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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LPC55xx/LPC55Sxx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 M33 的微控制器，可用于嵌入式

应用。 

该款器件提供： 

• 高达 320 KB 片上 SRAM 

• 高达 640 KB 片上闪存 

• 高速和全速 USB 主机 

• USB 全速器件接口支持免晶振设计 

• 5 个通用定时器 

• 1 个 SCTimer/PWM 

• 1 个 RTC/报警定时器 

• 1 个 24 位多速率定时器 (MRT) 

•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WWDT) 

• 8 个灵活的串行通信外设，均可做为 USART、SPI、I2C 或 I2S 接口 

• 1 个高达 2.0 M 采样/秒的 16 位 ADC 及温度传感器 

LPC55S/LPC55Sxx 器件支持使用 PRINCE 加密引擎对片上闪存进行实时加密

和解密。以下几节阐述了使用 LPC55Sxx PRINCE 对片上闪存内容进行数据

加密的方法。 

2 安全启动选项 
本应用笔记介绍 LPC55Sxx 的安全启动功能。以下几节概述了安全启动和密钥

配置的详细信息。 

LPC55Sxx 允许公钥签名映像启动。安全启动 ROM 支持三种类型的安全保护

模式：使用签名映像安全启动、从加密 PRINCE 闪存区域启动，以及使用设

备标识符组合引擎 (DICE) 的 CDI 计算安全启动。这些选项中的每一项均具有

与可制造性、固件更新方案以及攻击保护级别相关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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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 支持从内部闪存中的加密 PRINCE 区域进行启动。加密映像可以有力保护知识产权。 

ROM 支持公钥和映像的撤销，也就是说，除非它们是特定版本，否则不允许进行新的更新。这是回滚保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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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ROM 支持预配置 TrustZone-M 设置、启用 DICE 以及冗余映像支持（回滚映像）。 

 

图 1. LPC55S6x/LPC55S2x/LPC552x 1B 版启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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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LPC55S1x/LPC551x 启动流程图 

 
本应用笔记介绍不同类型的非安全启动和安全启动选项。 

• 非安全启动映像 

− 未签名纯文本映像 

− 未签名纯文本 CRC 映像 

• 安全启动映像 

− 公钥签名映像 

○ 多达 4 个信任根 (RoT) 密钥 

○ 多达 16 个具有映像撤销功能的映像密钥证书 

• 从内部闪存中的加密 PRINCE 区域启动 

• 支持预配置TrustZone-M®
设置 

2.1 未签名纯文本映像 

未签名纯文本映像是映像的基本类型。这是由 IDE 为 LPC55Sxx 生成的原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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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未签名纯文本映像 

 
2.2 未签名纯文本 CRC 映像 

LPC55xxx 非 S 版本支持未签名纯文本 CRC (UPC)映像。安全器件 (LPC55Sxx) 的开发生命周期状态支持 UPC 映像。这些映像包

含在整个映像上计算所得的 CRC32 字段（不包括 CRC32 字段）。 

 

 

图 4. 未签名纯文本 CRC 映像 

 
2.3 签名映像 

LPC55Sxx 器件支持使用 RSASSA-PKCS1-v1_5 签名验证启动 RSA2048 签名映像。 

LPC55Sxx 器件支持 2048 位或 4096 位 RSA 密钥和 X.509 V3 证书。 

映像验证是一个两步过程。第一步是验证插入映像中的 X.509 证书。它包含第二步中用于验证整个映像（包括证书）的映像公钥，

以允许客户添加其他 PKI 结构。 

签名映像启动最多可支持 4 个信任根 (RoT) 密钥和 16 个具有映像撤销功能的映像密钥证书。 

签名映像格式显示签名映像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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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签名映像格式 

