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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电检查  

ProxMark3 在出货前都已经写入最新地固件，插入 Mini‐ＵＳＢ与外用电池时，所有的灯

都会亮一下，然后三个在同一排的灯先灭，最后是另一排的红灯再灭，同时听到继电器“嗒”

的一声，这代表所有元件工作正常。  

 

二、 安装驱动  

 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  

 

 

没有接上电路板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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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电路板以后 

  

当没有接电路板“人体学输入设备”下有一个“ＵＳＢ人休学输入设备”，当接上电

路板以后就会显示多出一“ＵＳＢ个人体学输入设备”。（当然，按电脑的实际设备而定，一

般是最后一个“ＵＳＢ人体学输入设备”）。右击“ＵＳＢ 人体学输入设备”然后再点击“更

新驱动程序”，在 win7 中 要右击“USB 输入设备”，选择“属性”，在弹出的“USB 输入设

备 属性”窗口中 ，选择“详细信息”，在“属性（P）” 下拉列表中 找到 “总线已报告设

备描述”,在下面的值就会显示 “ProxMark-3 RFID Instrument”,证明这就是找到的 ProxMark3 设

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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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驱动程序”标签，点击更新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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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  

 

选择“从计算机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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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从磁盘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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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磁盘安装”窗口选择驱动存放的目录，然后选择“ProxMark3.inf”文件  

点击下一步直到“完成”  

 

  

三、 测试几个命令  

   3.1、tune 命令  

     打开 cmd 命令，或是双击 bin 文件下的 CMD.bat 文件，运行

ProxMark3.exe ，不懂的查看 HELP 命令 

 

 

     输入“hw tune ”，高步天线可用 hf tune 命令来查看天线的电压，方便调

谐，按下板上的按键后可停止连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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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电压达到 5V 以上可以采取得卡与设备之间的数据  

3.2、读一个 mifare 卡片  

   放一张卡到 IC_read 天线上,输入“hf 14a reader”，我是放的一张 mifare one s50

的卡片，可以读到 ID 号码，如果有密码可以读到里面的内容   

 
3.3、监听一个通信  

   把天线放到卡的后面或是之间，在 ProxMark3 命令行先输入“hf 14a snoop ”

然后把卡放到读卡设备上，此时 LED 会闪烁，记录数据完成后 LED 会熄灭，或

是按设备上的按键停止监听。然后用 hf 14a list 来查看监听到的数据，如果出现

数据不完全，可能是卡与天线的距离过大或是位置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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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监听到的卡与读卡设备之间的数据,现在通过 crack_ic.exe 软件再把数据加

密反破解出来密钥来,先关掉CMD窗口,再打开PRO文件下的ProxMark3.log文件，

找到最后 TAG 04 00 这行 ，以下卡的一次正常读写，任何操作卡都是以 TAG 04 

00 开始  

 

ETU     :rssi: who bytes  

---------+----+----+-----------  

 +      0:   0: TAG 04  00      

 +   8206:    :     93  20      

 +     66:   0: TAG 58  1b  b2  1e  ef    （放到第 1 个框 UID）  

 +  10094:    :     93  70  58  1b  b2  1e  ef  e8  da      

 +     66:   0: TAG 08  b6  dd      

 +   9758:    :     60  1f  83  93      

 +    114:   0: TAG 12  1d  1c  79    （放到第 2 个框）  

 +   1702:    :     f2  56  00  00  f1  51  3e  cb     !crc （放到第 3 个

与第 4 个框）  

 +     66:   0: TAG dd  38  28  4f   （放到最后一个框）   

 +   7910:    :     a2  0e  5c  c3     !crc  

 +     66:   0: TAG 20! 26! e2  c6  b7! 88  b1! 20! 7a! 64! de! 3d! d0  3f  

d1  b8  e6! f4!    !crc  

 +  11790:    :     55  81  bc  17     !crc  

 +     66:   0: TAG 25  73! f4! 68! e5! b9  ca! 82! 43! ca  0e  1b  a0  9c  

dd! 77  52! 98!    !crc  

 +  18184:    :     0e  eb  89  9f     !crc  

注意以上我标记这几个数值，是监听到卡的密码..下面来破解这些值就会得到密

码. 运行 crack_ic.exet 程序，把以上值放到相应的框中，点击 crack key,你要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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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就在第六个框中显示出来.  

