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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硬件说明

1.设备的安装：

A.首先安装铜柱：

B.再安装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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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板上拧螺丝和带头铜柱

C.安装低频天线：

提示：低频天线亦可安装在上下左右四个面对称位置，可根据喜好来选择。

推荐方式下，两种天线互相影响最小。

D.贴保护膜：



6

2.IC 高频卡放置位置：

IC 卡推荐放置在设备背面，和设备对齐的位置，是最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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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如上图放置卡片，通常情况下没问题，另外注意远离金属物体和金属桌面。

3.ID 低频卡放置位置：

卡片紧贴于圆形天线上即可

有些 ID 卡信号不好，可以把圆形天线左侧安装，读卡灵敏度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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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参数：

(低频天线右侧安装时)

# LF antenna: 29.84 V @ 125.00 kHz

# LF antenna: 32.31V @ 134.00 kHz

# HF antenna: 28.43V @ 13.56 MHz

(低频天线左侧安装时)

# LF antenna: 43.86 V @ 125.00 kHz

# LF antenna: 24.48 V @ 134.00 kHz

# HF antenna: 25.13 V @ 13.56 MHz

工作电压：3.5-5.5V

工作电流：50-130mA

长宽尺寸：54mm*86.6mm

厚度尺寸：6.2mm（最薄） 9.8mm（加螺丝） 15.8（加低频天线）

出厂固件版本：2.0.0

二．驱动安装

以下为 W7 64 的安装示例流程。不同系统的安装略有出入，请参考此文件夹下的

引导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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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 PM3 连接至电脑，在设备管理器中未知设备右键点属性

2.点击更新驱动程序

3.点击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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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下面

5.下一步后，从磁盘安装

6.选择驱动目录，选择驱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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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一步

8.点击下面，完成驱动安装

如果一切正常，则会出现虚拟串口。如下图：

COM5 可以是任何数，至此驱动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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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安装不成功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1.驱动签名认证没有关闭，关闭驱动签名认证即可。

2.WINDOWS 可能是精简 GHOST 版本。

3.使用了虚拟机等方式连接设备。

4.系统缺少依赖文件。

5.换一台电脑，或者换一个 USB 口试一下。

如遇以上问题，请按照引导操作：

PM3 兼容系统：XP/W7/W7 64/W8/W10/LINUX/Android(需要具备相关知识)

三．快速测试基本功能

首先在资源管理器中查看串口号：

然后打开此目录下的文件：

双击

打开之后选择对应串口

如果下方是空白，说明连接正常。

如果显示 表示连机不正常。

尝试重新拔插 USB，先把串口号选择成别的，然后插上 USB 后，叮咚声后，

再把串口选择成正确的串口即可。

注意如果连续几次无法打开串口，需要在任务管理关闭“Proxmark3.exe”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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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线电压测试：

测试天线的谐振电压时，天线周围不能放置卡片或者金属，否则测量结果会偏低。

2.读高频卡测试：

可以尝试把“M1 S50”“M1 UID”不同卡放在天线上测试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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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低频卡测试：

可以尝试把“HID”“T5577”不同卡放在天线上测试卡片类型。

这个指令读 ID 卡灵敏度不好，有些卡读不出来时，需要用另一个指令来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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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后向上翻页，如下图，红框就是 ID 的卡号：

注意：有些 T5577 空卡在未初始化之前，是读不出来的，我们需要写入一次 ID，就能

读了。有些卡则出厂默认带 ID 号。

四．卡片基础知识

常见的卡片有：

类型 频率 特性

Mifare S50(简称 M1) 高频 最常见的卡，每张卡独一无无二 UID 号，可存

储修改数据（学生卡，饭卡，公交卡，门禁卡）

Mifare UltraLight(简称 M0) 高频 低成本卡，出厂固化 UID，可存储修改数据

（地铁卡，公交卡）

Mifare UID（Chinese magic card）

（简称 UID 卡）

高频 M1 卡的变异版本，可修改 UID，国外叫做中国

魔术卡，可以用来完整克隆 M1 S50 的数据

EM4XX(简称 ID卡) 低频 常用固化 ID卡，出厂固化 ID，只能读不能写

（低成本门禁卡，小区门禁卡，停车场门禁卡）

T5577（简称可修改 ID卡） 低频 可用来克隆 ID 卡，出厂为空卡，内有扇区也可

存数据，个别扇区可设置密码。

HID Prox II（简称 HID） 低频 美国常用的低频卡，可擦写，不与其他卡通用

M1 S50 卡介绍。

M1 S50 是国内最常用的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IC 卡。

由飞利浦公司旗下恩智浦（NXP）开发，国产也有兼容卡，但是卡片信息是判断不出

来的，卡片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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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TYPE : NXP MIFARE CLASSIC 1k | Plus 2k SL1 的时候

