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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Tool (SEC， MCUXpresso 安全配置工具）
是一个旨在简化 NXP MCU 平台上可启动的可执行文件的生成和配置过程的
GUI 工具。它建立在由 NXP 提供的、经验证的且成熟稳定的安全特性布署工
具集之上，并利用了 BootROM 提供的丰富的编程接口。该工具可使新用户轻
松上手 image 的准备、烧录及加密过程，也可让经验丰富的用户通过易用的
GUI 加深对现有工具集（sdphost, blhost, elftosb, cst, image_enc）的理解，
并通过修改工具生成的脚本来进一步定制安全配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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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Tool（SEC MCUXpresso 安全配置工具）是一个旨在
简化 NXP MCU 平台上可启动的可执行文件的生成和配置 过程的 GUI 工具。它建立在
由 NXP 提供的、经验证的且成熟稳定的安全特性布署工具集之上，并利用了 BootROM
提供的丰富的编程接口。该工具可使新用户轻松上手 image 的准备、烧录及加密过
程，也可让经验丰富的用户通过易用的 GUI 加深对现有工具集（sdphost，blhost，e
lftosb，cst，image_enc）的理解，并通过修改工具生成的脚本来进一步定制安全配置流
程。

Figure 1. MCUXpresso 安全配置工具

2

功能特性
MCUXpresso 安全配置工具包括以下功能特性：
• 支持使用 UART、USB-HID、SPI 和 I2C 串行下载模式（serial download modes）进行目
标连接
• 支持多种应用程序 image 格式
• 自动将 bare images 转换为 bootable images
• 将 bootable image 下载至目标启动设备
• 使用 GUI 或预定义的 flash 配置块来自定义外部 flash 的初始化参数
• 可生成用于 image 签名和加密的证书链（certificate trees），或直接导入用户提供的
证书
• 提供对未签名及 CRC 验证启动类型的支持
• 提供对签名认证和加密启动类型的支持
• 由启动类型决定密钥配置和烧写
• 高级 OTP/PFR 配置
• 提供用于工厂生产的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和设备 HSM
• 双固件备份启动（Dual boot ping pong page）
• 提供自定义启动流程的命令行接口
• 简单的 flash 操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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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支持工厂并行配置操作的生产制造工具（Manufacturing tool）
提供用于与芯片进行低级交互（low-level interaction）的命令行程序
集成开发环境支持：MCUXpresso IDE，Keil MDK 5，IAR Embedded Workbench
系统支持：Windows 64-bit, Linux 64-bit, and MacOS hosts

2.1 支持的设备和功能特性
Table 1. 支持的启动类型
启动类型
芯片系列

LPC55
Sxx

处理器

设备
HSM

PRINCE

N/A

N/A

自2022年第23
周起

N/A

LPC55S66

✓

✓

✓

PRINCE

N/A

N/A

自2022年第23
周起

N/A

LPC55S28

✓

✓

✓

PRINCE

N/A

N/A

自2022年第23
周起

N/A

LPC55S26

✓

✓

✓

PRINCE

N/A

N/A

自2022年第23
周起

N/A

LPC55S16

✓

✓

✓

PRINCE

N/A

N/A

✓

N/A

PRINCE

N/A

N/A

PRINCE

N/A

N/A

PRINCE

N/A

N/A

OTFAD

N/A

✓

OTFAD

N/A

OTFAD

N/A

OTFAD

N/A

OTFAD

N/A

BEE

HAB

N/A

N/A

BEE

HAB

N/A

N/A

BEE

HAB

N/A

N/A

N/A

BEE

N/A

N/A

N/A

N/A

BEE

HAB

N/A

N/A

N/A

BEE

N/A

N/A

N/A

N/A

OTFAD

N/A

N/A

N/A

OTFAD, IEE

HAB

N/A

N/A

OTFAD, IEE

HAB

N/A

N/A

OTFAD, IEE

HAB

N/A

N/A

OTFAD, IEE

HAB

N/A

N/A

OTFAD, IEE

HAB

N/A

N/A

OTFAD, IEE

HAB

N/A

N/A

✓
✓
✓

MIMXRT533S ✓
MIMXRT595S ✓
MIMXRT633S ✓
MIMXRT685S ✓
MIMXRT1064
MIMXRT1060
MIMXRT1050
MIMXRT1024
MIMXRT1020
MIMXRT1015
MIMXRT1010
MIMXRT1176
MIMXRT1175
MIMXRT1173
MIMXRT1172
MIMXRT1171
MIMXRT1166

