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免责声明
► 使用本探测器时，请遵守有关金属探测器使用的适用法律和
法规。 未经授权，请勿在受保护或考古遗址中使用探测器。 
请勿在未爆弹药周围或未经授权的军事禁区使用此探测器。 将
您发现的任何具有历史意义或文化意义的文物的详细信息通知
有关当局。

 警告
► The LEGEND 是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在阅读用户手册之前
不要组装或操作设备。

► 请勿将设备和搜索线圈长时间存放在极低或极高的温度下。 
（存储温度：- 20°C 至 60°C / - 4°F 至 140°F）

► 该设备的设计防水等级为 IP68，防水深度可达 3 米/10 
英尺。 （蓝牙耳机除外）。

► 使用设备后，尤其是在盐水中，请注意以下事项：
1. 用自来水清洗系统箱、轴和线圈，确保接头内没有盐水。
2. 请勿使用任何化学品进行清洁和/或任何其他用途。
3. 用柔软、无刮痕的布将屏幕和轴擦干。

►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保护探测器免受撞击。 运输时，小心地
将探测器放入原装纸箱中，并用防震包装固定。

► The LEGEND 金属探测器只能由 Nokta 授权服务中心拆卸
和维修。 未经授权擅自拆卸/侵入金属检测机控制外壳会导致
保修失效。

重要的！
► 请勿在室内使用设备。 该设备可能会在存在许多金属的室
内不断发出目标信号。 在户外、开阔的田野中使用该设备。

► 不要让另一个探测器或电磁设备靠近设备 (10m (30ft.))。

► 使用设备时请勿携带任何金属物品。 走路时让设备远离鞋
子。 该设备可能会将您身上或鞋内的金属检测为目标。

对于欧盟内的消费者：请勿将此设备作为一般家庭垃圾处理。 本设备上的
带轮垃圾桶符号表示本设备不应作为一般家庭垃圾处理，而应按照当地政
府法规和环境要求进行回收。

操作设备前请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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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下轴上插入垫圈后，将下轴放在探测线圈上的位置。 通
过拧紧螺钉和螺母来固定。 不要拧得过紧。

(2) 要将中杆与上杆和下杆连接，打开杠杆闩锁并将零件接
合在一起。 将设备的长度调整到您的身高后，按下闩锁以
固定。

(3) 将搜索线圈电缆缠绕在轴上，不要过度拉伸。 然后，将连
接器插入系统盒上的搜索线圈输入插座，并通过拧紧螺母进行
固定。 拧紧时，您可能会听到咔嗒声，表明连接器已固定。

(4) 如果要调整扶手，先拆下螺丝。 将扶手向上或向下滑动一
层后，对齐孔并拧紧螺钉固定。 如果您不想丢失，可以将备
用螺丝固定到空孔中。

(5) 如图所示插入扶手带并将其调整到您的手臂尺寸并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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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液晶屏

2. 电源和设置按钮
要打开设备，请按住按钮 1 秒钟。 要进入或退出设置，请按一
次。 要关闭设备，请按住。

注意：在设置中，长按按钮不会关闭设备。

3. 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
它用于在主屏幕上进行精确定位。 该按钮具有多种鉴别功能和
其他设置功能，详见说明书相关章节。

4. 频率按钮
允许您在多频和单频中选择工作频率。

5. 歧视按钮
允许您在 The LEGEND 提供的识别模式之间导航。

6. 左右键
在主屏幕上，它们用于在模式之间导航，在设置菜单中，它们
用于在设置中导航。

7. 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
在主屏幕上，它们用于增加或降低灵敏度，在设置菜单中，它
们用于更改设置值。

8. 地面平衡按钮
在 The LEGEND 中，您可以使用此按钮以 3 种不同的方式对探
测器进行接地平衡。 详情请阅读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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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扬声器

10. LED手电筒

11. 搜索线圈输入插座

12. 有线耳机和充电输入插座
重要的！ 如果插座中没有插入耳机或充电线，请用螺帽将其封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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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栏
2. 时钟和时间跟踪
3. 搜索模式
4. 目标 ID 比例和缺口 ID
5. 工作频率
6. 灵敏度指标
7. 目标ID

8. 深度指示器
9. 用户资料保存和删除
10. 铁检查™ 条
11. 精确定位
12. 设置
13. 稳定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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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随附的充电器轻松为备用电池充电。

如果从外壳中取出电池，请勿在雨中或水下使用设备。 如果您
想在水下使用设备，您还必须从设备上取下电池外壳，并且不
要将其留在设备上。

使用移动电源操作
您还可以使用移动电源为电池供电和充电。 为此，只需将充电
器随附的电缆一端插入有线耳机/充电器输入插座，另一端插
入移动电源。 请注意，当移动电源连接到设备时，您将无法将
有线耳机连接到设备。

重要的！ 请勿在连接到移动电源时在水下使用探测器。

电池电量低
显示屏上的电池图标显示电池寿命状态。 当电量减少时，电池
图标内的条形也会减少。 当电池电量耗尽时，显示屏上会出现
“Lo”消息，并且设备会关闭。

电池警告
不要将设备暴露在极端温度下（例如汽车的后备箱或手套箱）

请勿在超过 35° C (95° F) 或低于 0° C ( 32° F) 的温度下为电池
充电。

The LEGEND 电池只能由 Nokta Detectors 或其授权服务中心
更换。

The LEGEND 内置 5050mAh 锂聚合物电池。

电池运行时间在 8-20 小时之间变化。 工作频率、扬声器或有
线/无线耳机的使用、显示屏背光、LED 手电筒等因素都会影
响电池运行时间。

充电
初次使用前为 The LEGEND 充电。 为空电池充电大约需要 3-4 
小时。

要为电池充电，请将设备随附的线缆一端插入有线耳机/充电
器输入插座，另一端插入充电适配器。

您可以使用普通的 5V 2A（最低）USB 电源适配器为设备充
电。 如果您通过 PC 上的 USB 端口为设备充电，充电时间会
增加。

防水可更换备用电池
该电池仅包含在 The LEGEND Pro Pack 中，也单独出售，可
在内部电池电量耗尽且您无法充电时使用。

如图所示，您可以轻松安装备用电池。

使用备用电池时，无法将任何有线耳机插入设备。

电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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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高错误

将轴正确调整到您的高度非常重要，以便能够
在没有不适和疲劳的情况下进行搜索。

轴高正确

调整轴的高度，使您处于直立位置，手臂放
松，搜索线圈距离地面约 5 厘米（~2 英寸）

。

错误的搜索线圈角度 错误的搜索线圈角度 正确的搜索线圈角度

为了获得准确的结果，保持搜索线圈与地
面平行很重要。

搜索线圈必须始终与地面平行。

不正确的扫地方式 正确的扫地方式

正确使用

正确的扫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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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第 1 页上的说明组装设备。

2. 按住电源和设置按钮一秒钟以打开设备。 加载信息“Ld”将出
现在屏幕上，软件版本将显示在右上角。

 

3. 设备开机后，将以停车模式和多频模式启动。 您可以根据
地面条件更改模式。 您可以在本手册中进一步找到有关搜索
模式和频率的更多详细信息。

4. 如果需要，您可以增加灵敏度。 增加灵敏度将为您提供更大
的深度。 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或地面对设备造成过大噪音，则
需要降低灵敏度设置。

5. 可以开始检测了！

某些设置对所有模式都是通用的； 这些设置的更改将在所有
模式下生效。

大多数设置都是基于模式的，它们只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式下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通用设置和基于模式的设置在整个手册中标记如下：

快速指南 通用和基于模式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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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END 有 4 种搜索模式，专为不同的地形和目标而设
计。

浏览搜索模式
您可以使用左右按钮轻松浏览模式。 所选模式将被框起来。

公园
专为在城市地区和公园寻找硬币和珠宝而设计，
那里有很多现代垃圾(铝箔，拉环，瓶盖等)。

此模式针对大中型硬币和珠宝进行了优化。 默认区分设置为拒
绝目标 ID（包括 11 个）以消除铁和铝箔。

铝箔通常会生成 11 的目标 ID。但是，根据形状，其 ID 可
以达到 20。

在此模式下可以使用所有单频和多频。 根据目标类型，您可以
选择所需的频率。 停车模式下的多频将允许最大深度和分离。 
因此，可以感受到轻微的噪音。

公园模式默认设置为恢复速度5和2个音调。如果需要，您可以
手动更改恢复速度和音调数量。

屏幕上的铁检测™条显示目标物的黑色/有色金属比例，因此在
识别垃圾金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在Park模式下检测
到目标时，除了目标ID之外，还应该观察铁检测™条。

田野
推荐用于在牧场和耕地/耕地中寻找硬币和遗
物。

这些领域可能包含铁屑和焦炭。 为了更容易地检测这些垃圾物
品中的硬币和遗物，默认区分设置为拒绝目标 ID 最多（包括 
11）。

在此模式下可以使用所有单频和多频。 根据目标类型，您可以
选择所需的频率。 场模式下的多频率将允许最大深度和分离。 
现场模式默认设置为恢复速度 5 和 2 音调。