就代表这是 M1 S50 卡。

这种卡片就像个小容量 U 盘，天生强制加密。密码不可以取消。

厂家出厂会把密码设置成大家都知道的默认密码，FFFFFFFFFFFF。方便使用。

如上图，是一张卡的数据结构，其中一共有 16 个扇区，每个扇区由 4 个块组成，

4 个 块中前三块用来存储数据，最后一块用来存储密码。就像一个加密的小 U 盘，每

个扇区有两个密码来共同管理。

单个扇区数据截图：

可以看到这个扇区里，一共有四行，每行就是一个块，前三个块是存储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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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块是存储密码的，两个黄圈分别是 A 密码和 B 密码，中间四个字节是控制字，

是管理密码权限用的，就像保险箱的密码设置选项，用来设置 A 和 B 密码的功能。默

认不修改的时候，可以用 A 密码读写所有数据。A 密码不可以读出，B 密码可以用 A

密码读出。

密码虽然存储在那里，但是密码密码不一定是可以读取的，这个由控制字来决定，

详细对照表设置表见【卡片资料】文件夹。

M1 卡中除了第一个扇区稍有不同，其他 15 个扇区结构完全一样，下图是第一个

扇区结构：

红圈既是卡片 UID 号，是每张卡独一无二，不可修改的 ID 序列，不需要密码可以

读。第一扇区的 0 块的其余数据都是厂家出厂内置的，包含了厂家和卡片信息。不可

以修改。只能读。

M1 UID 卡介绍

M1 UID 卡是国人针对 M1 S50 卡特制的变种卡，用起来和 M1 S50 完全一样，

只是多了一个功能，就是 0 扇区块的数据可以随意修改。因此 UID 号也可以随意修改，

厂家信息也可以随意修改，UID 卡因此得名。

如图显示“YES”表示是 UID 卡。但是也有些兼容性不好的 UID 卡会显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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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不好的卡使用两种软件都可以写入，但是读出数据时，中文 GUI 读不出，英文

GUI 可以读出确实最后一块的不完整数据。

这样修改的好处就是可以完美复制 M1 S50 卡，做到 UID 号也完全一样。这样读

卡机如果有验证 UID 号就没有问题了。

UID 卡修改 0 扇区 0 块数据是靠指令进入工厂模式，可以直接对全卡任何数据编

辑，不需要密码即可读写卡，同时不怕写坏卡，即使写错 0 块，写坏扇区控制字，也

可以随时修复回来，丝毫不影响后续使用，所以应用广泛，深得人心。

但是缺点是，现在新的读卡系统，通过检测卡片对特殊指令的回应，可以检测出

UID 卡，因此可以来拒绝 UID 卡的访问，来达到屏蔽复制卡的功能。但是毕竟还是少

数。

M1 FUID、CUID 卡介绍

FUID 卡是国人针对 UID 卡做的优化，如上提到的，UID 卡会被检测出来，因此被

屏蔽。FUID 卡是没有后门的 UID 可修改的卡，他的 0 扇区 0 块数据一生中只能修改

一次，除此之外，和 M1 标准卡完全一样，所以难以检测屏蔽。

CUID 卡则是针对 FUID 卡做的优化，如上提到，因为只能写入一次 0 块，因此如

果写错了，或者重复利用就很困难，所以 CUID 卡可以重复修改 0 块，但是他和 UID

卡的区别是，他没有后门，使用常规密码验证的方式即可写 0 块，其他扇区和标准 M1

卡相同。缺点是，依然有被检测的可能，同时如果不小心写错了 UID 号的校验位，导

致无法读卡，这时候没法修复卡片，卡片只能报废处理。

注意，PM3 可以写以上两种卡，但是官方英文软件只能一个一个块手工写卡，我

们中文 GUI 软件则可以直接把数据文件整个写入卡中，方便使用。

ID，HID,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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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卡是我们的俗称，内部芯片的全名叫做 EM4100 或 EM41XX，是低频卡，每张