ROM 执行以下映像验证。 

1. 验证映像中内嵌的 X.509 数字证书。 

2. 使用 Image_key（公钥）验证映像签名。 

• ROM 会从映像中内嵌的 x509 证书验证并提取映像公钥。 

ROM 使用“带有 RSA 签名的 SHA-256”进行映像验证。 

• 受保护闪存区域 (PFR) 中 SECURE_BOOT_CFG 控制字的“RSA4K”字段决定 RSA 密钥的大小。 

• 默认值为 2048 位（公钥模数大小）。 

• 如果 RSA4K 位设置为非零值，则将强制使用 4096 位密钥。 

2.3.1 映像撤销 
本节将详细介绍映像撤销方案。证书内有一个包含证书序列号的字段。 

芯片内有受保护闪存区域 (PFR) 中一些位。如果数字证书的序列号（因已签名而可信）与 PFR 中的位不一致，则映像验证过程将

失败。序列号可以是更高版本（高出 1 个版本），但不能是较早版本，即序列号值可以向前增加但不能回滚。 

• 可以通过撤销映像密钥证书来撤销已签名的发布映像。 

• X.509 映像密钥证书中的序列号字段（20 个八位字节）用于撤销逻辑。 

− 最左边的 4 个八位字节必须有两个强制性字节 0x3c、0xc3，然后是 16 位撤销标识符（小端字节顺序）。 

− 例如，以下命令可生成具有撤销标识符 0x0000 的 X.509 证书。 

 
证书结果：序列：3C:C3:00:00: AB : AB : AB : AB。 

− 可能仅有 17 个撤销 ID。（0x0、0x1、0x3、0x7、0xF、0x1F、0x3F、0x7F、0xFF……0xFFFF）。 

• LPC55Sxx 在 PFR 的客户现场可编程区域 (CFPA) 中包含撤销标识符 (IMAGE_KEY_REVOKE)。 

• 固件更新应用程序负责更新 IMAGE_KEY_RE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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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低位 0 至 16 开始的每次撤销都应置 1 位。 

○ 0b0 - >0b1 -> 0b11->0b111 ...... 

− 首先应将固件写入闪存，然后则应更新 IMAGE_KEY_REVOKE。 

• ROM 使用以下步骤验证映像公钥： 

− 通过验证证书的 RSA2K 签名进行证书验证。 

− 证书中的撤销 ID 应当与 IMAGE_KEY_REVOKE 字段相同。 

− 为避免在固件更新之后、IMAGE_KEY_REVOKE 更新之前发生断电而导致器件死机，LPC55Sxx 启动 ROM 允许向前滚

动（仅 1 位），并且不能回滚。 

2.4 加密 PRINCE 闪存区域 

LPC55Sxx 支持通过 PRINCE 对/从内部闪存进行实时加密/解密。 

可对存储在片上内部闪存中的数据进行实时加密。LPC55Sxx 支持 3 个区域，从而可允许来自独立加密基础的多个代码映像共存。

每个 PRINCE 区域均具有一个通过密钥总线接口（不可通过软件访问）从片上 SRAM PUF 提供的密钥。PRINCE 加密算法不会增

加延迟。 

 

图 6. LPC55S6x 和 LPC55S2x 中的 PRINCE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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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LPC55S1x 中的 PRINCE 区域 

 
2.5 受保护闪存区域 

LPC55Sxx 在受保护闪存区域中包含启动 ROM 的配置。此受保护区域包含启动配置、安全策略、PRINCE 设置等设置。 

受保护闪存区域分为四个区域： 

1. 客户现场编程区域 (CFPA) 

• 映像撤销 

• RoT 密钥撤销 

2.  客户制造编程区域 (CMPA) 

• 启动配置 

• RoT 密钥表哈希 

• 调试配置 

• Prince 配置 

3. PUF 密钥存储 

4. 恩智浦唯一 ID 和制造系统 

 
  

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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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LPC55xx 系列受保护闪存区域 
 
 

0x9xxxx 地址用于 LPC55S6 和 55S2x 器件。0x3xxxx 地址用于 LPC55S1x 器件。FLASH_REMAP 仅对

LPC55S1x/551x 器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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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CMPA 页面 
如需加密闪存，CMPA 页面包含安全启动配置和 PRINCE 配置寄存器中的签名映像设置。 