ID 11-15 的 ID 分辨率在驻车模式和现场模式下是不同的。 
对于处于此 ID 范围内的目标，您可能会在每种模式下获得
不同的 ID。

公园和田野模式提供 2 种不同的多频，即多频 1(M1) ，多
频 2(M2)和多频 3(M3)。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
频率 部分。

在公园模式和田野模式下，会运行不同的算法。在垃圾场
M3中，应优先选择多频率。当目标被隔离在地下时，两种
模式下的ID都是相同的。但是，如果目标位于铝箔等垃圾
旁边，则公园模式下的Multi 3将为目标生成更准确的ID

海滩
此模式针对在干燥或潮湿的沙滩上使用以及在水
下使用长达 3m 进行了优化。 （10英尺）。

通常存在于海滩沙子和海中的盐分会导致沙子和水具有很强
的导电性，从而产生噪声和错误信号。 单频检测器无法在这
些环境中工作，或者性能不佳。 多频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
种噪声，从而在这些环境中实现最佳性能。

由于这些原因，在海滩模式中不能使用单一频率。 选择海滩
模式时，设备会自动切换到多频，不能选择单频。 仅在此模
式下，多频有 2 个选项：湿沙/水下 (MW) 或盐度极低的干沙 
(MD)。 每次在海滩模式下按频率按钮时，您都会在 2 个选项
之间导航。

如果您要检测的沙子干燥但盐度高，则应使用 MW 选项。 要
识别盐度水平，在全金属识别模式（请参阅识别模式）中将搜
索线圈泵到沙子上并检查沙子的 ID。 如果 ID 大于 2，则应选
择 MW 而不是 MD。

地面平衡和 ID 稳定性已针对不同条件进行了优化，并且会因
每个选项而异。 在湿沙滩，MW Multi 频率会生成准确的 ID
，但如果您切换到 MD，则 ID 可能是错误的。 同样，在盐度
低的干沙中，您可以在 MD 中对探测器进行接地平衡，但如
果切换到 MW，则可能无法进行接地平衡。

默认情况下，海滩模式设置为恢复速度 6 和 4 音调。 

黑沙
一些海滩上覆盖着含有天然铁的黑沙。 这些类型的海滩使金属
探测几乎不可能。 海滩模式会自动感应黑沙，并在信息部分的
屏幕顶部显示警告图标。

当此图标消失时，设备将恢复其正常操作。

重要的！ 将设备浸入水下并将其取出后，扬声器盖可能会
充满水，并且设备的音频可能会被静音。 这个是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轻轻抖掉扬声器盖内的水，音频就会恢复
正常。

搜索模式

拒绝的
ID 1-11

接受的
ID 12-60

拒绝的
ID 1-11

接受的
ID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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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田
此模式针对矿化金矿进行了优化。

与其他模式不同，此模式具有在背景中连续听到的阈值音。 检
测到目标时发出的音频警报的音量和频率与目标信号的强度成
比例变化。 Goldfield 模式非常适合检测矿化地层中的浅小金
块以及较深的较大金块。

在此模式下，您只能使用较高的单频（20kHz 和 40kHz）和多频
。 在高度矿化的地面上，探测器会接收到很多错误信号。 此外，
金矿中还存在矿化岩石（通常称为热岩）。 因此，这种模式下的
多频通过最小化这些矿化岩石和地面的影响来提供方便的检测。

Goldfield 模式默认设置为 Recovery Speed 5 和 1 音调。



The LEGEND 有 4 种搜索模式，专为不同的地形和目标而设
计。

浏览搜索模式
您可以使用左右按钮轻松浏览模式。 所选模式将被框起来。

公园
专为在城市地区和公园寻找硬币和珠宝而设计，
那里有很多现代垃圾(铝箔，拉环，瓶盖等)。

此模式针对大中型硬币和珠宝进行了优化。 默认区分设置为拒
绝目标 ID（包括 11 个）以消除铁和铝箔。

铝箔通常会生成 11 的目标 ID。但是，根据形状，其 ID 可
以达到 20。

在此模式下可以使用所有单频和多频。 根据目标类型，您可以
选择所需的频率。 停车模式下的多频将允许最大深度和分离。 
因此，可以感受到轻微的噪音。

公园模式默认设置为恢复速度5和2个音调。如果需要，您可以
手动更改恢复速度和音调数量。

屏幕上的铁检测™条显示目标物的黑色/有色金属比例，因此在
识别垃圾金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在Park模式下检测
到目标时，除了目标ID之外，还应该观察铁检测™条。

田野
推荐用于在牧场和耕地/耕地中寻找硬币和遗
物。

这些领域可能包含铁屑和焦炭。 为了更容易地检测这些垃圾物
品中的硬币和遗物，默认区分设置为拒绝目标 ID 最多（包括 
11）。

在此模式下可以使用所有单频和多频。 根据目标类型，您可以
选择所需的频率。 场模式下的多频率将允许最大深度和分离。 
现场模式默认设置为恢复速度 5 和 2 音调。

ID 11-15 的 ID 分辨率在驻车模式和现场模式下是不同的。 
对于处于此 ID 范围内的目标，您可能会在每种模式下获得
不同的 ID。

公园和田野模式提供 2 种不同的多频，即多频 1(M1) ，多
频 2(M2)和多频 3(M3)。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
频率 部分。

在公园模式和田野模式下，会运行不同的算法。在垃圾场
M3中，应优先选择多频率。当目标被隔离在地下时，两种
模式下的ID都是相同的。但是，如果目标位于铝箔等垃圾
旁边，则公园模式下的Multi 3将为目标生成更准确的ID

海滩
此模式针对在干燥或潮湿的沙滩上使用以及在水
下使用长达 3m 进行了优化。 （10英尺）。

通常存在于海滩沙子和海中的盐分会导致沙子和水具有很强
的导电性，从而产生噪声和错误信号。 单频检测器无法在这
些环境中工作，或者性能不佳。 多频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
种噪声，从而在这些环境中实现最佳性能。

由于这些原因，在海滩模式中不能使用单一频率。 选择海滩
模式时，设备会自动切换到多频，不能选择单频。 仅在此模
式下，多频有 2 个选项：湿沙/水下 (MW) 或盐度极低的干沙 
(MD)。 每次在海滩模式下按频率按钮时，您都会在 2 个选项
之间导航。

如果您要检测的沙子干燥但盐度高，则应使用 MW 选项。 要
识别盐度水平，在全金属识别模式（请参阅识别模式）中将搜
索线圈泵到沙子上并检查沙子的 ID。 如果 ID 大于 2，则应选
择 MW 而不是 MD。

地面平衡和 ID 稳定性已针对不同条件进行了优化，并且会因
每个选项而异。 在湿沙滩，MW Multi 频率会生成准确的 ID
，但如果您切换到 MD，则 ID 可能是错误的。 同样，在盐度
低的干沙中，您可以在 MD 中对探测器进行接地平衡，但如
果切换到 MW，则可能无法进行接地平衡。

默认情况下，海滩模式设置为恢复速度 6 和 4 音调。 

黑沙
一些海滩上覆盖着含有天然铁的黑沙。 这些类型的海滩使金属
探测几乎不可能。 海滩模式会自动感应黑沙，并在信息部分的
屏幕顶部显示警告图标。

当此图标消失时，设备将恢复其正常操作。

重要的！ 将设备浸入水下并将其取出后，扬声器盖可能会
充满水，并且设备的音频可能会被静音。 这个是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轻轻抖掉扬声器盖内的水，音频就会恢复
正常。

灵敏度是设备的深度设置。 它还用于消除周围环境中
的环境电磁信号和从地面传输的噪声信号。

灵敏度由 30 个级别组成，默认设置为 25。

灵敏度设置是个人喜好。 但是，在听不到主要爆裂
声的情况下，将灵敏度设置为尽可能高的水平非常
重要，以避免错过更小和更深的目标。 例如; 如果噪
声级适合搜索并且在 25 级和 30 级时相同，则应首
选 30。

灵敏度是所有模式的通用设置，更改此设置将影
响所有模式。

调整灵敏度
在主屏幕上，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来增加或减少灵敏度
。 单击以逐一更改值或按住以快速更改它们。

灵敏度指示器位于目标 ID 的左侧。 准确的灵敏度水平以数字
形式显示在指标上方。 该指标由 5 个级别组成。 每个级别代
表 6 个灵敏度单位。

深度指标上各级别对应的敏感度值如下图所示：

设备始终以最后调整的灵敏度级别启动。

重要的！ 要获得最大深度性能，要消除电磁干扰引起的噪
声，请先尝试移动频率。

25-30 19-24 13-18 7-12 1-6

灵敏度

目标深度

该设备在检测期间根据信号强度提供估计的目标深
度。

深度指示器：在探测过程中分 5 个级别显示目标与表
面的接近程度。 随着目标越来越近，水平降低，反之
亦然。

假设目标是 2.5 厘米 (1'') 硬币，则调整深度检测。 实际深度因
目标大小而异。 例如，探测器将指示小于 2.5 厘米 (1'') 硬币的
目标的深度更大，而更大的目标则指示更小的深度。