User guide

智能卡

✓

MIMXRT555S ✓

MCUXSPTUG

双备份启
动(Dual
boot)

✓

LPC55S04

RT11xx

加密
non-XIP

加密 XIP

✓

LPC55S06

RT10xx

签名/
认证的

CRC

LPC55S69

LPC55S14

RTxxx

明文/未
签名的

信任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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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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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支持的启动类型...continued
启动类型
芯片系列

处理器

MIMXRT1165
LPC55xx LPC5502
LPC5504
LPC5506
LPC5512
LPC5514
LPC5516
LPC5526
LPC5528
LPC553x LPC5534
LPC5536

明文/未
签名的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
认证的

CRC

✓

信任配置
加密
non-XIP

加密 XIP

✓

OTFAD, IEE

HAB

N/A

N/A

N/A

N/A

N/A

N/A

双备份启
动(Dual
boot)

智能卡

设备
HSM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 - 处理器支持该功能
N/A - 处理器不支持该功能(或未计划)
空白 - 当前版本不支持该功能，但考虑在下个版本中支持
其他文本 - 支持该功能，同时单元格中提供其附加信息或限制
Table 2. 支持的启动设备
启动设备
芯片系列
LPC55
Sxx

处理器
LPC55S69
LPC55S66
LPC55S28
LPC55S26
LPC55S16
LPC55S14
LPC55S06

RTxxx

RT10xx

MCUXSPTUG

User guide

串行 NOR
flash

内部 Flash
✓
✓
✓
✓
✓
✓
✓

并行 NAND
flash

串行 NAND
Flash

SD
card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LPC55S04

✓

MIMXRT533S

N/A

MIMXRT555S

N/A

MIMXRT595S

N/A

MIMXRT633S

N/A

MIMXRT685S

N/A

✓

MIMXRT1064

N/A

SIP

MIMXRT1060

N/A

✓

MIMXRT1050

N/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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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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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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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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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支持的启动设备...continued
启动设备
芯片系列

RT11xx

处理器

串行 NOR
flash

内部 Flash

并行 NAND
flash

MIMXRT1024

N/A

SIP

MIMXRT1020

N/A

✓

MIMXRT1015

N/A

✓

N/A

MIMXRT1010

N/A

✓

N/A

MIMXRT1176

N/A

✓

MIMXRT1175

N/A

✓

MIMXRT1173

N/A

✓

✓

MIMXRT1172

N/A

MIMXRT1171

N/A

MIMXRT1166

N/A

MIMXRT1165

N/A

✓

LPC5512

✓

LPC5514

✓

LPC5516

✓

LPC5526

✓

LPC5528

✓

LPC553x LPC5534

✓

LPC5536

N/A

仅支持未签名类
型

N/A

N/A

✓

✓

✓

✓

✓

✓

✓

✓

✓
✓

✓

✓

✓

✓

✓

✓

✓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

N/A

N/A

N/A

N/A

N/A

N/A

✓

✓

✓

✓

✓

✓

✓

✓

✓

✓

仅支持未签名类
型
✓

✓

✓

✓

LPC5506

加载到 RAM

✓

✓

✓

✓

LPC5504

SD
card

N/A

✓

✓

LPC55xx LPC5502

串行 NAND
Flash

✓

✓ - 处理器支持该功能
N/A - 处理器不支持该功能(或未计划)
空白 - 当前版本不支持该功能，但考虑在下个版本中支持
其他文本 - 支持该功能，同时单元格中提供其附加信息或限制
Table 3. 支持的其他功能特性
其他功能特性
芯片系列
LPC55
Sxx

处理器
LPC55S69
LPC55S66
LPC55S28
LPC55S26
LPC55S16

MCUXSPTUG

User guide

✓
✓
✓
✓
✓

Trust
Zone

DCD

OTP 配置/PFR 配置

连接类型
shadow
寄存器

N/A

PFR Config

N/A

N/A

PFR 配置

N/A

N/A

PFR 配置

N/A

N/A

PFR 配置

N/A

N/A

PFR 配置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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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认证