卡出厂就有独一无二的 ID 号，不可改写。HID Proxcard 卡类似。

T5577 卡介绍

T5577 卡是一种可以写入数据可以加密的低频卡。最特别之处是，写入 ID 号

可以变身成为 ID 卡，写入 HID 号可以变身 HID 卡，写入 Indala 卡号，可以变身

Indala 卡。

我们先把 5577 卡写入 ID:1111111111，这时 5577 已经变身为 ID 卡了，然

后使用读 5577 全卡数据指令来看全卡数据：

如上图，写入 ID 后卡片前 3 个块会被 PM3 自动计算好，写入数据，达到变

身效果。

不要看后面的 0 和 1，只看前面的数据，5577 一共有 8 个块，每个块只能存

8 位数。第 0 块是用来设置卡片类型和调制方式的，决定了卡片是 ID 卡还是 HID

卡。如果随意修改会导致读不到卡。第 7 块最后一个块，在没有加密时是数据区，

加密后，其数据就变成了密码。

注意：有时候写入 ID 后的 5577 卡刷卡后没反应，再拿回 PM3 上读不到 ID

号。说明读卡机有防火墙，为防止 ID 复制卡专门设计。这种情况需要对 5577 加

密后方可穿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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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卡： 0 块写： 00148040 无密 HID 卡：0 块写：00107060 无密

00148050 加密 00107070 加密

给 ID 卡加密步骤：

写 ID 号→读 57 全卡数据（看密码）→写 0 块数据

→再读全卡数据（验证）→完成

PM3 读未加密 5577 全卡数据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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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是加密 5577 是无法检测配置，或者读出的块全部都是一样的

数据。

取消加密时写 5577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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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格来自 RADIOWAR，清楚地展示出 PM3 对卡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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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仅做参考，大部分卡片国内很少见，因此未做测试。

五．卡片安全性测试（是否可以被复制）

总体流程

先读卡判断卡片类型，是 ID 卡还是 IC 卡。

注意，卡片外形和型号无关，相同的芯片可以封装成完全不同的外形：

ID 卡：读卡片 ID 号→换上 T5577 卡→把 ID 号写入卡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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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卡：漏洞解密→读全卡数据→换上 UID 卡→把数据写入卡片→完成

IC 卡思路：

1.获得任意扇区的密匙（以下任一都可以）

a.PRNG 漏洞攻击得 0 扇区密匙

b.默认密码扫描获得密匙

c.嗅探读卡机和卡片交互数据获得密匙

d.模拟成 M1 卡刷卡后捕获密匙（挑读卡机，兼容性不好）

2.利用 MFOC 漏洞，用已知扇区密匙求所有扇区密匙

3.用破解出的密匙把卡片数据读出导入电脑

4.放上 UID 空卡，把电脑中的数据写入卡中

1.尝试获得卡片 16 个扇区中的任意一个密匙

有四种办法，任何一种获得了密匙，即可进行下一步。

a) （只需要卡片）通过 PRNG 漏洞攻击，无条件获得 0 扇区密匙。

i. 发送指令 hf mf mifare，或点击指令树中的 DARKSIDE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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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始攻击之后，卡片不能贴在天线中间，需要向边沿移动，直至 ABCD 有闪

动，说明卡片可以破解，保持位置不变，等待即可。

完成后，会显示如图的结果，红框内是 0 扇区密匙。

如果卡片不支持，或者不放卡片，十秒后会卡死机，重新连接 PM3 即可。

可以先用赠送的 M1 S50 练习。

ii. 注意事项：

不是所有卡片都能顺利破解，有时需要碰运气。

UID 卡不支持破解，也不需要破解，不需要密码可以直接读取到数据。

iii. 原理：

如果有兴趣了解破解机制可以参考论文“The-MIFARE-Hack-1.PDF”，非常详尽。

b) 使用卡片厂家常用默认密码测试卡片，扫描扇区是否存在默认密匙。

i. 发送指令：hf mf chk * ? ，或点击指令树中的 Test Block 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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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放好卡片，在进行默认密码扫描