  

 

四、 外接电池的使用  

先把 USB 线接到电脑上，再把开线安装好，然后把外接电池接上，电池的正负

极不要与设备上的正负极接反，这样会烧掉主板芯片，导致主板不工作，请谨慎操作。

接线如以下图:  

 

 

 

具体操作如下:  

 1、 先把 usb、天线、电池接上  

 2、 打开 pro 目录下的 cmd 。在 dos 窗口输入 hw tuen 查看天线的电压，只

要达到５Ｖ就可以正常工作  

 3、 再输入 hf 14a snoop 命令，些时主板上的１个ＬＥＤ灯亮起来，再拨掉Ｕ

ＳＢ线 查看主板上的灯，如果继续亮证明电池已经连接好。  

 4、 再用把天线放到卡的后面或是卡与读卡器之间，如果是插入试的   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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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把天线放到读卡器的后面，注意，天线必须与卡平行，这样才能监听完整的数据。

信号是读卡器发出的。所以只要是卡能收到信息的地方，天线也同样能收到信息。  

 5、 监听完数据以后 可以按主板上的停止按键停止监听，另外一种就是当设

备的内存满了以后也会自动停止监听，当设备有灯灭了以后证明监听工作已经停止。  

 6、 再把设备通过 usb 线接到电脑上，打开 pro 文件下的 cmd，在 dos 窗口运

行 ProxMark3.exe 程序  

 7、 再输入 hf 14a list 命令查看监听到的数据  

 8、 通过 crack IC 程序卡区的破解密码  

  

五、天线的制作  

     天线的制作如下: 

 

高频天线是 TP3与TP4  Mifare 1S50／Mifare 1S70／FM11RF08等13.5M频率  

低频天线是 TP2与TP5   

先准备一根ＵＳＢ转MINI USB B型8Pi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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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头开始 6.5CM 处开始剥皮，去掉包皮，剩下４条线，红、绿、白和黑。  

剪掉红色和白色的线，黑色留下 76CM,绿色线留下 19CM，如下所示 

 

 

把黑色和绿线尾部用焊锡粘在一起，然后绕成一个半径大概是5ＣＭ的圆

圈，绿色大概是半圈，黑线是２圈半  

 

六、ProxMark 使用技巧及相关命令 

 Proxmark3 的命令使用最小匹配模式，每个命令只要输入到可以唯一识别即可，例

如 hf mf chk ，在 hf mf 下只有一个 c开头的命令 chk,所以 hf mf chk ，hf mf ch， 

hf mf c 都是等价的，所以看到网上资料里的命令不一样不要怀疑，他们是等价的。  

 Proxmark3 每次运行都会在同目录下产生一个 proxmark3.log 文本文件，这个文件

记录着 Proxmark3 执行你每条命令的结果。记住，只是命令执行的结果。命令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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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的同目录.history 文件里面。需要看历史记录可以打开 proxmark3.log 以

及.history查看。  

 输入所有存在命令，不加任何参数，会直接显示该命令的帮助信息。  

 输入不存在的命令以及参数，会显示主命令的帮助信息。  

 输入具体的命令后，如果参数不对，会直接显示该条命令的使用范例。  

 所有的命令帮助中，用大括号{}括起来的，并且有省略号的表示有下一级的命令。

例如 hf 命令下的 14a、14b、15、legic、iclass、mf的帮助信息都是{ „}形式，

表示还存在下一级的命令。  

 当你使用 hf mf chk自动化操作的时候，如果全卡为默认 Key，请手动创建一个 16

进制文件名为 dumpkeys.bin 的文件，并且把已知的所有 KeyA/B写入文件内！先写

KeyA，在写 KeyB，记住不要有空格/回车！然后放在 Proxmark3 客户端目录下，再

执行 hf mf dump，你就会得到全卡的 dumpdata啦！前提是 KeyB为 write.  