表 1.SECURE_BOOT_CFG 

位 符号 

29:0 保留 

31:30 SEC_BOOT_EN 
 
值 说明 

0b00 纯文本映像 

0b01 签名映像 

0b10 签名映像 

0b11 签名映像 
 
此页面可以在制造商对其编程后锁定。实现方法是将 CMPA 页面的 SHA 256 摘要写入 CMPA 区域的 SHA 存储器空间。 

2.5.2 CFPA 页面 

CFPA Ping 和 Pong 页面用于选择具有更高版本号的实际 CFPA 页面。 

CFPA 页面通过暂存页面使用以下步骤进行更新： 

1. 应用程序代码使用闪存 API 更新位于受保护区域之外的暂存页面。 

2. 复位内核以使页面有效。 

3. 在后续启动时，ROM 检查暂存页面是否有效并且具有更高版本。ROM 擦除两个受保护页面（ping、pong 页面）中较早的一

个，并将暂存页面的内容复制到被擦除的区域。 

4. 加载最新版本的 CFPA。 

CFPA 页面包含用于映像撤销、RoT 密钥撤销和调试验证过程设置。 

表 2.ROTKH_REVOKE 

位 符号 

1:0 RoTK0_EN 

3:2 RoTK1_EN 

5:4 RoTK2_EN 

7:6 RoTK3_EN 

31:8 保留 

 
 
值 说明 

0b00 无效 

表格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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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接上页…… 
 

0b01 RoTKx 启用 

0b10 RoTKx 密钥撤销 

0b11 RoTKx 密钥撤销 

 
表 3.IMAGE_KEY_REVOKE 
 

位 符号 

15:0 IMG 撤销计数器 

31:16 保留 
 
可能仅有 17 个撤销 ID。（0x0=0b0、0x1=0b1、0x3=0b11、0x7=0b111、0xF=0b1111…… 0xFFFF=0b1111 1111 1111 1111） 

3 密钥和证书 
公钥基础设施 (PKI) 设置为加载签名映像和证书分发。 

预期所有证书均为 DER 格式的 X.509 v3 证书。 

密钥文件以 PEM 或 DER 格式作为私钥包括在内，其中包含所选证书链（证书用于签名映像）中最后一个证书的私钥。 

密钥可以是 2048 位（默认）或 4096 位。 

3.1 私钥生成 

以下是如何使用 openssl v 1.1.0 准备密钥和证书的示例。 

 

3.2 证书签名请求 

创建私钥后，将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csr)。 

 
3.3 自签名证书 

自签名证书签名为 CA:FALSE。 

X.509 映像密钥证书中的序列号字段（20 个八位字节）用于撤销逻辑。最左边的 4 个八位字节必须有两个强制性字节 0x3c、0xc3，
然后是 16 位撤销标识符（小端字节顺序）。 

生成命令示例： 

 

• 证书结果：序列：3C:C3:00:00: AB: AB: AB: AB。 

• 可能仅有 17 个撤销 ID。（0x0、0x1、0x3、0x7、0xF、0x1F、0x3F、0x7F、0xFF……0x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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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09_v3.ext 文件应包含： 

 

3.4 证书链签名 

根证书由根密钥自签名。从安全角度考虑，最好是创建用于签名映像的链证书。链证书使用根密钥签名。根证书为 CA:TRUE，最

后的链证书为 CA:FALSE。 

链证书对映像进行签名。如果链私钥被盗，则应撤销带有被盗证书的映像。使用根密钥对新的链证书进行签名，并使用已加载的新

证书对映像进行签名。 

4 LPC55Sxx 的非安全启动 

本节介绍如何创建未签名的纯文本 CRC 映像并将其加载到 LPC55Sxx 器件中。ELFTOSB 和 ELFTOSB- GUI 是恩智浦提供的工具，

用于创建 LPC55Sxx 所支持的各种启动映像。该工具位于 SDK/middleware/mcu-boot 或 www.nxp.com/mcuBoot。使用 ELFTOSB

工具可进行 CRC 计算并将计算所得的 CRC 插入到纯文本映像中。 

4.1 未签名纯文本 CRC 映像准备 

下图将展示用于 UPC 映像的 ELFTOSB-GUI 设置。 

  

https://www.nxp.com/mcu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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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用于 UPC 映像的 ELFTOSB-GUI 设置 

 
1. 选择 LPC55Sxx 器件。 

2. 加载先前的配置或创建新的配置。 

3. 选择为 LPC55Sxx 器件生成的纯文本二进制映像。 

4. 选择内部闪存和 CRC 校验。 

配置 TZ 设置。在本例中，禁用 TrustZone-M。 

1. 选择输出 CRC 二进制文件的文件夹和名称。 

2. 单击“处理”按钮，创建未签名纯文本 CRC 启动映像。 

完成这些步骤之后，未签名 CRC 二进制文件将保存在所选的输出文件夹中。 

4.2 加载未签名纯文本 CRC 映像 
当未签名 CRC 映像用作启动映像时，将会配置 CMPA 或 CFPA 页面。 

BLHOST 实用程序用于通过 ISP 模式与 LPC55Sxx 器件进行通信。 

BLHOST 实用程序可在 SDK 中找到。 

以下是使用 BLHOST 工具通过 UART 进行的基本 ISP 通信。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BLHOST 手册。 