重要的！ 由于设备的工作频率对设备有直接影响，因此在
频率变化期间，同一目标的估计深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浅目标 深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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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田
此模式针对矿化金矿进行了优化。

与其他模式不同，此模式具有在背景中连续听到的阈值音。 检
测到目标时发出的音频警报的音量和频率与目标信号的强度成
比例变化。 Goldfield 模式非常适合检测矿化地层中的浅小金
块以及较深的较大金块。

在此模式下，您只能使用较高的单频（20kHz 和 40kHz）和多频
。 在高度矿化的地面上，探测器会接收到很多错误信号。 此外，
金矿中还存在矿化岩石（通常称为热岩）。 因此，这种模式下的
多频通过最小化这些矿化岩石和地面的影响来提供方便的检测。

Goldfield 模式默认设置为 Recovery Speed 5 和 1 音调。

静音功能
在主屏幕上，长按“频率”键可以静音设备。

字母“AO”(音频关闭)将出现在右侧。您可以通过按住频率键取
消静音。

即使静音，设备将恢复到取消静音自定义识别模式(缺口)，地
面平衡和设置菜单自动。

长按



频率

The LEGEND 提供多频率，其中广泛的频率同时工
作，以及 5 个单频率。

您可以通过按下频率按钮轻松地在频率之间
切换。

建议在所有模式下使用多频。 选择多频率时，屏幕上会出现字
母“M”。 选择单个频率时，频率会以数字形式显示在屏幕上。

频率只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式下所做
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单频
有时使用单频可能比多频更有优势。 例如; 如果您只寻找更大
的高导电目标，4kHz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同样，如果您正在
寻找浅薄的珠宝，20kHz 和 40kHz 可能会提供更好的结果。

在有电磁干扰的区域，与多频相比，单频的噪声可能较小。 但
是，它们同时对许多目标不太敏感。

与 Multi 和其他频率相比，4kHz 将为更大的银币和文物提供
更多的深度，但在某些土壤条件下会产生噪音。

多频
同时运行多个频率的多频率为用户提供了在所有类型的地形上
覆盖更广泛目标的优势。

与单频相比，多频通常在深度提供更准确的 ID。 此外，它通
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面噪音，为湿盐滩和水下的各种不同尺寸
的金属提供最大深度。

模式和频率
每种搜索模式都针对频率进行了优化，以提供最佳性能。 例如
，Park and Field 模式适用于所有单频以及多频。 另一方面，
海滩模式仅在多频下表现良好，因此在此模式下无法选择单频
。 此外，在海滩模式下，多频率有 2 个选项：多湿 (MW) 和多
干 (MD)。 当您在海滩模式下按下频率按钮时，您会在字母 M 
旁边看到一个“W”或“D”。

另一方面，Goldfield 模式针对检测较小的低导电目标进行了
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此模式下不能使用较低的单一频率（
4kHz、10kHz 和 15kHz）的原因。

不同于其他模式，公园和现场模式提供3个多频率为Multi-1 
(M1)， Multi-2 (M2)和Multi-3 (M3)。M1对较高的导体更敏
感，而M2对较低的导体更敏感。

M3适用与盐碱地，潮湿和/或导电土壤。它减少了土壤中的水
分的影响，而土壤中的水分会导致土壤的错误。它还削弱了产
生10-11 id的目标的反应，如焦炭和铝箔。

公园

多

4 kHz

10 kHz

15 kHz

20 kHz

40 kHz

田野 海滩 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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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金属靶

钉子，铁……

低导电靶材

箔，小金首饰，
镍、可乐……

中等导电靶材

硬币，大型珠宝，
小银……

高导电靶材

大银和
铜币…

高频
提供更好的结果

同时多频为所有目标提供更好的结果

低频
提供更好的结果



The LEGEND 为用户提供先进的识别设置，使操作更简单。 通
过使用判别按钮，您可以选择 4 种不同的判别模式之一，其中 
3 种是预设的，1 种完全由用户自定义。

所有模式的默认识别模式是代表自定义的“C”识别模 式。每次
打开设备时，都会以 C 模式开始。 在此模式中，用户可以拒
绝或接受每个 ID。

在这种模式下，每个 ID 都可以被用户拒绝或接受。

辨别设置只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式下
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全金属识别模式
在此模式中，所有 ID 都接受 ID 等级 (1-60)。 换句话
说，秤上的所有线条都是可见的，没有ID被拒绝。 该
设备将为所有金属和地面发出音频响应，并且它们的 
ID 将显示在屏幕上。

接地识别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设备不会接收到地面噪声，也不会为
其提供任何音频或目标 ID。 目标 ID 1 和 2 被关闭（
拒绝），其余的被打开（接受）。

铁关闭识别模式
在此模式下，设备不会为铁质目标提供任何音频 或目
标 ID。被拒绝的 ID 将根据搜索模式的不同而 有所不
同。

自定义识别模式
该模式允许用户根据他们想要接受和拒绝的目标类型
创建自己的歧视模式。根据搜索模式的不同，被拒绝
的id会有所不同。

接受和拒绝 ID 也称为“缺口”。

下表显示了每种模式的黑色金属识别和自定义识别模 式中的
默认 ID、接受 ID 和拒绝 ID：

默认的识别模式

目标 ID 是金属探测器根据金属的电导率产生
的数字，并让用户了解目标可能是什么。

目标 ID 在显示屏上以两位数字显示，范围在 01-60 之间。

The LEGEND 的 目标 ID 刻度由 60 行组成，每行代表 1 个 目
标 ID。

除了在屏幕中间显示目标 ID 外，该 ID 还在 ID 刻度下用小光
标标记。

铁范围为 1-10。

有色金属范围为 11-60。

在某些情况下，设备可能会为同一目标生成多个 ID。 换句话
说，ID 可能是跳跃的。 这可能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 目标方
向、深度、金属纯度、腐蚀、土壤矿化程度等。即使是搜索线
圈摆动的方向也可能导致设备生成多个 ID。

在某些情况下，设备可能无法提供任何 ID。 设备需要从目标
接收到强而清晰的信号才能提供 ID。 因此，即使设备检测到
边缘深度的目标或更小的目标，它也可能无法提供 ID。

请记住，目标 ID 是“可能的”，换句话说，是估计值，在被挖出
之前，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埋藏物体的属性。

铜、银、铝、铅等有色金属的 ID 较高。 黄金的目标 ID 范围很
广，可能属于铁、箔、螺帽和拉片等金属废料的同一范围。 因
此，如果您正在寻找黄金目标，预计会挖出一些垃圾金属。

在世界各地搜索的硬币由不同的金属制成，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大小。 因此，为了了解特定区域内硬币的
目标 ID，建议尽可能使用此类硬币的样本进行测试。

在您的搜索区域中充分利用目标 ID 功能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
经验。 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探测器会产生不同的目标 ID 号。

重要的！ 请记住，大型目标的 ID 比预期的要高，即使它们
的电导率可能较低。

            选择识别模式
在主屏幕上，每按一次鉴别按钮，图案就会发生变化，
并在目标 ID 刻度左侧的小框中用一个字母表示。

使用缺口功能，您可以接受（打开）和拒绝（关闭）多个 ID。 
被拒绝的 ID 的行将被删除，这些 ID 将在 ID 标尺上消隐。 设
备不会为这些目标提供音频响应或目标 ID。

形成定制的判别模式（缺口）
在主屏幕中，按住识别按钮以打开识别菜单。灵敏度自动降至
5。

无论选择哪种识别模式，设备都会在屏幕上显示自定义识别模
式。

未使用的图标将从屏幕上消失，字母“C”将显示为框架。

有 2 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形成自定义识别模式：手动和自动。

手动缺口：
保持线圈静止。 最后一个目标 ID 将显示在屏幕上，并且一个
箭头光标将出现在目标 ID 刻度下方。

1. 用左右键移动光标。 每按一次按钮，屏幕上的目标 ID 就会
改变。 选择要关闭（拒绝）或打开（接受）的 ID。

2. 按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 如果您选择的 ID 已关闭（拒
绝），现在将打开（接受），反之亦然。 您可以跟踪 ID 刻度
上的变化。

识别模式目标 ID

公园

田野

海滩

金田

1-11

1-11

1-10

1-10

12-60

12-60

11-60

11-60

拒绝的 ID 接受的 ID

自动缺口：
在鉴别菜单中，将线圈摆动到您要拒绝或接受的目标上。       
ID 刻度下方的光标以及中间的目标 ID 将显示目标的 ID。

2. 要关闭或打开 ID，请按查明并接受/拒绝按钮。

由于灵敏度级别自动下降到5，您可能不希望在自动识别中降
低灵敏度。在这种情况下，按一次地面平衡按钮，恢复到当前
的灵敏度。字母“CS”(电流灵敏度)将显示在右侧。