如图，最上面是字典中记录的常见的 12 种默认密码，将会依次用这些密码验证卡

片。如果出现红框中“Found valid key:[ffffffffffff] ”表示找打了对应密匙，密

匙内容是“ffffffffffff”，上面方框是密匙对应的扇区号。

如果卡片不存在默认密匙，则不会有如上的提示。

ii. 注意事项：

有时扫描默认密匙可能会有小 BUG，所以一定要对结果进行验证，才得以信任。

iii.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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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存了 12 组世界范围内，卡片出厂的默认密匙，依次测试。国内卡片出厂默认一

般都是“ffffffffffff”。

c) （需要去现场）把天线置于卡片和读卡机之间嗅探通讯数据，解出一个扇区密匙。

i. 发送指令：hf mf sniff，或点击指令树中的 Sniff 或 SNOOP

嗅探获得密码不能指定，是读卡机访问了卡片的哪个扇区，才可以获得哪个密

码，在无法获得其他密码的时候，只需复制这几个扇区的数据即可使用，不需要复

制整张卡片的数据。

点击开始嗅探之后，PM3 高频读卡区夹在卡片和读卡机之间，然后刷卡。

三者之间都不能贴的太近，两边不能有金属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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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可以先把 PM3 贴在读卡机上很近的地方，PM3 和读卡机位置不变，

然后拿卡在 PM3 上方多次刷，获得数据最稳定，但是读卡距离会很近，如果读卡

机识别不到卡，可以逐渐拉开 PM3 和读卡机的距离，直至可以正常刷卡，效果是

最佳。嗅探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

如上图，刷一次卡后，拿开等待几秒，电脑会返回嗅探到的数据。

注意寻找 60 或者 61 开头的数据，60 含义是使用 A 密码访问，61 是使用 B 密码。

开头是 RDR 的是读卡机发出的指令，TAG 则是卡片发出的指令。

红圈中表示读卡机访问了第 21 个块。21 是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是 33 块

第一个方框“b2a6de1d”是卡片 UID

第二个方框“f80eee3c”是 tag challenge(卡片挑战数)

第三个方框“4ec88403”是 reader challenge(读卡器挑战数)

第四个方框“d2dd5180”是 reader respones(读卡器响应数)

第五个方框“2bb17b5e”是 tag respones(卡片回应数)

依次填入“crapto1gui.exe”这个软件中。（在“小工具”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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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crak key 即可计算出密匙，结论是：读卡机使用 A 访问了第 33 块使用的密

码是 FFFFFFFFFFFF

ii. 注意事项

嗅探时，天线一定要在卡片和读卡机之间，弄错顺序会得不到完整数据。

读卡机必须是平时读这张卡的机器，不一定非要是发卡机。如果得不到密匙可能是

读卡机没有用密码访问卡片扇区，也可能是读卡机信号不好所致。

如果现场不允许带电脑。想要离线嗅探时，需要刷固件到 816 版本。

816 下使用的指令是 SNOOP 而不是 Sniff，发送指令后，打开电源开 关 ， 拔 掉

USB，和卡片一同靠近读卡机，多来回刷几下，直到 A 灯熄灭。插回电脑，使用

hf 14a list 即可查看，可能会先复位一下，但是数据依然在，等待几秒电脑叮咚

后，再次发送 hf 14a list 即可查看数据。千万不能关闭 PM3 电源开关，否则会

丢失数据。下图是两种指令的区别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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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 SNOOP，不会自动挑拣。需要人工找出有效数据段。一般以类似的