1. 进入 UART IS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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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 LPC55Sxx 开发板上的 ISP 按钮（开关 S1），同时按下 RESET 按钮（开关 S4），进入 ISP 模式。 

2. 通过 BLHOST 工具测试通信。 

 

如果显示 ping 失败，则有连接错误。 

3. 将映像写入闪存–地址 0x0 用于启动。 

 

4. 复位器件。 

• 按下复位引脚或发送命令 blhost -p COMxx reset。 

加载到闪存中的应用程序开始运行。 

 

5 LPC55Sxx 的安全启动 
在 ROM A0 中对签名映像进行编程后，无法通过 ISP 读取或写入闪存。谨慎配置设置。仅使用具有所选证书的签名

映像。 
 

下一节介绍密钥配置、创建签名映像以及将签名映像加载到目标中的步骤。使用的工具包括 blhost、elftosb 命令行或 elftosb-gui。 

下图显示了如何准备、加载和执行签名映像。 

 

图 10.用于映像加载和准备的工具 

 
5.1 二进制创建 
从 IDE 准备二进制文件（.bin 或.srec）。 

从 IDE 生成的二进制文件是用于不安全启动的纯文本映像。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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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启动 

CRC 

已签名 

CRC 

已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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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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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kek) 
证书 命令文件 

SB2 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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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ftosb-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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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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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签名映像准备 
elftosb 工具用于从纯文本映像创建签名映像。 

 

图 11. 用于签名映像的 ELFTOSB-GUI 设置 

 
1. 选择 LPC55Sxx 器件。 

2. 加载先前的配置或创建新的配置。 

3. 选择为 LPC55Sxx 器件生成的纯文本二进制。 

4. 选择内部闪存和签名映像。 

配置 TZ 设置。在本例中，禁用 TrustZone-M。 

1. 选择证书或链证书。 

选择所选证书（链中的最后一个证书）的私钥。 

1. 选择输出二进制的文件夹和名称。 

2. 单击“处理”按钮，创建签名二进制映像。 
 

5.3 加载签名映像 
在 ISP 模式下，使用 BLHOST 实用程序将签名映像编入器件。以下是使用 BLHOST 工具通过 UART 进行的基本 ISP 通信。更多详

细信息，请参阅 BLHOST 手册。 

进入 UART IS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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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 LPC55Sxx 开发板上的 ISP 按钮（开关 S1），同时按下 RESET 按钮（开关 S4），进入 ISP 模式。 

1. 通过 BLHOST 工具测试通信 

 

• 如果显示 ping 失败，则有连接错误 

2. 将映像写入闪存–地址 0x0 用于启动 

 

完成这些步骤后，签名映像将加载到闪存中。 

5.4 CFPA 页面准备 
默认情况下，将清除 CFPA 页面。设置的安全启动有关的寄存器。 

CFPA 页面上的 ROTKH_REVOKE 字段必须设置为接受具有所创建证书的签名映像。 

1. 进入 ISP 模式 

• 按住 LPC55Sxx 开发板上的 ISP 按钮（开关 S1），同时按下 RESET 按钮（开关 S4），进入 ISP 模式。 

2. 通过 BLHOST 工具测试通信。 

 
• 如果显示 ping 失败，则有连接错误。 

3. 在.bin 文件中准备 CFPA 页面（附启用 RoT 密钥 0-3 的示例）。CFPA 更新检查器具有严格的规则。 

版本 > 现有版本 secureFwVersion >=现有 secureFwVersion nsFwVersion >=现有 nsFwVersion vendorUsage >=现有

vendorUsage imageKeyRevoke >=现有 imageKeyRevoke imagekeyRevoke 可视为 OTP，版本递增流（0、1、3、7 等），

rotkhRevoke > =现有 rotkhRevoke rotkhRevoke 被视为 OTP，版本递增流（0、1、3、7 等）。 

如果未使用此规则，则不会接受开始页面。 

4. 将准备的 CFPA 页面写入闪存–地址 0x9DE00。 

 
 