The LEGEND 不会为被拒绝的目标生成音频响应。但是，他们
的 ID 将显示在鉴别菜单中。

下次使用缺口识别设置时，光标将出现在您上次离开的位置。

退出缺口识别：
按一次鉴别按钮返回主屏幕。

在此菜单中，如果 10 秒内未按任何按钮，设备将自动返回
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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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田野

海滩

金矿

铁组(F)

亚铁组(F)

铁组(F)

Ground Off (G)

辨别模式搜索模式



The LEGEND 为用户提供先进的识别设置，使操作更简单。 通
过使用判别按钮，您可以选择 4 种不同的判别模式之一，其中 
3 种是预设的，1 种完全由用户自定义。

所有模式的默认识别模式是代表自定义的“C”识别模 式。每次
打开设备时，都会以 C 模式开始。 在此模式中，用户可以拒
绝或接受每个 ID。

在这种模式下，每个 ID 都可以被用户拒绝或接受。

辨别设置只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式下
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全金属识别模式
在此模式中，所有 ID 都接受 ID 等级 (1-60)。 换句话
说，秤上的所有线条都是可见的，没有ID被拒绝。 该
设备将为所有金属和地面发出音频响应，并且它们的 
ID 将显示在屏幕上。

接地识别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设备不会接收到地面噪声，也不会为
其提供任何音频或目标 ID。 目标 ID 1 和 2 被关闭（
拒绝），其余的被打开（接受）。

铁关闭识别模式
在此模式下，设备不会为铁质目标提供任何音频 或目
标 ID。被拒绝的 ID 将根据搜索模式的不同而 有所不
同。

自定义识别模式
该模式允许用户根据他们想要接受和拒绝的目标类型
创建自己的歧视模式。根据搜索模式的不同，被拒绝
的id会有所不同。

接受和拒绝 ID 也称为“缺口”。

下表显示了每种模式的黑色金属识别和自定义识别模 式中的
默认 ID、接受 ID 和拒绝 ID：

默认的识别模式

            选择识别模式
在主屏幕上，每按一次鉴别按钮，图案就会发生变化，
并在目标 ID 刻度左侧的小框中用一个字母表示。

使用缺口功能，您可以接受（打开）和拒绝（关闭）多个 ID。 
被拒绝的 ID 的行将被删除，这些 ID 将在 ID 标尺上消隐。 设
备不会为这些目标提供音频响应或目标 ID。

形成定制的判别模式（缺口）
在主屏幕中，按住识别按钮以打开识别菜单。灵敏度自动降至
5。

无论选择哪种识别模式，设备都会在屏幕上显示自定义识别模
式。

未使用的图标将从屏幕上消失，字母“C”将显示为框架。

有 2 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形成自定义识别模式：手动和自动。

手动缺口：
保持线圈静止。 最后一个目标 ID 将显示在屏幕上，并且一个
箭头光标将出现在目标 ID 刻度下方。

1. 用左右键移动光标。 每按一次按钮，屏幕上的目标 ID 就会
改变。 选择要关闭（拒绝）或打开（接受）的 ID。

2. 按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 如果您选择的 ID 已关闭（拒
绝），现在将打开（接受），反之亦然。 您可以跟踪 ID 刻度
上的变化。

长按

拒绝的
ID 1-11

接受的
ID 12-60

自动缺口：
在鉴别菜单中，将线圈摆动到您要拒绝或接受的目标上。       
ID 刻度下方的光标以及中间的目标 ID 将显示目标的 ID。

2. 要关闭或打开 ID，请按查明并接受/拒绝按钮。

由于灵敏度级别自动下降到5，您可能不希望在自动识别中降
低灵敏度。在这种情况下，按一次地面平衡按钮，恢复到当前
的灵敏度。字母“CS”(电流灵敏度)将显示在右侧。

The LEGEND 不会为被拒绝的目标生成音频响应。但是，他们
的 ID 将显示在鉴别菜单中。

下次使用缺口识别设置时，光标将出现在您上次离开的位置。

退出缺口识别：
按一次鉴别按钮返回主屏幕。

在此菜单中，如果 10 秒内未按任何按钮，设备将自动返回
主屏幕。

按一次

按一次

按一次

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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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END 设计为在大多数地形上无需地面平衡即可
工作。 然而，对于经验丰富的用户和高度矿化的地面
，地面平衡将为设备带来额外的深度和稳定性。

The LEGEND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执行地面平衡：自动、手动和
跟踪。

地面平衡只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式下
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该设备可以在所有模式下的00-99范围内和海滩模式MW Multi
频率下的00-20范围内进行地面平衡。 对于 Beach MD Multi 
频率和 Beach MW Multi 频率选项，必须分别执行地面平衡。 
在 MD 中完成的地面平衡不适用于 MW，反之亦然。

自动地面平衡
自动地面平衡在所有搜索模式中执行如下：

1. 找一个没有金属的地方。

2. 按下并按住地面平衡按钮。 地面平衡图标将在顶部的信息部
分开始闪烁，地面平衡值将显示在屏幕中间。 如果之前未执行
接地平衡，则该值将始终为零 (0)。

3. 开始将搜索线圈从距地面约 15-20 cm (~6''- 8'') 
上下抽到离地 3 cm (~1'')，移动平稳并保持平行 地
面。

4. 继续直到音频响应地面而减小。 根据地面情况，一般需要
2-4台泵左右才能完成地面平衡。

5. 地面平衡完成后，地面平衡值显示在显示屏的目标 ID 部
分。 为确保接地平衡正确，至少进行 2-3 次接地平衡，并检
查显示屏上的接地平衡值。 一般情况下，数值之差不应大于
1-2个数字。

6. 如果不能接地平衡，则说明地面导电性过强或未矿化，或搜
索线圈正下方有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请在不同的位置重试接
地平衡。

手动地面平衡
允许您手动修改地面平衡值。 它不是首选，主要是因为它需要
时间。 但是，在无法使用其他方法成功执行地面平衡或需要对
自动平衡进行轻微修正的情况下，它是首选选项。

1. 找一个没有金属的干净点。

2. 按一次地面平衡按钮，然后松开。 地面平衡图标将出现在顶
部的信息部分，设备将切换到地面平衡屏幕。 地面平衡值将显
示在屏幕中间。

地面平衡

3. 您需要聆听来自地面的声音才能进行手动地面平衡。 将搜索
线圈从地面上方约 15-20 厘米（~6 英寸 - 8 英寸）上下泵送至
离地 3 厘米（~1 英寸），移动平稳并保持与地面平行。

4. 如果在抽线圈时出现低音，则表示您应该使用加号（+）按
钮增加地面平衡值。 另一方面，如果您获得高音，则应使用减
号 (-) 按钮降低地面平衡值。

5. 继续上述过程，直到消除地面响应。

6. 按一次地面平衡按钮退出。

在某些土壤类型中，地面平衡值可能在单频和多频上有所
不同。

在某些地形上，声音可能无法完全消除。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接地噪声最小化，则意味着接地平衡已经完成。

地面跟踪
设备在探测过程中跟踪地面的变化并自动更新地面平衡。 肉眼
看不到的地面变化会影响探测器的深度和辨别性能。

1. 要激活地面跟踪，请按一次地面平衡按钮。 设备将进入地面
平衡屏幕，地面平衡图标将出现在显示屏顶部的信息部分。

2. 按一次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 在信息部分，在地面平
衡图标旁边，将出现地面跟踪图标。

地面跟踪现在处于活动状态。 按一次地面平衡按钮返回主屏
幕。

只要搜索线圈在地面上摆动，设备就会自动更新地面平衡。 它
不向用户提供任何反馈。

跟踪适用于在同一土地内存在不同土壤结构的区域或在矿化岩
石散布广泛的区域中使用。 如果您在热岩密集的区域使用地面
追踪，该设备可能无法消除这些高度矿化的岩石，或者您可能
会错过更小或更深的金属。

按一次

按一次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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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金属区分为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时，目标 ID 有时是
不够的。铁检测™ 在屏幕上以图形方式显示目标的铁/非
铁比率。

铁检测™ 是 The LEGEND 的一项独特功能，您在其他探测器
上找不到它，它为用户提供目标信号的铁/非铁比率，以便能
够更轻松地识别目标。

大铁、生锈的钉子、瓶盖等目标包含铁和非铁信号，这些类型
的目标不能仅通过目标 ID 和音频响应来区分。 这些类型的目
标可以生成有色金属音频响应以及目标 ID。

重要的！ 在您熟悉此功能之前，建议您挖掘所有目标。 通
过将目标与 铁检测™ 图进行比较，用户可以更有效地使用
此功能来识别目标。

黑色金属靶
在 目标 ID 和 铁检测™ 中，仅具有铁质信号的目标将被识别为 
100% 铁质，如下所示：

真正的有色金属目标
在 目标 ID 和 铁检测™ 中，只有有色金属信号的目标将被识别
为 100% 有色金属，如下所示：

精准定位

精确定位是找到检测到的目标的中心或确切位置。

The LEGEND 是一个运动检测器。 换句话说，您需要将搜索
线圈移动到目标上方或将目标移动到搜索线圈上方，以便设备
检测到目标。 精确定位模式是非运动模式。 当搜索线圈在目
标上方保持静止时，该设备会继续发出信号。

