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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技 术 规 格

觅宝独家“真正的数码”VFLEX技术。
305、505考古探测器和X-TERRA 705的探测
能力均可通过更换线圈来改变。

X-TERRA 305

调节范围48”(1220mm) 到 56”(1420mm)

重量

2.9 lbs(1300g)包含电池

线圈

9”同心 7.5kHz 防水

音频输出

可以选配。

耳机

面的显示（X-TERRA 705） - 单手也能使
用所有功能，即使在弱光条件下也能清楚地

X-TERRA 705

长度

考古探测器有同心圆、双环形和椭圆形线圈

宽大的液晶屏，配置了背光灯，便于阅读上

X-TERRA 505

考古系列

内置扬声器或耳机
1/4”(6.3mm)立体声插孔
76x37mm液晶显示

可视化显示

没有

背景灯

没有

有

VFLEX 单频正弦波

传输
线圈频率

2种(标准7.5kHz, 高
18.75kHz)

3种(标准7.5kHz,低3kHz,
高18.75kHz)

3种(标准7.5kHz,低3kHz,
高18.75kHz)

深度

标准

增强

最大化

探测模式

1（硬币和宝物）

1（硬币和宝物）

2（硬币和宝物，探矿）

识别样式

2 + 全金属

3 + 全金属

4 + 全金属 + 铁质

多段陷波识别 -自定义您的搜索位置，节省

个人样式

2

3

4

浪费在排除“垃圾”上的宝贵时间，用于更

识别扫描

12段

19段

28段

有价值的发现。

目标身份

看到探测结果。
重量轻，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平衡设计 - 是
适合整个家庭探测的理想选择。

数字显示和数字音频音身份

目标身份数值范围

-4 至 44

-9 至 48

-8 至 48

音频音调

1,2,3 和多种(12)

1,2,3,4 和多种(19)

1,2,3,4 和多种(28)

地面平衡

手动 (0-20)

手动 (0-50)

手动 (0-90),自动、海滩、跟
踪、跟踪偏移

精确定位

有

有

2模式（自动和尺寸）

灵敏度调节

1-10

1-20

1-30

杂音消除频段

3(-1,0,1),手动

5(-2,-1,0,1,2),手动

5(-2,-1,0,1,2),手动和自动

音频和视频目标信息能帮助您从有价值的目

阈值

调节 (-5 至 25)

调节 (-5 至 25)

调节 (-5 至 25)

标和数字目标中轻松地排除“垃圾”发出的

目标音频调节

调节 (0-10)

调节 (0-30)

调节 (0-30)

反馈声调。

记忆卡

手动（X-TERRA305/505），自动跟踪
（X-TERRA 705）地面平衡 – 能适应各
种土质条件，有效提高探测性能。X-TERRA
705可以用于海滩、公园、农田以及废弃的
金矿等地进行探测。

想要进行快速挖掘目标操作时，需要使用精
确定位和深度显示功能。

电池电量低的报警音
电池
线圈配件

可编程功能包括识别模式和用户设置。
其他配件

3年部件及劳动保修。

X-TERRA 305

X-TERRA 505

即使电池被移出，仍可保留用户设置
有,视频和音频
4 x AA 碱性 (不含)
9”低频同心线圈，9”同心高频线圈，6”双环高频线圈，6”同心磁场线圈，10.5”双环磁场线
圈，10.5“双环高频线圈，10“椭圆双环高频线圈
橇板，耳机，短轴，包括环境控制箱，探测器携带袋，垃圾袋及Minelab工具，Minelab的挖掘工
具

X-TERRA 705
您所在地区的经销商：

Minelab Electronics Pty Ltd
118 Hayward Ave, Torrensville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5031
澳大利亚
Tel: +61 (0)8 8238 0888
Fax: +61 (0)8 8238 0890
Email: minelab@minelab.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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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lab International Ltd

Minelab Americas

(Europe, Middle East & Africa)

(North & South America)

Unit 207, Harbour Point Business
Park Little Island, Co. Cork
爱尔兰
Tel: +353 (0)21 423 2352
Fax: +353 (0)21 423 2353
Email: minelab@minelab.ie

1938 University Lane, Ste A.
Lisle, IL. 60532
美国
Tel: +1 888 949 6522
Fax: +1 630 401 8180
Email: info@minelabameric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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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系列

考古系列介绍

新一代考古探测器集成了Minelab觅宝公司成熟的单频技术-VFLEX。该系列探测器探测能
力强，功能丰富，具有国际顶级探测性能。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专业的探测人员，探测器
在手，在您的整个发现和冒险之旅中，都能发挥最佳探测效果。
其他人可能会仿效制造我们的考古探测器，但是我们产品重量轻、易于使用和探测灵活性
是没法仿制的。使用我们的探测器，您能探测更大的深度，获得更高的探测灵敏度，还能排
除不同土质造成的影响，无论在金矿、农田或是在海滩，都能发挥其卓越的性能。使用考古
探测器，您就能获得世界上最好的宝藏！

音频

“...更好，更快，更深入寻求...”
X-TERRA 705是Minelab公司考古系列顶尖产
品。硬币、遗迹、寻宝和黄金勘探具有极大的
灵活性。
集便携功能、自动地面平衡、持续跟踪，加上追
踪补偿、多段陷波识别、铁质屏蔽以及自动精确
定位于一身，705在海滩最恶劣的条件下也能准
确地进行探测。借助屏幕直观的显示功能，很容