在 ROM A0 中对签名映像进行编程后，无法通过 ISP 读取或写入 CFPA、CMPA 页面。谨慎配置设置。仅使用具有

所选证书的签名映像。 

 

5.5 CMPA 页面准备 
CMPA 页面配置为启动签名映像。 
 

在 ROM A0 中对签名映像进行编程后，无法通过 ISP 读取或写入 CFPA、CMPA 页面。谨慎配置这些设置。仅使用

具有所选证书的签名映像。 

 
  

警告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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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用于 CMPA 的 ELFTOSB-GUI 设置 

 

1. 选择 LPC55xx 器件。 

2. 选择“器件”选项卡。 

3. 配置连接（ISP 模式）。在本例中，选择了具有所需 COM 端口和波特率的 UART ISP，以便与目标器件进行通信。 

4. 在“安全性”部分中，选择“安全启动”作为“启动签名映像” 

5. 禁用 DICE 计算（可以仅选择 RSA4096 密钥）。 

6. 插入 RKTH（在上一节签名过程中从证书生成）。 

7. 单击“处理”按钮，系统会设置 CMPA 页面（器件处于 ISP 模式）。 

8. 要复位器件，请按下复位引脚或发送命令 blhost -p COMxx reset。 

9. 加载到目标器件闪存中的签名映像开始执行。 

10. 在未封存 CMPA（写入 CMPA 的 HASH 值）之前，您可以更改配置。附空的 CMPA。使用“blhost -p COMxx write-
memory 0x9E400 CMPA_empty.bin”。这不适用于 LPC55S69 0A 芯片。 

 

完成此设置后，只有签名映像会加载到 LPC55Sxx 器件中。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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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签名映像更新文件 SB2 
本节介绍将更新映像加载到 LPC55Sxx 中的步骤。 

按“签名映像准备”章节中所述创建新的签名映像。 

成功创建签名映像后，请按照以下步骤创建 SB2 文件。 

SB2 文件是对称加密文件，其中包含新映像和地址位置。此 SB2 文件加载到器件中，并且启动 ROM 代码会更新映像。 

有关此处使用的 elftosb 命令行工具和 SB2 文件的信息，可参阅该工具的用户手册。 
 

5.6.1 安全二进制密钥创建和加载 
SB2 文件经过对称加密。为了解密此文件，必须将密钥加载到器件中。SB2 文件的密钥大小为 256 位。在启动过程中，将 SB 密钥

与 AES 搭配使用以解密 SB2 文件。ELFTOSB-GUI 的 SB 密钥输入是带有纯文本密钥的.txt 文件。该密钥加载到 LPC55Sxx 的

PUF 密钥存储中。 

 

图 13. 用于 SBKEK 加载的 ELFTOSB-GUI 设置 

 

SB 密钥文本文件示例：AC801E99BD3592E419B757EADC0985B3D3D0BC0FDB6B057AA88252204C2DA732 

5.6.2 SB2 文件创建 
elftosb 用户指南介绍了 SB2 容器。SB 配置文件包含将 SB2 文件加载到器件中后所处理的配置命令。映像位置在.bd 文件的“源”

部分中加以说明。文本文件中的 SB 密钥用于通过 elftosb 命令行工具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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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C55S6xx 芯片 0A 版本支持 SB 映像格式版本 2.0。 

LPC55S6xx 芯片 1B 版本支持 SB 映像格式版本 2.1。 

版本 2.0 与版本 2.1 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数字签名的使用。 

SB 2.0 为加密，SB 2.1 为加密+签名。 

用例（加密的 SB 2.0）： 

 
其中： 

• -f = LPC55xx 系列。 

• -k = KEK 文件 (SBKEK) 的路径。 

• -c = 待处理的命令文件的路径： 

 
 

• -o = 输出文件的路径。 

• files...= 替换命令文件中所定义占位符的文件（通常为映像文件）的路径。路径可以在命令文件中进行硬编码，然后不作为输

入插入。 

用例（加密+签名的 SB 2.1）： 

1 个根密钥 

 

4 个根密钥 

 