当按下 查明并接受/拒绝按钮时，未使用的图标会从屏幕上清
除。 精确图标和 铁检测™ 条显示为空。

在精确模式下，设备不区分金属或提供目标 ID。

要执行精确定位：
1. 检测到目标后，将搜索线圈移到没有目标响应的一侧，然后
按下精确定位按钮。

2. 按住按钮，将搜索线圈缓慢靠近目标并与地面平行。

3. 靠近目标中心时，信号声音变强，音高发生变化，铁检测™ 
中的条形开始从外向内填充。

4. 使用工具或脚标出声音最大的位置。

5. 将方向改变 90°，重复上述过程。从几个不同方向执行的操
作将缩小目标区域并为您提供目标位置的最准确详细信息。

重要的！当接收到信号时，没有经验的用户在获得执行上
述程序的经验之前，可以通过将搜索线圈放在地面上进行
精确定位，并在按下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的同时扫描
目标。

长按

铁检测™

黑色金属比率 有色金属比率

虚假的有色金属目标
当通过 铁检测™ 功能检查瓶盖等目标时（尽管它们生成有色
金属目标 ID），它们被识别为具有铁（铁）含量的合金，如
下所示：

目标生成有色金属 ID。 但是，它同时具有铁质和非铁质信
号。

重要的！ 要使铁检测™ 功能正常工作，探测器必须接收到
强信号。 因此，铁检测™ 设计用于处理较浅的目标。

铁检测™ 的正确使用
铁检测™ 功能的准确性与正确使用直接相关。 因此，一旦您
检测到目标，如果您想使用 铁检测™ 检查目标是黑色金属还
是有色金属，请密切注意以下说明：

1. 您必须在目标上方以大角度扫过线圈并进行大范围扫描。 
确保搜索线圈在扫描期间完全离开信号。

2. 你必须绕过目标，从不同的角度将线圈在其上摆动，再次进
行长扫。

3. 黑色金属面不需要完全填满。 超过 2 条就足以将目标识别
为含铁合金（不是真正的有色金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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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金属区分为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时，目标 ID 有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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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 在您熟悉此功能之前，建议您挖掘所有目标。 通
过将目标与 铁检测™ 图进行比较，用户可以更有效地使用
此功能来识别目标。

黑色金属靶
在 目标 ID 和 铁检测™ 中，仅具有铁质信号的目标将被识别为 
100% 铁质，如下所示：

真正的有色金属目标
在 目标 ID 和 铁检测™ 中，只有有色金属信号的目标将被识别
为 100% 有色金属，如下所示：

虚假的有色金属目标
当通过 铁检测™ 功能检查瓶盖等目标时（尽管它们生成有色
金属目标 ID），它们被识别为具有铁（铁）含量的合金，如
下所示：

目标生成有色金属 ID。 但是，它同时具有铁质和非铁质信
号。

重要的！ 要使铁检测™ 功能正常工作，探测器必须接收到
强信号。 因此，铁检测™ 设计用于处理较浅的目标。

铁检测™ 的正确使用
铁检测™ 功能的准确性与正确使用直接相关。 因此，一旦您
检测到目标，如果您想使用 铁检测™ 检查目标是黑色金属还
是有色金属，请密切注意以下说明：

1. 您必须在目标上方以大角度扫过线圈并进行大范围扫描。 
确保搜索线圈在扫描期间完全离开信号。

2. 你必须绕过目标，从不同的角度将线圈在其上摆动，再次进
行长扫。

3. 黑色金属面不需要完全填满。 超过 2 条就足以将目标识别
为含铁合金（不是真正的有色金属目标）。

14

地面矿化是指地面中自然存在的矿物，它们会影响金属探测器
的性能。地面矿化主要有两种类型:铁颗粒和盐，如咸水滩。这
使地面变得导电。两者都会产生掩盖目标的错误信号。

在地面平衡菜单中，按识别按钮激活矿化指示器。字母GI(
接地指示灯)将出现在右侧。当你再次按下识别按钮，它将
恢复到地面检查和FC将出现。

矿化条左侧为铁颗粒矿化，右侧为盐矿化。

多频模式下右侧矿化条才会正常工作

矿化指标

按一次

铁颗粒矿化 盐的矿化

铁颗粒矿化



探测器可能会因电气干扰而变得嘈杂，并可能表现出不稳定的
行为，例如深度丢失或目标 ID 不稳定。 频移设置允许您稍微
移动检测器发射频率以消除不需要的噪声。

在 The LEGEND 中可以通过 2 种方式进行频移：手动和自动。

在手动频移中，操作员聆听每个频道并选择噪音最小的频道。

在自动模式中，设备会扫描所有频道并自行选择噪音最小的频
道。 此功能通常也称为噪声消除。

改变频率
1. 保持线圈静止并远离地面。

2.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频移设置。 当
前频道将显示在屏幕上。

手动使用
1. 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浏览频道。

2. 选择你认为干扰最小的那个。

自动使用
1. 在进行降噪之前，如图所示将设备举到空中并保持不动，直
到该过程完成。

2. 按一次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

3. 设备将开始扫描所有频道，屏幕上将显示每个频道号。

4. 该过程完成后，将显示自动选择的频道号，并会听到确认
声。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返回主屏幕。

重要的！ 自动频移根据各种标准选择最安静的频道。 但
是，有时所选通道可能仍会出现一些噪音。

它用于消除设备从附近或周围相同频率范围内工作的另
一个检测器（高压电力线、蜂窝基站、无线电和其他电
磁设备）接收到的电磁干扰。

有 13 个频道可用于所有频率，包括多频。 默认频道为 1。

频移仅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和频率； 在一种模式
中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或频率。

如果搜索线圈在空中举起时接收到过多的噪音，这可能是由局
部电磁信号或高灵敏度水平引起的。

要获得最大深度性能，要消除由电磁干扰引起的噪声，请先尝
试移动频率，然后再降低灵敏度。

1. 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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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入设置菜单，请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 按下按钮后，
所有设置将显示在屏幕底部。 选定的设置将显示在框架中，
其值将显示在屏幕上。

通过设置导航
您可以使用左右按钮浏览设置。

调整设置
您可以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调整设置的值。
选中的设置会闪烁，以便查看。

退出设置菜单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退出设置菜单。

设置

按一次

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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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恢复速度

公园

田野

海滩

金田

5

5

6

5

恢复速度搜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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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速度设置调整目标响应的速度。

它允许在靠近的多个目标之间进行分离。

恢复速度设置使您能够检测垃圾或含铁目标中的较小目标。

图例恢复速度设置可以在 1 到 10 之间调整，其中 1 是最慢
的，10 是最快的。

恢复速度设置仅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
式下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当恢复速度设置为较低的数字时，设备检测近距离目标的能力
会降低，但深度会增加。

同样，高恢复速度设置（例如 10）将提高设备检测近距离目
标的能力，但会降低深度。

建议您在开始使用此设置之前，将不同的金属彼此靠近放置进
行练习。

调整恢复速度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恢复速度设置。 
当前值将显示在屏幕上。

2. 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更改恢复速度的值。
3.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返回主屏幕。

重要的！ 增加恢复速度可以加快扫描速度，减少丢失目标
的机会。 在相同的扫描速率下增加恢复速度将有助于消除
地面噪声，但会降低探测深度。

如果您在沙滩或水下遇到高水平的地面噪音，请尝试提高
恢复速度。

默认恢复速度设置

恢复速度慢

中等恢复速度

恢复速度快

铁过滤器允许在垃圾场中寻找所需的有色金属目标，
比如被铁掩盖，没有检测到的。

铁过滤器(IF)设置范围在1-9之间，默认值为8。默认值8与传
奇的先前版本（v1.05、v1.07）相同，没有铁过滤器设置。

当试图将一些不需要的导体（如霰弹枪子弹）区分为铁时，9
级将变得很方便

铁过滤器设置越低，黑色金属靶被归类为有色金属靶的概率越
高，反之亦然。

当设备在多频工作时，选择恢复速度设置并按下精确按钮。

字母“IF”(铁过滤器)将出现在右侧。

2.1铁过滤器(IF)

稳定性(St)设置是铁过滤器(IF)设置的微调。

稳定性(St)设置范围为1 ~ 5，默认值为3。

当IF设置为8或9时，ST设置将在公园、田野和金矿模式中不
活跃。

当铁过滤器设置为8以下的任何值时，稳定性设置可以通过按
右或左按钮激活，并可以通过使用加号(+)和减号(-)按钮进行
调整。

注意:海滩模式中的稳定性设置与这个稳定性设置不同!