数据长度和形态来判断。

如上图数据，93 70 打头含义是选中 UID 为 b2 a6 de 1d 的卡片，后面往往会有

有效数据。读卡机选中卡片后，就是准备访问卡片了。

iii. 原理

M1 卡在读卡机和卡片交互数据和密码时，使用了 crapto1 算法。

即便同一张卡，同样的密码，嗅探得到交互数据也是随机的，但是只要获得前面提

到的四组随机数组，以及 UID，就可以反解出密匙。

d) （需要去现场）把天线模拟成 M1 卡，诱发读卡机读卡，捕获数据，解出一个扇

区密匙。

i. 发送指令：hf mf sim x，或点击指令树中的 SIMULATOR

848 固件下（老） 2.X.0 固件下（新）

SNOOP 指令 Sniff 指令 SNOOP 指令 Sniff 指令

功能

嗅探读卡机

和卡片完整

交互数据

无

嗅探读卡机

和卡片完整

交互数据

仅显示解密

M1 卡的关键

数据

用法

预存在 PM3

里面，使用

hf 14a list

查看

无

预存在 PM3

里面，使用

hf list 14a

查看

在电脑实时

显示解密的

关键数据

记录长度 很短 无 很长 无限

数据完整性
不完整，容易

丢包，挑机器
无

数据完整，清

晰，注释清楚

数据完整，清

晰，注释清楚

离线记录 支持 无 不支持 不支持

记录对象
支持 14443A

的任何卡
无

支持 14443A

的任何卡

仅提取 M1 卡

解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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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边可以不填写需要模拟的 UID，PM3 会自动选择一个默认 UID，如下图

然后靠近读卡机刷卡。完毕后按按钮退出，会自动返回数据。 诸如：

利用插件即可解出密码。

首先打开如下的批处理文件，修改其中的数据替换为自己的数据。

替换完成后，双击打开批处理，获得结果：



32

ii. 注意事项

注意此功能不是百分百，对有些读卡机兼容不好，无法获得正确的返回。

iii. 原理

略

2.通过已知的密匙，获得所有扇区密匙

使用指令，【hf mf nested 1 0 A ffffffffffff d】一密码得多密码

这是利用嵌套认证漏洞使用任何一个扇区的已知密匙，获取所有扇区的密匙，此漏

洞成功率较高。示例中是表示 0 扇区的 A 密匙 ff....，可以看到尾椎加了一个“d”，

不加 d 就不会输出密匙文件，加了 d 则是将密匙保存到文件 dumpkeys.BIN。

使用 nested 时注意要选择正确的卡片容量。1-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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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攻击成功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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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出卡片数据到电脑

使用如上指令即可。读取到的卡片数据文件保存在了根目录中，dumpdata.bin

4.读取电脑中的卡片数据，并写入到 UID 卡中

使首先我们要转换 dumpdata.bin 文件到 xxxxx.eml 格式，这个格式可以用记事

本打开查看，才可以被 PM3 调取写入 UI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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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调取.eml 文件写入到 UID 卡，克隆完成。

如果遇到写入后，卡片无法读取，或者数据错乱，

可以使用如下办法，可靠写入：

5.检验数据，完成克隆

六．低频卡的操作：

1.读 ID、HID、INDALA 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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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EM4X 就是我们常说的 ID 卡的芯片，属于低频卡，要放在圆形天线读取。

读卡后，会显示如下数据，“Valid EM410X ID Found！”表示读到了 ID 卡的序号。

记录下上图中 EM TAG ID 后面的序号，即可。

如果是 HID 卡会显示【HID】。如果是 INDALA 会显示【INDALA】。

2.向 T5577 卡片写入不同类型来克隆卡片：

克隆成 I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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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成 HID 卡：

克隆成 INDALA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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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软件介绍：

如图是对软件界面的初步翻译和说明，帮助理解软件指令树的含义。

如何避免多次重启软件的麻烦：PM3 在运行一些指令时经常容易死机，需要重连 USB。往

往软件也需要重开。如果断开 USB 后，把串口选成其他的编号，插上 PM3，叮咚声后，再

把串口选回来成正确编号。这样即可避免每次重启软件的麻烦。

八．注意事项：

1.硬件事项：

PM3 由于是国外黑客爱好者业余开发，所以在易用性和人性化上并没有考虑太多，

所以会经常死机，有些指令没有明确的成功失败回复，还有一些细节处理的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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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设备运行攻击指令时，如果卡片不支持或者不放卡，会直接死机，死机后需