其中： 

• -f = LPC55xx 系列。 

• -k = KEK 文件 (SBKEK) 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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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待处理的命令文件的路径： 

 
• -o = 输出文件的路径。 

• -s = 用于签名的证书私钥的路径。 

• -S = 证书链中证书的路径。链中的每个证书必须使用新的-S 切换指定，其顺序与创建链的顺序相同（首先是根证书）。 

• -R = 根证书的路径。可以指定 1 至 4 个根证书。每个根证书必须使用新的-R 切换指定，并且一个根证书必须是由-S 切换指定

的第一个证书。 

• -h = 由 elftosb 生成的输出二进制文件的路径和名称，该文件包含必须上传到器件寄存器的所有根证书的哈希 (RKTH)。 

• files...= 替换命令文件中所定义占位符的文件（通常是映像文件）的路径。路径可以在命令文件中进行硬编码，然后不作为输

入插入。 

5.6.3 SB2 文件加载 
由更新的二进制映像创建的 SB2.0 文件可以使用“receive-sb-file”命令通过 ISP 命令处理程序加载到器件中。 

 
由更新的二进制映像创建的 SB2.1 文件可以使用“receive-sb-file”命令通过 ISP 命令处理程序加载到器件中。但是，在将 SB2.1
文件发送到器件之前，RKTH 必须已经在 CMPA 中，并且必须在 CFPA 页面地址 0x9DE18 的“ROTKH_REVOKE”字段中启用

RoT 密钥（参见 CFPA 页面准备章节）。 

 

成功加载 SB2 文件后，将按照 SB 配置文件（*.bd 文件）中的配置执行。上图所示为 SB 配置文件的示例。执行文件时，将擦除内

部闪存地址（从 0x0 到 0x40000）。完成闪存擦除操作之后，将源参数中提及的映像加载到地址 0x0。 

完成这些操作后，复位器件。加载到内部闪存中的更新映像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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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使用 PRINCE 进行闪存加密 

在 ROM A0 中执行了 ISP 命令“configure-memory”后，LPC55S69 器件被封存，无法更改 PFR CMPA 页面中的设

置。闪存内容使用 PUF 密钥进行加密。谨慎配置这些设置。 

 
PRINCE 引擎可用于程序闪存内容的实时加密和解密。本应用笔记介绍如何使用 PRINCE 加密/解密应用程序代码。在闪存编程期

间，PRINCE 配置为使用密钥和初始化向量以加密格式对映像进行编程。启动时，PRINCE 对映像进行实时解密并执行来自内部闪

存的映像。 

以下几节介绍使用 PRINCE 执行密钥配置和对应用程序映像进行编程所需的工具。 

5.7.1 PUF 密钥存储设置 
用于 PRINCE 加密/解密的密钥使用片上 SRAM PUF 在器件内部生成。 

密钥通过内部硬件总线交付，该总线无法通过软件访问。此硬件总线从 PUF 引擎进行配置。 

 

图 14. 用于 PUF 密钥存储的 ELFTOSB-GUI 设置 

 
1. 选择 LPC55xx 器件。 

2. 选择“器件”选项卡。 

3. 配置连接（ISP 模式）。在本例中，选择了具有所需 COM 端口和波特率的 UART ISP 进行通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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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PUF 注册（激活代码创建）。 

5. 选择 PRINCE PUF 密钥用于设置。在展示的示例中，PRINCE 区域 0 用于加密。因此，选择了 PRINCE 密钥 0。 

6. 选择将密钥加密密钥 (KEK) 保存到闪存（PFR 密钥存储）中。 

7. 单击“处理”按钮，将在 LPC55Sxx（处于 ISP 模式的器件）的内部闪存中设置密钥存储。 

8. 复位器件以使设置生效 

 

完成此配置后，密钥加密密钥将保存到 PFR 密钥存储中。 

 

5.7.2 使用 blhost 进行 PRINCE 配置 
对于 PRINCE 加密和解密，需要配置用于加密操作的区域和子区域。这可以通过 ISP 命令“configure-memory”来完成。必须使

用以下数据结构调用此命令。 

表 4.configure-memory命令的结构 

偏移 大小 说明 

0 4 PRINCE 配置 

4 8 PRINCE 区域信息 

 
表 5.configure-memory命令的 PRINCE 配置寄存器 

位 符号 

1:0 0x00 – PRINCE 区域 0 
0x01 – PRINCE 区域 1 
0x10 – PRINCE 区域 2 

25:2 保留 

31:8 0x50 ('P') – 配置 PRINCE 

 