2.2铁过滤器的稳定性



2.3海滩模式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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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设置仅在海滩模式下有效。

通过此设置，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海滩上的地面噪音和虚假
信号，从而获得更舒适的金属探测体验。

稳定性可以设置在 1 到 5 之间。默认设置为 1。级别 5 将提供
最大的稳定性。然而，随着稳定性的提高，较 低导体(如 11ID 
的金)的信号可能会减弱，丢失这些金 属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这种设置对中高导体没有影响。

调整稳定性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恢复速度设置。 
当前值将显示在屏幕上。

2. 按一次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

3. 稳定性设置可以通过按右或左按钮激活，并可以通过使用加
号(+)和减号(-)按钮进行调整。

4. 按一次 查明并接受/拒绝按钮返回恢复速度设置。

注意：在某些环境中，稳定性设置的第4级可能比第5级提供更
好的稳定性。这与水的盐度有关。

稳定

低导电金属

1 5

公园

田野

海滩

金矿

8

8

8

8

铁过滤器

3

3

5

3

稳定性

0

0

0

0

瓶盖剔除

0

0

0

0

地面抑制器搜索模式

默认铁过滤器、稳定性、瓶盖剔除和地面抑制器设置

2.4瓶盖剔除

瓶盖是探测器人员不想要的目标，它们大多被金属探
测器检测为有色金属目标。使用瓶盖剔除设置，您可
以将瓶盖区分为铁。

瓶盖剔除设置（BC）可以设置在0到8之间，默认设置为0。此
设置仅在多频率上进行工作。

调整瓶盖剔除
选择恢复速度设置并按下精确定位按钮。当你用左右键导航，
你会看到字母“C”出现在屏幕的右侧。您可以使用+和–按钮在
1-8之间调整bC值。当bC为0时，意味着它处于关闭状态。

2.5地面抑制器

它用于消除恶劣地形中的虚假地面信号。此设置可用
于多频和单频。除非需要，否则建议您将此设置保持
在关闭状态

您可以在0-8之间调整地面抑制器(GS)值，默认值为0。

调整地面抑制器
选择恢复速度设置并按下精确定位按钮。当您使用左右按钮导
航时，您会看到字母“GS”出现在屏幕的右侧。您可以使用+和
–按钮在1-8之间调整GS值。GS为0时，表示关闭



4. 音调设置

这些高级音调设置提供了各种选项来修改 LEGEND 为目
标生成的声音。

音调设置提供以下 6 个子设置：音调数量、音调音量、音调频
率、音调中断、阈值等级、阈值频率。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调设置。

选择音调后，您可以在设置上方的第二行中看到所有音调设置。 
在这些设置的左侧，您还将看到按钮图标，以指导您调整这些设
置。

当音调数量为 1 时，没有音调中断点，因此无法在菜单中选择
音调中断设置。

在金田 模式中，音调数为 1，无法更改。 此外，在此模式下，
音调频率也是不可调节的。 因此，选择金田模式时，这2个设
置在“音色模式”菜单中不会处于主流状态。

要进入音调设置菜单，请按一次加号 (+) 按钮。 选定的设置将被
框起来。 使用左右按钮，您可以在设置之间导航。 您可以按一次
查明并接受/拒绝 按钮返回设置。

重要的！ 要直接从音调设置菜单返回主屏幕，请按一次电
源和设置按钮。

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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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量

此控件允许您根据您的偏好和环境条件增加或减少设备
的音量。

音量设置由 6 个级别组成，默认设置为 3。 当您关闭并打开设
备时，它将以您选择的最后一个音量级别开始。

此设置适用于所有模式； 更改将在所有模式下
生效。

调节音量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量。 当前值
将显示在屏幕上。

2. 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更改音量。

3.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返回主屏幕。

由于音量级别会影响功耗，我们建议您不要将音量增大到不必
要的程度。

重要的！ 当您使用此设置更改设备的音量时，由音量设置
调整的金属区域的音量也会按比例更改。

您可以使用单独出售的耳机适配器电缆将有线耳机连接到
设备。 耳机的音量也可以通过设备的音量设置进行调整。

连接有线耳机后，耳机图标将出现在屏幕顶部的信息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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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1

音频增益(AG)搜索模式

3.1音频增益(AG)

音频增益设置将增加微弱目标响应的音量。

音频增益设置只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在单一模式
中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选择音量后，按下精确定位按钮。字母AG将出现在右侧。您
可以使用加号（+）和（–）按钮在1-6之间调整AG。默认值设
置为3。默认值3与传奇的先前版本（v1.05、v1.07）相同，没
有音频增益设置。

音频增益不会增加深度。

默认音频增益(AG)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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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音调数

The LEGEND 将目标 ID 比例划分为多个区域，允许用
户对落在每个区域中的目标进行不同的色调调整。

通过更改 音调数 ，您可以决定将 ID 比例划分为多少个区域。 
借助此功能，您可以为所有目标分配相同的音调，或为每个目
标 ID 分配不同的音调。

您可以设置“音调数”为1、2、4、6、60或P (音调音高)。

音调数设置只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式
下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金田 模式的音调数为 1，不能更改。

调整音调数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调设置。

2. 音调设置菜单将出现在顶部，左侧有一个加号 (+) 图标。 按
一次加号 (+) 按钮。

3.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调数量设置。 选定的设置将被框起
来。

4. 当前的音调数将显示在屏幕上。 使用加号 (+) 或减号 (-) 按
钮选择音调数。

5. 要返回设置，请按一次 查明并接受/拒绝按钮。 要返回主屏
幕，请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

1音
目标 ID 音阶不分为任何区域，因此只有 1 个音域。 The 
LEGEND 为所有目标生成相同的音量和频率。

2音
目标ID 标尺分为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两个区域。 分隔这 2 
个区域的默认点根据所选的搜索模式（见下文）而有所不
同，并且可以使用音调中断设置进行更改。 可以为每个区
域调整音调音量和音调频率。

4音
目标 ID 比例分为 4 个区域。 可以为每个区域调整音调音量
和音调频率。

6音
目标 ID 比例分为 6 个区域。 可以为每个区域调整音调音量
和音调频率。

60 音
就像 2音一样，目标ID 音阶分为 2 个区域，即黑色金属和
有色金属。 分隔这 2 个区域的默认点根据所选的搜索模式
（见下文）而有所不同，并且可以使用音调中断设置进行
更改。

可以为每个区域调整音调音量和音调频率。

2音 和 60音 之间的区别在于 60音为每个目标ID 生成具有
不同频率的单独音调。

该设备为黑色金属产生低频音调，为有色金属产生中高频
音调。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音频频率设置。

音调音高
就像 2-音调一样，目标 ID 刻度分为黑色金属和有色 金属 2 个
区域。分隔这 2 个区域的默认点根据所选的 搜索模式（见下文
）而有所不同，并且可以使用音调 中断设置进行更改。

每个区域的音量和频率都可以调整。

在音高中，当线圈接近目标时，音频频率将与信号强度成比例
变化。

默认音调数

1区

1区

断音

2区

1区

断音

2区

1区

断音

2区

1区

断音1

2区 3区 4区

断音 2 断音 3

1区

断音 1

2区 3区 5区 6区4区

断音 2 断音 3 断音 5断音 4

公园

场地

海滩

金田

2

2

2

1

音调数搜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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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置允许您调整每个音区的音量。

特别是在垃圾站点中，您可以通过关闭或降低不需要目标的音
频响应的音量来方便地检测。

可以为每个目标区域调整音量。 例如; 在 音 中，您可以调节 
1 个区域的音量，但在 6音中，您可以分别调节每个区域的音
量。

音量设置范围为 0 到 10。

音量设置仅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式下
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音量设置在金田 模式下不起作用。

调节音量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调设置。

2. 音调设置菜单将出现在顶部，左侧有一个加号 (+) 图标。 按
一次加号 (+) 按钮。

3.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量设置。 选定的设置将被框起来。

4.2 音量
4. 按加号 (+) 按钮进入音量设置。

5. 所选区域的音量将显示在屏幕上。 在 ID 刻度的左侧，所选
区域将以数字显示。

6.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要更改音量的区域。

7. 选择区域后，您可以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更改音量。

8. 完成后，您可以按一次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返回音调
设置，或双击返回主设置菜单。 要返回主屏幕，请按一次电
源和设置按钮。

20

所选区域
的目标 ID

选定的
目标区域

所选区域
的音量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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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音量

公园

田野

海滩

金田

搜索模式
Z-1

10

10

10

10

Z-2

10

10

10

-

Z-2

10

10

10

-

Z-3

10

10

10

-

Z-4

10

10

10

-

Z-1

4

3

3

-

Z-1

4

3

3

-

Z-2

10

10

10

-

Z-3

10

10

10

-

Z-4

10

10

10

-

Z-5

10

10

10

-

Z-6

10

10

10

-

Z-1

4

3

3

-

Z-2

10

10

10

-

Z-1

4

3

3

-

2-音调1-音调 4-音调 6-音调 60-音调

Z-2

10

10

10

-

Z-1

4

3

3

-

P-音调



此设置允许您调整每个音区的音调频率。

此设置使用户能够通过音频轻松识别目标。

可以为每个目标区域调整音调频率。 例如; 在 6音 中，您可以
分别调整 6 个区域中每个区域的音调频率。

音频频率设置范围为 1 到 30。

音频频率设置只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
式下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音频频率设置在金田模式下不起作用。