要随时重新拔插设备来迫使电脑的串口连接正常。在解密运行过程中，要以设备上的

ABCD 四个 LED 作为运行依据，如果 LED 在闪动，说明正在进行中，如果完全熄灭或

者常亮代表攻击失败，等待全部熄灭表示已经停止运行了，直接重新拔插设备即可。

2.软件事项：

a) 电脑端软件

软件可以使用 CMD 的命令行亦可使用蓝色图标的英文 GUI，也可以使用我们开的

中文 GUI。

官方 CMD 命令行

（PM3 指令台.bat）

官方英文 GUI

（Proxmark

Tool.exe）

本店中文 GUI

（Proxmark3_EASY_GU

I.exe）

原理 调用 Proxmark3.exe 调用 Proxmark3.exe 调用 Proxmark3.exe

报毒 无 无 会误识别报毒

读写 UID卡
可读写，兼容显示

“NO”的 UID卡

可读写，兼容显示

“NO”的 UID 卡

可读写，只能读写兼容

性好的 UID卡

读写

FUID/CUID

可读写，需要手工单

独写块

可读写，需要手工单

独写块

可读写，载入文件后自

动写全卡

易用性
不易用，需要背诵英

文指令，但操作拉风

一般易用，需要看英

文操作，功能全面

易用，把常用功能提取

后，加入了小功能

兼容性 高兼容性，可跨平台
Windows 平台兼容性

好

有时打开会闪退，打开

两次可以解决

钥匙扣卡

DUMP数据

没有自动重读机制，

容易中断不流畅。

没有自动重读机制，

容易中断不流畅。

加入了自动重读机制，

小卡也流畅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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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备固件

固件从老到新排列：r486→756→816→848→852→1.0.0→2.0.0→2.5.0

以前老固件输入 hw version 直接可以看到版本号。

1.0.0 之后只会返回日期，通过日期来判断版本号。

2.0.0： #db# bootrom: /-suspect 2015-04-02 15:12:04

#db# os: /-suspect 2015-04-02 15:12:11

#db# HF FPGA image built on 2015/03/09 at 08:41:42

2.5.0： bootrom: /-suspect 2015-11-19 10:08:02

os: /-suspect 2015-11-19 10:08:09

LF FPGA image built for 2s30vq100 on 2015/03/06 at 07:38:04

HF FPGA image built for 2s30vq100 on 2015/11/ 2 at 9: 8: 8

推荐使用 2.0.0 固件。最新 2.5.0 固件经过测试，一密求多密容易产生 ERROR，新固件的新

功能有些东西用不上，但是往往拆东墙补西墙，老的功能会受影响。

九．指令介绍

【hw tune】天线调谐电压测试

指令是用来测试天线谐振电压的。测试的时候，要将天线直立，周围远离金属，

远离卡片，才能获得准确电压。有时电压可能会比标称值低一些。天线的电压丝毫

不影响任何操作和功能，实际上高频超过 5V，低频超过 10V 就可以正常使用。

只是电压越高读卡距离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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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 14a reader】读卡的类型

作为读卡器，读高频卡 ID，测试高频卡的类型，先放卡，再执行命令。

【hf mf chk 0 A ffffffffffff】检测密码

针对 M1 卡，检查 0 扇区的 A 密码是否为 ff....