传输

传输

505是探测硬币，文物和寻宝的产品。它具有
强大的手动地面平衡，目标身份识别和音频
范围，并完全兼容3Khz、7.5kHz和18.75kHz同

主微(在控制和中)数
字信号处理(DSP)
编解码器信号转换

次微(在线圈中)感应
+传输线圈类型、尺寸
和频率

液晶
显示屏

接收

精确VFLEX信号

简单地说，705是一种高级探测器，它能助您发
掘出更多地宝藏！

线圈

对考古探测器用户而言，这个精度意味着可
靠的性能，能更好的适应环境的变化，包括
地面矿化、电磁干扰以及温度变化等。
与VFLEX技术相匹配的是精确构建和调校的
线圈。探测器每一次启动，控制盒中的微控

心，双环和椭圆形的考古线圈配置。把模块化
结构配置到305探测器之后，大大提升了探测的
灵活性，结合各中设置的调整，您的探测之旅
也会获得丰硕成果。
505是展示你的探测经验一个完美的选择，以达
到一个新的水平！

X-TERRA 305 - 高性能入门级探测器

“我很幸运，用上了第一代考古探测器；那时，我对这个系列的产
品的期望值很高，特别是305、505和705型考古探测器卓越的性能真

X-TERRA 305虽是觅宝系列探测中最基础的探测
器，但也是专业人士的选择。配置了VFLEX单频
技术后，更能满足探测者对较高探测精确度的
要求。

接收

控制盒
VFLEX使用尖端数字技术以及混合信号结构
来增强标准单频技术，用数字信号处理方式
替代了大部分模拟电路。保留下来的少量模
拟电路也经过精心设计，获得了出色的灵敏
度、稳定性以及可操作性，这些都是必须与
数字处理相匹配的基本性能。

易识别并消除“垃圾“目标，确定要挖掘的目
标，这些都是探测器能通过提供完整的目标音视
频信息来实现的。带背光灯的大屏幕液晶显示出
您所需要的所有信息，一目了然。你还可以自定
义您的各种首选设置！

新一代XT考古探测器

模拟信号
键盘

X-TERRA 705 - “全兼容性的“探测

X-TERRA 505的高性能在Minelab的考古系列探
测器中是属于中档的。对于那些需求更先进的
功能和性能的人来说是一个理想探测器。
模拟信号

标准VLF信号(未配置
VFLEX技术)

伟大的结果...

X-TERRA 505 - 最大深度和准确的识别

VFLEX 技术
电源
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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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和线圈都会通过数字数据链建立交互
关系。
线圈的信息发送到控制盒，探测器”知道”
它配置的是什么类型的线圈、并自动设置出
最佳探测参数。

份，深度指标，快速挖掘的精确定位功能，可
以兼容7.5kHz和18.75kHz同心，双环和椭圆和
更多的考古线圈配置！
让我们用305的实际成绩来证明吧！

线圈

305
*

*

*

6”双环 18.75kHz 高频圆形

*

*

*

*

*

9”同心 3kHz 低频圆形
9”同心 7.5kHz 中频圆形

*

*

*

9”同心 18.75kHz 高频圆形

*

*

*

10”双环 18.75kHz 高频椭圆

*

*

*

10.5”双环 7.5kHz 中频圆形

*

*

*

10.5”双环 18.75kHz 高频圆形

*

*

*

菜单/选择Menu/Select：进入菜单。
通过探测设置进入或者滚动菜单。

欲了解VFLEX线圈详细的功
能，请登陆
www.minelabchina.com.cn

圈的兼容性。

勘探模式下，即使是细微的目标信号也能识别。同时，还有超强的精
确定位模式Pinpoint Mode和地面平衡补偿功能可选，您要做的就是对
地面平衡稍加调节，我经常在土质复杂地带探测也没遇到问题！有了
到电池电量耗尽看不清屏幕为止。

样式Patterns：滚动选择各种不同的
识别样式(只有钱币和珍宝模式)。

705

6”同心 7.5kHz 中频圆形

以及萨克逊时代遗址的探测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505型具有全频段线

新型背光灯，我可以在天还没亮开的时候就到达目的地进行探测，直

电源Power：打开探测器电源开关。

505

在，XT305型探测器还可以配置高频HF线圈，为那些探测古罗马、中东

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是XT705！探测和识别速度超快，而且轻便，在

305擅长探测硬币，文物和寻宝。超轻质量，
良好的平衡设计，它的规格和功能包括手动地
平衡功能，多音调目标身份识别，数字目标身

考古系列先进技术的简单解释*
线圈兼容性

的让我吃惊。仅线圈的可选配性就远非市场上同类产品可比了。现

精确定位/探测Pinpoint/Detect：该
按钮有两个功能。
精确定位在开始具体挖掘工作之前
可以帮你确定目标的准确位置。
( 探测)推出菜单设 置，返回到探
测。
增加/减少Plus/Minus：调整设置和铁
质屏蔽、通过滚动左(-)或右(+)来识别
片段。

我通过实践证实了705比第一代考古探测器更好、更快、更深，您知道
吗？我这台705才买几个周呢。

模式Mode：在钱币和珍宝模式(
与探矿模式(
动激活功能。

)

期待是无限的，我盼望着觅宝公司研发出更好的产品！”

)之间切换。和其他自
T. Gray

全金属All Metal：在已选识别样式和
全金属样式之间切换。

追踪Tracking：在手动/自动地面平衡
和追踪地面平衡之间切换。

接受/排除Accept/Reject：关闭个别
识别片段，可以接受或者排除某些金
属 (仅限钱币和珍宝模式)。

背光灯Backlight：打开关闭背光灯电
源开关。

地面平衡Ground Balance：激活地面
平衡调整功能，对不同类型土质进行
平衡补偿。
这主要是705的功能显示，在305和505探测器上可能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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