调整音频频率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调设置。

2. 音调设置菜单将出现在顶部，左侧有一个加号 (+) 图标。 按
一次加号 (+) 按钮。

3.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调频率设置。 选定的设置将被框起
来。

4. 按加号 (+) 按钮进入设置。

5. 所选区域的音频频率将显示在屏幕上。 在 ID 刻度的左侧，
所选区域将以数字显示。

4.3 音频频率

所选区域
的目标 ID

选定的目
标区域

所选区域
的音频频
率级别

1 30

低音频率 高音频率
音调频率级别

6.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要更改音调频率的区域。

7. 选择区域后，您可以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更改音调频
率。

8. 完成后，您可以按一次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返回音调
设置，或双击返回主设置菜单。 要返回主屏幕，请按一次电
源和设置按钮。

2音 和 60音的区别
目标ID 音阶分为 2 个区域，分别是 2音 和 60音的黑色金属和
有色金属。

可以将 Zone-1 (Z-1) 和 Zone-2 (Z-2) 的音调频率调整为 1-30 
之间的任意数字。 用户甚至可以将两个区域设置为相同的数
字。 但是，此设置在 60 音调中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

在 60-音调中，为分区 1(Z-1) 设置的音频值必须低于为 分区 
2(Z-2) 设置的音频值。例如：如果为分区 2 设置 的单音频率
值为 20，则分区 1 的单音频率级别应在 1 到 19 之间。这也适
用于p音调音高。

重要的！ 为了能够区分铁金属和非铁金属目标，选择的音
调频率水平应该彼此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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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模式
1-音调

Z-1

12

12

12

-

Z-2

22

22

22

-

Z-2

10

10

10

-

Z-3

19

19

19

-

Z-4

28

28

28

-

Z-1

1

1

1

-

Z-1

1

1

1

-

Z-2

7

7

7

-

Z-3

13

13

13

-

Z-4

19

19

19

-

Z-5

25

25

25

-

Z-6

30

30

30

-

Z-1

1

1

1

-

Z-2

22

22

22

-

Z-1

1

1

1

-

2-音调 4-音调 6-音调 60-音调

Z-2

22

22

22

-

Z-1

1

1

1

-

P-音调

默认音调频率



3 区和 4 区的默认音调中断

断音设置允许您移动分隔目标区域的点。

默认的音调断点可能无法为您提供所需的目标之间的区别。 
使用断音 设置，您可以调整目标区域的起点/终点。

断音设置只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式下
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当音调数量为 1 时，无法进行音调中断调整。 因此，断音 设
置在 金田 模式下不起作用。

调整断音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调设置。

2. 音调设置菜单将出现在顶部，左侧有一个加号 (+) 图标。 按
一次加号 (+) 按钮。

3.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断音 设置。 选定的设置将被框起来。

4. 按加号 (+) 按钮进入设置。

5. 所选区域的音调断点将显示在屏幕上。 在 ID 刻度的左侧，
所选区域将以数字显示。

6.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要更改音调中断的区域。

7. 选择区域后，您可以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更改音调中
断点。

8. 完成后，您可以按一次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返回音调
设置，或双击返回主设置菜单。 要返回主屏幕，请按一次电
源和设置按钮。

4.4音调中断

所选区域
的目标 ID

选定的目
标区域

分隔
Zone-3
和 Zone-4
的音调断点

分隔 Zone-3
和 Zone-4
的音调断点

Zone-3 默�
ID 范�：21-30

分隔 Zone-4
和 Zone-5
的音调断点

Zone-4 默认
ID 范围：31-40

按一次

将音调中断点从 30 移动到 35 后

Zone-3 目标
ID 范围：21-35

Zone-4 目标
ID 范围：36-40

按一次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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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

-

-

-

-

Z-2

20

20

20

-

Z-3

40

40

40

-

Z-1

10

11

10

-

Z-1

10

11

10

-

Z-2

20

20

20

-

Z-3

30

30

30

-

Z-4

40

40

40

-

Z-5

50

50

50

-

Z-1

10

11

10

-

Z-1

10

11

10

-

2-音调1-音调 6-音调 60-音调

Z-1

10

11

10

-

P-音调4-音调

默认音调中断



此设置使用户能够更轻松地识别目标，并且此功能使
金块等小目标的较弱信号的声音更容易听到。

当阈值电平设置被激活时，The LEGEND 会产生一种在背景中
持续听到的声音，这种声音称为“阈值”。

阈值范围从 0 到 30。

阈值音的频率可以通过阈值音频率设置进行调整（请参阅 4.6 
阈值频率（第 23 页））。

阈值等级设置只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
模式下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调整阈值级别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调设置。

2. 音调设置菜单将出现在顶部，左侧有一个加号 (+) 图标。 按
一次加号 (+) 按钮。

3.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阈值级别设置。 选定的设置将被框起
来。

4. 当前的阈值水平将显示在屏幕上。 使用加号 (+) 或减号 (-) 
按钮选择阈值级别。

5. 要返回设置，请按一次 查明并接受/拒绝按钮。 要返回主屏
幕，请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

被拒绝目标的阈值音

在公园、田野和海滩模式下
阈值音将变为空白，表示检测到被拒绝的目标。

在金矿模式
当 The LEGEND 检测到被拒绝的目标时，阈值音会在背景中继
续。

默认阈值级别

4.5 阈值水平

公园

场地

海滩

金田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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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级别搜索模式

阈值水平直接影响更小和更深目标的检测深度。 如果阈值设置
得太低 (0)，可能会错过更小或更深目标的微弱信号。 相反，
如果阈值设置得太高（30），设备会比较嘈杂，阈值声音会很
大，无法区分目标响应。 因此，建议将其调整到您仍然可以听
到由目标引起的轻微音频变化的水平。

阈值音

消隐水平

拒绝的目标

阈值音

消隐水平

拒绝的目标

高门槛等级 (30) 大信号

小信号

噪音 噪音

门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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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阈值水平 大信号

小信号

噪音 噪音

门限等级

低阈值水平 (0) 大信号

小信号

噪音 噪音
门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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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置用于调整背景嗡嗡声的音调频率。 它提供了非
常宽的频率范围。 阈值频率范围为 1 到 30。

阈值频率仅影响当前选择的模式； 在一种模式下
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模式。

调整阈值频率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音调设置。

2. 音调设置菜单将出现在顶部，左侧有一个加号 (+) 图标。 按
一次加号 (+) 按钮。

3.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阈值频率设置。 选定的设置将被框起
来。

4. 当前阈值频率将显示在屏幕上。使用加号(+)或减号(-)按钮
选择阈值频率。

5. 要返回设置，请按一次 查明并接受/拒绝按钮。 要返回主屏
幕，请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

默认阈值频率

4.6 阈值频率

公园

田野

海滩

金田

5

5

5

13

阈值频率搜索模式

1 30

低阈值频率 高阈值频率

阈值频率水平

The LEGEND 提供 4 个用户配置文件，您可以在其中保
存设置并创建 4 个不同的用户配置文件。

这是一个很棒的功能，用户可以保留他们的优化设置并在以后
立即访问它们。

所有用户配置文件都有 The LEGEND 的默认设置。

用户配置文件 1 是默认用户配置文件。

正在使用的活动用户配置文件显示在屏幕顶部的信息部分。

用户配置文件菜单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用户配置文件设
置。

2. 加号 (+) 图标将出现在屏幕上。 按一次加号 (+) 按钮。

更改活动用户配置文件
通过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您可以在用户配置文件菜单
中更改用户配置文件，并且将显示选定的用户配置文件编号。

5. 用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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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您退出“用户配置文件”菜单时，选定的用户配置文件
才会变为活动状态。 按一次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返回
设置。

保存用户配置文件
The LEGEND 跟踪设置中所做的所有更改，即使您没有将它们
保存在用户配置文件中，当您关闭并再次打开设备时，设备始
终会以上次保存的设置启动。

但是，如果您想保存特定位置的设置，可以将它们保存在用户
配置文件中。

1. 在用户配置文件菜单中选择用户配置文件编号后，按住精
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将您的设置保存到选定的用户配置
文件。

保存用户配置文件后，您将在用户图标中看到一个复选标记。

2. 按一次查明并接受/拒绝按钮返回设置。

重要的！保存用户配置文件后，如果您将该配置文件用作
活动用户配置文件，您所做的所有更改都将自动保存。

要保留您保存的设置，您必须选择另一个用户配置文件作
为活动用户配置文件。

重置用户配置文件
1. 在用户配置文件菜单中，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选择要
重置的已保存用户配置文件。

2. 选择已保存的配置文件时，左右按钮会起作用。对于未保存
的用户配置文件，这些按钮不起作用。

3. 当按下左右键时，可以看到保存和重置图标。

4. 选择重置图标并按住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按钮以重置用户
配置文件。用户图标配置文件中的复选标记将消失。