【hf mf chk *1 ? t】检测默认密码

针对 M1 卡，检查所有扇区是否存在默认密码，也就是自动使用字典中的默认密

码对 16 个扇区验证一遍。

（大部分卡片使用时都是对使用的扇区修改了密码，未使用的则是出厂默认密码，

个别厂家默认密码会有不同，PM3 内置了十多种常见默认密码）

【hf mf mifare】PRNG 攻击

这是 PRNG 漏洞进行测试，能直接通过漏洞算出第一个扇区的密码，也叫做爆破，

不是所有卡支持此漏洞。有时过程中会提示英文“Can’t select card”这是 BUG 提

示，请忽视。如果运行中 ABCD 在不断闪烁，表示可以破解，等待结果即可。

对于不支持的卡片，无论如何调整卡片位置，LED 都不会有变化，最终 PM3 会出

现复位掉线。

（PRNG 漏洞介绍：

http://radiowar.org/security/%e4%bb%8e%e4%b9%8c%e4%ba%91%e7%

9a%84%e9%94%99%e8%af%af%e6%bc%8f%e6%b4%9e%e5%88%86%e6%9e

%90%e7%9c%8bmifare-classic%e5%ae%89%e5%85%a8.html）

http://radiowar.org/security/%e4%bb%8e%e4%b9%8c%e4%ba%91%e7%9a%84%e9%94%99%e8%af%af%e6%bc%8f%e6%b4%9e%e5%88%86%e6%9e%90%e7%9c%8bmifare-classic%e5%ae%89%e5%85%a8.html
http://radiowar.org/security/%e4%bb%8e%e4%b9%8c%e4%ba%91%e7%9a%84%e9%94%99%e8%af%af%e6%bc%8f%e6%b4%9e%e5%88%86%e6%9e%90%e7%9c%8bmifare-classic%e5%ae%89%e5%85%a8.html
http://radiowar.org/security/%e4%bb%8e%e4%b9%8c%e4%ba%91%e7%9a%84%e9%94%99%e8%af%af%e6%bc%8f%e6%b4%9e%e5%88%86%e6%9e%90%e7%9c%8bmifare-classic%e5%ae%89%e5%85%a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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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 mf nested 1 0 A ffffffffffff d】一密码得多密码

这是利用嵌套认证漏洞使用任何一个扇区的已知密匙，获取所有扇区的密匙，此漏

洞成功率较高。示例中是表示 0 扇区的 A 密匙 ff....，可以看到尾椎加了一个“d”，

不加 d 就不会输出密匙文件，加了 d 则是将密匙保存到文件 dumpkeys.BIN。

使用 nested 时注意要选择正确的卡片容量。1-4K。

【hf mf dump】读取卡片数据保存在 dumpdata.BIN

此命令是在获得所有密匙的前提下，将卡片所有扇区的数据读出并保存在二进制文

件 dumpdata.BIN。然后可以使用“UltraEdit”可打开文件，并且与别的数据做

交叉对比。UltraEdit 安装包在“小工具”中。

【hf mf cload e dumpdata.eml】克隆数据到 UID 卡

把 dump 数据写入到 UID 卡里。后面跟数据文件名“dumpdata.eml”。前面产

生的 dumpdata.bin 不可直接导入，需要转换成 eml 再导入。Eml 格式的卡片数

据必须包含完整 64 行数据，转换完成，需要确认 dumpdata 的文件完整性。

（转换格式可以用自带脚本转换）

克隆完成，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方式再次把 UID 卡片 DUMP 数据出来，做对比。

或者单独读一些扇区来作对比。

【hf mf csetuid 1234bcdf】修改 UID 卡的 UID

修改 UID 卡的 UID 为 1234bcdf，UID 是四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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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 mf eclr】清除缓存

在无卡监听读卡器之前，务必要清除缓存。

【hf mf sim x】无卡监听读卡机

PM3 的天线模拟成卡片，诱发读卡机读卡，并且捕捉读卡机发出的验证密匙。

不能离线操作，监听完按按钮退出。

【hf 14a snoop】有卡监听读卡机获得一密

2.0.0 固件在线监听：

点击 SNOOP 或者直接输入指令，进入监听模式。天线和卡片一同靠近读卡机，

读卡机对卡片有操作，四个 LED 会变化，监听完成，按按钮退出。四个 LED 会熄

灭。然后发送指令 hf list 14a 可以查看监听的结果。

找到如上图的数据结构组，即可。如果没有如上图的结构组，可能有以下原因：

1.读卡机仅仅读了卡片的 UID，未做密码验证操作。

2.个别读卡机信号差，记录不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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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卡片和 PM3 的天线要距离一定距离，不可太远也不可太近，大约一厘米。

数据对应输入到小工具里面即可算出密码。

【lf em4x em410xwatch】读取低频卡 ID

此命令是读取低频卡的 ID，需要使用低频天线，先执行命令后放卡。记录 ID 的同

事需要注意记录 clock rate 的值，一般都是 64。

（小知识：em4x 是大部分固定 ID 低频卡的芯片型号，一般卡片上印有一串数字

的就是固定 ID 卡，出厂固化独一无二的 ID 号码，不可修改。）

【lf em4x em410xwrite 12345bcdef 1 64】写 ID 到 T5577 卡

把 ID 号写入 T5577 卡中，长度是 10 位 hex ，示例中 12345bcdef 是 ID，后面

“1”是 T55X7 的卡片类型，64 是 clock rate。

以上所有指令在上位机软件左侧的指令树中均能找到，右侧鼠标移动到对应框内，

都有英文的提示和使用指南，不一一罗列翻译。

问题汇集：

http://wiki.radiowar.org/%E9%97%AE%E9%A2%98%E6%B1%87%E9%9B%86#.