 接下来介绍 Proxmark3 的相关命令帮助。  

help 主帮助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使用命令 '<command> help'获取相关命令的详细帮助信息。当然直接

输入相关命令，不加 help，也能出现该命令的帮助信息。）//例如 hw help 与 hw 

是等价的。  

data  图形窗口/缓冲区数据操作等等  

exit  退出 Proxmark3 的终端环境  

hf  高频相关命令  

hw  硬件检测相关命令  

lf  低频相关命令  

quit  退出 Proxmark3 的终端环境等同 exit  

 

 



网购地址: http://party22888.taobao.com/ 

作   者：sagiv   出版时间： 2012/07 

hw 硬件检测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detectreader  
['l'/'h'] --检测外部读卡器频率区域（选项“l”或“h”限制到低频 LF或

高频 HF）  

fpgaoff  设置 FPGA 为关闭  

lcd  <16 进制命令> <次数> -- 发送命令/数据到 LCD  

lcdreset  重置 LCD  

readmem  从芯片中读取 10 进制地址的存贮器  

reset  重置 Proxmark3  

setlfdivisor  <19 - 255> -- 在 12Mhz/(基数+1)驱动 LF 天线  

setmux  <loraw/hiraw/lopkd/hipkd> -- 设置 ADC 多路复用器为一个特定的值  

tune  测量天线的调谐  

version  显示 Proxmark3 的固件版本信息  

data 图形窗口/缓冲区数据操作等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amp  放大峰值  

askdemod  <0/1>--尝试调制显示移幅键控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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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orr  <窗口长度> -- 自动校正窗口  

bitsamples  获得原始样本作为 bit  

bitstream  [时钟速率] -- 转换成比特流的波形  

buffclear  清除缓冲样本和图形窗口  

dec  抽取样本  

detectclock  检测时钟速率  

fskdemod  作为 HID 的 FSK 显示波形图形窗口  

grid  <x> <y> -- 在图形上窗口覆盖网格，用 0值关闭  

hexsamples  <区块> [<偏移>] --作为 16 进制转储较大缓冲区  

hide  隐藏图形窗口  

hpf  从轨迹线移除直流偏移  

load  <文件名> -- 从文件加载轨迹（给图形窗口）  

ltrim  <samples> -- 从左轨迹整理样本  

mandemod  [i] [时钟速率] --曼彻斯特解调二进制流（选项“i”颠倒输出）  

manmod  [时钟速率] --曼彻斯特解调二进制流  

norm  正常大小改变最大/最小至+/-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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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显示图形窗口（点击窗口中的'h'显示按键帮助）  

samples  [128 - 16000] -- 从图形窗口获取原始样本  

save  <文件名> --保存轨迹（从图形窗口）  

scale  <数值> -- 设置光标的显示比例  

threshold  <阈值> --根据阈值最大化/最小化图形窗口  

zerocrossings  计算零交点的时间  

lf 低频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cmdread  
<off> <'0'> <'1'> <命令> ['h'] -- 在读取之前发送命令来调整 LF读卡器

周期（以微妙为单位）（'h'选项为 134）  

em4x  EM4X 卡类相关命令...  

flexdemod  解调 FlexPass 样本  

hid  HID 卡类相关命令...  

indalademod  ['224'] --解调 Indala 样本的 64位 UID（选项'224'是 224 位）  

read  ['h'] -- 读取 125/134 kHz 的低频 ID标签(选项'h'是 134)  

sim  [GAP] -- 从可选 GAP的缓冲区模拟低频标签(以微秒为单位)  

simbidir  模拟低频标签（在读卡器和标签之间双向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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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man  <时钟> <比特率> [GAP] 模拟任意曼彻斯特低频标签  

ti  TI 卡类相关命令...  