5. 按一次查明并接受/拒绝 按钮返回设置。

在每种模式下为 4 个用户配置文件中的每一个分别保存您最喜
欢的不同位置和/或目标的设置，总共 16 组不同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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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出厂设置
在设置菜单中选择用户资料后，按住“精确定位&接受/拒绝”按
钮，直到屏幕上出现字母Fd。Fd会在2秒后消失。

注意：保存用户配置文件时，将保存所有模式下的所有设置。
您不能仅以特定模式保存设置。

长按



此功能通过在检测到目标时产生振动效果向用户提供反
馈。

它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音频响应一起使用。 当禁用音频
响应时，目标检测期间的所有响应仅作为振动提供给用户。

振动设置范围为0-5。振动在0时关闭。振动效应的大小可以
根据目标的深度和摆动速度而变化。此设置在所有搜索模式中
都是常见的。

此设置适用于所有模式； 更改将在所有模式下
生效。

当您关闭并打开设备时，它将以您选择的最后一个振动级别开
始。

调整振动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振动。 当前值
将显示在屏幕上。

2. 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更改级别。

3.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返回主屏幕。

当振动开启时，振动图标将显示在屏幕顶部的信息部分。

即使振动打开，它也不会在设置菜单中对目标产生响应，
而只会在检测屏幕中产生响应。

6. 背光 7. 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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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您能够根据个人喜好调整显示背光级别。

它的范围从0到6，从A1到A6。在0级时，背光关闭。在1-6级
时，它将持续点亮。在A1-A6级别，当检测到目标时或者在导
航菜单时，它只会亮一小段时间，然后熄灭

此设置适用于所有模式； 更改将在所有模式下
生效。

背光持续工作会影响功耗，不推荐。 当设备关闭并再次打开
时，背光设置将恢复为最终保存的设置。 此设置在所有模式
中通用； 在任何模式下所做的更改也适用于其他模式。

调整背光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背光。 当前值
将显示在屏幕上。

2. 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更改背光级别。

3.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返回主屏幕。

背光打开时，背光图标将显示在屏幕顶部的信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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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用于在夜间或黑暗位置检测时照亮您正在扫描的区
域的头灯。

设备关闭时 LED 手电筒不工作。 建议仅在必要时打开它，因
为它的操作会消耗额外的电池电量。

LED 手电筒设置可以设置为 0（关闭）或 1（打开）。 LED 手
电筒将在每次启动时关闭。

打开/关闭 LED 手电筒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 LED 手电筒。 
当前值将显示在屏幕上：0（关闭）或 1（打开）。

2. 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打开/关闭手电筒。

3.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返回主屏幕。

当 LED 手电筒开启时，手电筒图标将显示在屏幕顶部的信息
部分。

此设置用于打开和关闭无线蓝牙® 连接。

蓝牙® 设置可以设置为 0（关闭）或 1（打开）。 当您关闭并
打开设备时，它将以您选择的最后一个设置开始。

打开/关闭蓝牙®连接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蓝牙®。 当前
值将显示在屏幕上。

2. 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更改值。

3. 打开无线连接后，蓝牙耳机图标将在屏幕顶部的信息部分开
始闪烁。

该设备将搜索最初与它配对的耳机，并尝试与它们连接。这将
阻止设备连接到其他蓝牙®设备时，蓝牙®设置是打开的。如
果您想将设备与不同的蓝牙耳机(除了最初与之配对的耳机)配
对，则必须将它们从内存中删除。

一旦与任何蓝牙耳机（Nokta Makro BT 耳机或其他）配对，
信息部分将显示以下图标之一：

已连接标准蓝牙® 耳机。

aptX™ 低延迟耳机已连接。

4.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返回主屏幕。

有关 Nokta Makro BT 耳机的更多详细信息，请阅读耳机随附
的说明。

从内存中删除配对耳机
在蓝牙®设置中，如果长按精确定位和接受/拒绝键，屏幕上会
显示2秒的字母“Fd”，并删除之前与设备配对的耳机列表。如
果你想在这之后配对一个新的耳机，你必须按照配对说明再次
。

8. LED手电筒

9. 蓝牙®

The LEGEND 有一个内置时钟，位于屏幕右上角。

设置时钟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时钟设置。

2. 加号 (+) 图标将出现在屏幕上。 按一次加号 (+) 按钮。

3. 您将在右上角看到数字和它们下方的一条小线。 该线将在
时钟部分下方。 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首先在 24 小时
制或 12 小时制选项之间进行选择（如果选择 12 小时制，将
出现代表上午的字母 A 或代表下午的字母 P）。

10. 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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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与设备配对后，如果 14 分钟没有声音传输到耳机，
耳机将自动关闭以节省电量。

通过扬声器和蓝牙耳机同时收听音频
选择蓝牙®设置时，如果蓝牙®耳机已配对，按上键，选择2。

显示蓝牙®芯片版本

当蓝牙耳机与设备配对并且选择了蓝牙设置时，按住识别按。
蓝牙芯片版本将显示在时钟部分。松开按钮时，时钟将再次显
示。

532是当前的蓝牙软件版本。

530是以前的蓝牙软件版本。



The LEGEND 配有蓝牙® 无线耳机。 蓝牙® 耳机不防水，不应
接触水。

只要设备的系统盒没有浸入水中，无线连接就可以工作。 换句
话说，您可以在线圈浸没在水下的情况下在浅水中搜索时使用
无线耳机。 但请记住，无线耳机不应与水接触。

如果系统盒被淹没在水下，无线连接将无法工作。 在这种情
况下，您需要购买我们的可选 Nokta 防水耳机以供陆地和水
下使用。 如果您不会将耳机浸入水中而只是将系统盒浸入水
中，那么您还可以购买我们的 Nokta Koss 带防水连接器的耳
机。

仅限陆地使用，如果您想将 The LEGEND 与您自己的有线耳机
一起使用，您还可以购买我们的可选耳机适配器。

耳机

11. 时间跟踪

警告信息

The LEGEND 为用户提供了独特的功能； 时间跟踪。 
从初始开机开始，它会节省使用时间并在选择此设置时
将其显示在屏幕上。

当在设置中选择时间跟踪时，用户可以看到他/她在年/月/日/
小时格式中花费了多少时间在 The LEGEND 上。

显示使用时间
1. 按一下电源和设置按钮。 使用左右按钮选择时间跟踪。

2. 右上角可以看到设备运行了多长时间。 例如，上面屏幕中
的使用时间是 1 年 2 个月 20 天 5 小时。

3.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返回主屏幕。

软件更新

The LEGEND 具有软件更新功能。 设备投放市场后进行的所
有软件更新都将在产品网页上公布，并附有更新说明。

系统版本信息：
每次打开探测器，右上角都会显示 The LEGEND 的软件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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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后使用左右按钮选择小时和分钟，并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设置时间。

5. 按一次查明并接受/拒绝 按钮返回设置。

6. 按一次电源和设置按钮返回主屏幕。

屏幕上显示以下消息之一后，设备将立即关闭：

检查线圈 (CC)
它表示搜索线圈发射器信号中断。 探测线圈连接
器可能未连接、松动或断开。 如果您拥有另一个
具有相同线圈连接器的探测器，请确保您没有错
误地连接错误的线圈。 如果以上都不存在，则搜
索线圈或其电缆可能有缺陷。 如果更换搜索线圈
后问题仍然存在，则可能是线圈控制电路存在问
题。

电池电量低 (Lo)
当电池电量耗尽时，显示屏上会出现“Lo”消息，并
且设备会关闭。

系统错误 (SE)
如果设备在此警告后关闭，请重新打开设备。 如
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按住电源和设置按钮 30 秒
来重置设备。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技术服
务。

注意:设备更新后，如果在显示软件版
本的地方出现E5 E5错误码，这意味
着没有正确安装更新。  在这种情况
下，您需要重新加载软件。



技术规格

Nokta Detectors 保留更改设计、规格或附件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并且不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

工作频率   ：Multi(2)、4kHz、10kHz、15kHz、20kHz、40kHz
音频频率   ：100Hz - 1200Hz 可调
搜索模式   ：4（公园/球场/海滩/金矿）
自定义用户配置文件 ：4
音频音调   ：60
音量   ：是的
断音   ：是的
音调频率   ：是的
可调阈值   ：是
陷波滤波器  ：是
地面平衡   ：自动/手动/跟踪
精确定位   ：是
频移   ：是的
降噪   ：是
振动   ：是的
灵敏度设置  ：30级
目标ID   ：01-60
搜索线圈     : The LEGEND WHP: LG28 28cm (11") DD 
     : The LEGEND Pro 包: LG28 28cm (11") DD & LG15 15cm (6'') DD
显示   ：定制液晶显示器
背光   ：是的
LED手电筒  ：是的
重量   ：1.4 千克（3.0 磅），包括搜索线圈
长度   ：63cm - 132cm (25" - 52") 可调
电池   ：5050mAh 锂聚合物
保修期   ：3 年

蓝牙® 字标和徽标是 Bluetooth SIG, Inc. 拥有的注册商标。
Qualcomm® aptX™ 是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c.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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