E4.B8.BA.E4.BB.80.E4.B9.88.E4.BD.BF.E7.94.A8cload.E5.AF.BC.E5.85.A5.E6.95.B0.E

6.8D.AE.E7.9A.84.E6.97.B6.E5.80.99.EF.BC.8C.E6.8F.90.E7.A4.BA.E6.89.BE.E4.B8.8

D.E5.88.B0.E6.96.87.E4.BB.B6

指令集参考：

http://wiki.radiowar.org/%E9%97%AE%E9%A2%98%E6%B1%87%E9%9B%86#.E4.B8.BA.E4.BB.80.E4.B9.88.E4.BD.BF.E7.94.A8cload.E5.AF.BC.E5.85.A5.E6.95.B0.E6.8D.AE.E7.9A.84.E6.97.B6.E5.80.99.EF.BC.8C.E6.8F.90.E7.A4.BA.E6.89.BE.E4.B8.8D.E5.88.B0.E6.96.87.E4.BB.B6
http://wiki.radiowar.org/%E9%97%AE%E9%A2%98%E6%B1%87%E9%9B%86#.E4.B8.BA.E4.BB.80.E4.B9.88.E4.BD.BF.E7.94.A8cload.E5.AF.BC.E5.85.A5.E6.95.B0.E6.8D.AE.E7.9A.84.E6.97.B6.E5.80.99.EF.BC.8C.E6.8F.90.E7.A4.BA.E6.89.BE.E4.B8.8D.E5.88.B0.E6.96.87.E4.BB.B6
http://wiki.radiowar.org/%E9%97%AE%E9%A2%98%E6%B1%87%E9%9B%86#.E4.B8.BA.E4.BB.80.E4.B9.88.E4.BD.BF.E7.94.A8cload.E5.AF.BC.E5.85.A5.E6.95.B0.E6.8D.AE.E7.9A.84.E6.97.B6.E5.80.99.EF.BC.8C.E6.8F.90.E7.A4.BA.E6.89.BE.E4.B8.8D.E5.88.B0.E6.96.87.E4.BB.B6
http://wiki.radiowar.org/%E9%97%AE%E9%A2%98%E6%B1%87%E9%9B%86#.E4.B8.BA.E4.BB.80.E4.B9.88.E4.BD.BF.E7.94.A8cload.E5.AF.BC.E5.85.A5.E6.95.B0.E6.8D.AE.E7.9A.84.E6.97.B6.E5.80.99.EF.BC.8C.E6.8F.90.E7.A4.BA.E6.89.BE.E4.B8.8D.E5.88.B0.E6.96.87.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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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ki.radiowar.org/Proxmark3%E5%91%BD%E4%BB%A4%E5%B8%AE%E

5%8A%A9

使用案例参考：

http://wiki.radiowar.org/Proxmark3%E4%BD%BF%E7%94%A8%E6%A1%88%E

4%BE%8B

十．固件的升级和替换

请参考文档：“固件烧写指导 V1.0.pdf”

十一．固件的编译

编译固件，产生焼写所需的 elf,s19 等文件，不是必要操作，如果想亲自编译最新

固件，流程可以参考“依梦科技的资料”或 wiki。

资料中提供已经编译好可直接焼写的固件。

http://wiki.radiowar.org/Proxmark3%E5%91%BD%E4%BB%A4%E5%B8%AE%E5%8A%A9
http://wiki.radiowar.org/Proxmark3%E5%91%BD%E4%BB%A4%E5%B8%AE%E5%8A%A9
http://wiki.radiowar.org/Proxmark3%E4%BD%BF%E7%94%A8%E6%A1%88%E4%BE%8B
http://wiki.radiowar.org/Proxmark3%E4%BD%BF%E7%94%A8%E6%A1%88%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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