vchdemod  ['clone'] - 解调 VeriChip 公司样本  

lf em4x (EM4X 卡类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em410xread  [时钟速率] -- 提取 EM410x标签的 ID  

em410xsim  <UID> -- 模拟 EM410x 标签  

em410xwatch  读取 EM410x标签，2000 次取样获取 ID  

em410xwrite  
<UID> <'0' T5555> <'1' T55x7> --把 EM410x UID写入 T5555(Q5)或 T55x7

标签  

em4x50read  从 EM4x50 标签中读取数据  

lf hid (HID 卡类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demod  解调 HID Prox 卡 II（不是最佳）  

fskdemod  实时的 HID FSK 解调器  

sim  <ID> -- 模拟 HID标签  

clone  <ID> -- 克隆 HID到 T55x7卡（标签必须是在天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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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ti (TI 卡类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demod  TI型 LF 标签解调原始位  

read  读取和解码 TI 类 134kHz 的标签  

write  新的数据写入一个能读/写的 TI类 134kHz 标签  

hf 高频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14a  ISO14443A 卡的相关命令...  

14b  ISO14443B 卡的相关命令...  

15  ISO15693 卡的相关命令...  

legic  LEGIC卡的相关命令...  

iclass  ICLASS 卡的相关命令...  

mf  MIFARE 卡的相关命令...  

tune  连续测量高频天线的调谐  

 

hf 14a （ISO14443A 卡的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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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列出窃听到的 ISO14443A 类卡与读卡器的通信历史记录  

reader  读取 ISO14443A 类卡的 UID等数据  

sim  <UID> -- 模拟 ISO14443A 类标签  

snoop  窃听 ISO14443A 类卡与读卡器的通信数据  

hf 14b （ISO14443B 卡的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demod  调制 ISO14443B 协议的标签  

list  列出窃听到的 ISO14443B 类卡与读卡器通信历史记录  

read  读取 ISO14443B 类卡的信息  

sim  模拟 ISO14443B 类标签  

simlisten  从高频样本中模拟 ISO14443B类标签  

snoop  监听 ISO14443B 类卡与读卡器之间的通信数据  

sri512read  <int> -- 读取 SRI512 标签的内容  

srix4kread  <int> -- 读取 SRIX4K 标签的内容  

hf 15 （ISO15693 卡的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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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d  调制 ISO15693 协议的标签  

read  读取 ISO15693 类卡的信息  

record  记录 ISO15693 标签样本  

reader  作为 ISO15693 卡类的读卡器，读取 UID等信息  

sim  模拟 ISO15693 协议的标签  

cmd  向 ISO15693协议的标签直接发送命令  

findafi  暴力一个 ISO15693 标签的 AFI  

dumpmemory  读取 ISO15693 标签的所有页内存数据  

hf legic （LEGIC 卡的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decode  显示非混淆的解码后的 LEGIC的射频标签数据（在使用 hf legic reader之后）  

save  <filename> [<length>] --存储样本数据  

load  <filename> -- 恢复样本数据  

sim  
[phase drift [frame drift [req/resp drift]]] 开始模拟标签 (在使用 load 或

者 read 之后)  

write  <offset> <length> -- 向缓冲区写数据(在使用 load 或者 read之后)  

fill  <offset> <length> <value> -- 填写/写标签恒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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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 iclass （ICLASS 卡的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list  列出窃听到的 iClass类卡与读卡器的通信历史记录  

snoop  窃听 iClass类卡与读卡器的通信数据  

hf mf （MIFARE 卡的相关命令...）  

help  显示帮助  

dbg  设置默认调试模式  

rdbl  读取 MIFARE classic卡的区块数据  

rdsc  读取 MIFARE classic卡的扇区数据  

dump  导出 MIFARE classic卡的数据到二进制文件  

restore  从二进制文件恢复数据到空白的 MIFARE classic 卡  

wrbl  改写 MIFARE classic卡的区块数据  

chk  测试 MIFARE classic卡的各个区块 KEY A/B  

mifare  基于 PRNG 漏洞，执行 mifare “DarkSide”攻击操作  

nested  测试嵌套认证漏洞，基于一个已知 Key，获取都有扇区 Keys  

sim  模拟一个 MIFARE 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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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r  清除仿真内存的各区块数据  

eget  获取仿真内存的各区块数据  

eset  设置仿真内存的各区块数据  

eload  从导出的文件加载仿真数据  

esave  导出保存仿真数据到文件  

ecfill  利用仿真器的 keys来填补仿真内存  

ekeyprn  打印输出仿真内存中的 ke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