表 6.configure-memory命令的 PRINCE 区域信息寄存器 

位 符号 

31:0 PRINCE 区域 X 起始 

63:32 PRINCE 区域 X 大小 
 
将结构加载到适当的未使用的 RAM 存储器中，并使用该结构调用“configure-memory”命令。 

1. 区域选择（本例中为区域 0）。 

 
2. 加密区域的起始地址（本例中为地址 0x0） 

 
3. 加密区域的长度（本例中为 0x40000）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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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RAM 中使用预制的结构调用 configure-memory 

 
遵循此命令，将 PRINCE 配置为闪存加密。 
 

！！请勿复位电路板，并继续执行用于加载映像的命令！！ 

 

5.7.3 上传映像 
由于启动 ROM 中“prince 擦除检查器”和“prince 闪存写入检查器”实现的若干限制，建议彻底检查 flash-erase-region 和 write-
memory 命令参数，确保可严格覆盖整个加密区域。使用 MCUXpresso SDK Prince 驱动程序是 Prince 区域配置、擦除和写入操作

的首选方法。 

5.8 结论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 LPC55Sxx 器件安全启动的基本功能、如何运行安全启动以及如何配置安全启动。 

本应用笔记还介绍了用于实时加密和解密的 PRINCE 引擎的基本配置。 

6 修订记录 
下表列出了自初版以来所做的更改。 

表 7.修订记录 

修订版本号 日期 重要变化 

0 2019 年 2 月 初版 

1 2020 年 3 月 更新了 SB2 文件创建、SB2 文件加载和上

传映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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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设计和运行负责，减少这些漏洞对客户应用和产品的影响；恩智浦对发现的任何漏洞不承担任

何责任。客户须实施适当的设计和操作安全保障措施，以尽可能降低与应用和产品相关的风险。 

恩智浦、恩智浦徽标、恩智浦“智慧生活，安全连结”、 COOLFLUX 、 EMBRACE 、

GREENCHIP 、 HITAG 、 I2C BUS 、 ICODE 、 JCOP 、 LIFE VIBES 、 MIFARE 、 MIFARE 

CLASSIC 、 MIFARE DESFire 、 MIFARE PLUS 、 MIFARE FLEX 、 MANTIS 、 MIFARE 

ULTRALIGHT、MIFARE4MOBILE、MIGLO、NTAG、ROADLINK、SMARTLX、SMARTMX、

STARPLUG、TOPFET、TRENCHMOS、UCODE、飞思卡尔、飞思卡尔徽标、AltiVec、C‑5、

CodeTEST、CodeWarrior、ColdFire、ColdFire+、C‑Ware、高能效解决方案徽标、Kinetis、

Layerscape、MagniV、mobileGT、PEG、PowerQUICC、Processor Expert、QorIQ、QorIQ 

Qonverge、Ready Play、SafeAssure、SafeAssure 徽标、StarCore、Symphony、VortiQa、

Vybrid、Airfast、BeeKit、BeeStack、CoreNet、Flexis、MXC、Platform in a Package、QUICC 

Engine、SMARTMOS、Tower、TurboLink 和 UMEMS 是 NXP B.V.的商标。所有其他产品或服务

名称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AMBA、Arm、Arm7、Arm7TDMI、Arm9、Arm11、Artisan、

big.LITTLE、Cordio、CoreLink、CoreSight、Cortex、DesignStart、DynamIQ、Jazelle、Keil、

Mali, Mbed、Mbed Enabled、NEON、POP、RealView、SecurCore、Socrates、Thumb、

TrustZone、ULINK、ULINK2、ULINK-ME、ULINK-PLUS、ULINKpro、µVision、Versatile 是

Arm Limited（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相关技术可能受任何或所有

专利、版权、设计和商业机密的保护。保留所有权利。Oracle 和 Java 是 Oracle 和/或其关联公司

的注册商标。Power Architecture 和 Power.org 文字标记、Power 和 Power.org 徽标及相关标记是

Power.org 的授权商标和服务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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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详情，请访问：http://www.nxp.com 

欲咨询销售办事处地址，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alesaddresses@nx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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