有探测到金属目标时才发出信号。
5、如果探头靠近地面时声音很小，就抬
起探头，按下按钮然后松开，将工作调
节旋钮顺时针向右旋转，再靠近地面试
一试，若声音仍然变小，又再调一次，
直到抬起和放下探头时声音不变为止。
6、注意：进行上述每一项调整之前，
都要按下按钮然后松开。
7、通过上述的调节之后，就可以沿着
地面慢慢地移动探头，在探测过程中仪
器应始终保持“嗡嗡”的“临界”声，
如果声音慢慢的增大或减小，可按、放
按钮使“临界”声恢复正常；在探测到
金属物时，仪器会发出较大的声音，探
测指示灯将会逐级递增。
(二)识别方式
这种方式能区分有色金属（金、银、铜
等）和黑色金属（磁性金属，如钢、铁
等），也能根据声音、指示来选择需要
的和不需要的金属目标；该识别方式没
有地平衡的作用，不能排除由于土壤结
构所引起的“矿化反应”影响，这就要
求严格地保持探头与地面的距离不变，
沿着地面上慢慢地平行移动。

操作过程如下：

1、操作方式开关拨到识别档。

2、打开电源开关，按下按钮然后松开，
顺时针旋转调谐器直到调出“临界声”。

3、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工作调节”旋
钮以排除那些不需要的目标；例如在一
个废铁钉很多的地方探测时，到处都是
铁钉发出的信号，使探测工作很不方便；
遇上这样的情况，你可以预先放一颗铁
钉在地上，让探头扫过铁钉的上方，如
果仪器的声音很大，就按下按钮然后松
开，将“工作调节”旋钮逆时针向左旋
转一点，然后再试一次，如果声音减小
了，同样移开探头，按下按钮然后松开，
将“工作调节”顺时针向右旋转一点，
再把探头移到铁钉上试一次，一直调到
声音不变为止，；调好之后，地里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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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以及比铁
钉大的黑色金属都会使仪器发出较大的
声响。
4、将工作调节旋钮调至刻度2以下，较
大体积的有色金属使声音增大，较大体
积的黑色金属使声音减小；将工作调节
旋钮调至刻度7以上，较大体积的有色金
属使声音减小，较大体积的黑色金属使
声音增大。
如果被识别的目标是一块黑色金属的薄
板，那将会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在探头移近它的边缘时，它的反应应与
黑色金属相同，但当探头正对着薄板中
心时，它的反应就跟有色金属一样。

(三)探测实例
以上介绍了仪器的两种方式，在实际探
测时用户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使用仪器。
例如在一座古老的房子里寻找埋藏较深
的遗物，由于长期以来地下掩埋着各种
各样被丢弃的金属杂物如铁钉、铜线、
旧锁、铁锅的碎片等等，这些东西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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