USB UART

✓

✓

✓

✓

✓

✓

✓

✓

✓

✓

✓
✓
✓

✓
✓
✓

✓
✓
✓

I2C

✓
✓
✓

SP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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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支持的其他功能特性...continued
其他功能特性
芯片系列

处理器
LPC55S14

调试认证

USB UART

✓

✓

N/A

N/A

PFR 配置

N/A

N/A

PFR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

N/A

OTP 配置

N/A

OTP 配置

N/A

OTP 配置

N/A

OTP 配置

✓

✓

OTP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N/A

N/A

MIMXRT1015 N/A

OTP 配置

N/A

N/A

MIMXRT1010 N/A

OTP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N/A

N/A

OTP 配置

N/A

N/A

✓
✓

MIMXRT533S ✓
MIMXRT555S ✓
MIMXRT595S ✓
MIMXRT633S ✓
MIMXRT685S ✓
MIMXRT1064 N/A
MIMXRT1060 N/A
MIMXRT1050 N/A
MIMXRT1024 N/A
MIMXRT1020 N/A

RT11xx

shadow
寄存器

OTP 配置/PFR 配置
PFR 配置

LPC55S04

RT10xx

DCD
N/A

LPC55S06
RTxxx

✓

Trust
Zone

连接类型

MIMXRT1176 N/A
MIMXRT1175 N/A
MIMXRT1173 N/A
MIMXRT1172 N/A
MIMXRT1171 N/A
MIMXRT1166 N/A

✓
✓
✓
✓

✓
✓
✓
✓
✓
✓

✓
✓
✓

✓

N/A

✓

N/A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XRT1165 N/A

✓

OTP 配置

N/A

N/A

✓

LPC5502

N/A

N/A

PFR 配置

N/A

N/A

N/A

LPC5504

N/A

N/A

PFR 配置

N/A

N/A

N/A

LPC5506

N/A

N/A

PFR 配置

N/A

N/A

N/A

LPC5512

N/A

N/A

PFR 配置

N/A

N/A

✓

LPC5514

N/A

N/A

PFR 配置

N/A

N/A

LPC5516

N/A

N/A

PFR 配置

N/A

N/A

LPC5526

N/A

N/A

PFR 配置

N/A

N/A

LPC5528

N/A

N/A

PFR 配置

N/A

N/A

LPC553x LPC5534

N/A

N/A

PFR/OTP 配置

N/A

N/A

LPC5536

N/A

N/A

PFR/OTP 配置

N/A

N/A

LPC55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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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I2C

SP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

N/A

N/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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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支持的其他功能特性...continued
其他功能特性
芯片系列

处理器

Trust
Zone

DCD

OTP 配置/PFR 配置

连接类型
shadow
寄存器

调试认证

USB UART

I2C

SPI

✓ - 处理器支持该功能
N/A - 处理器不支持该功能(或未计划)
空白 - 当前版本不支持该功能，但考虑在下个版本中支持
其他文本 - 支持该功能，同时单元格中提供其附加信息或限制

注意：
•
•
•
•

3

MIMXRT1010 代表 MIMXRT1011xxxxx 处理器
MIMXRT1020 代表 MIMXRT1021xxxxx 处理器
MIMXRT1050 代表 MIMXRT1051xxxxx 和 MIMXRT1052xxxxx 处理器
MIMXRT1060 代表 MIMXRT1061xxxxx 和 MIMXRT1062xxxxx 处理器

最小系统要求
以下是运行 SEC 的最小系统要求：
•
•
•
•
•

4

Microsoft (R) Windows (R) 10 (64-bit)
Mac OS X 操作系统（11.6 Big Sur）
Ubuntu 22.04 LTS 64 bit，安装 OpenSSL 1.1.1f 31 [Mar 2020]；推荐使用 GNOME
4 GB RAM
显示分辨率 1366 x 768，对于较低的分辨率文本（字体），大小应设置为 100 %

术语和定义

Table 4. 术语和定义
术语

定义

AES

高级加密标准（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AES-128

分组和密钥长度为 128 位的 Rijndael 加密标准

BEE

总线加密引擎（Bus Encryption Engine）

分组加密（Block cipher）

适用于 N={64, 128, ...} 位的分组加密算法

CA

证书颁发机构（Certificate Authority），用于检验公钥的私钥持有者

CAAM

加密加速和保证模块（Cryptographic Acceleration and Assurance Module），用于加
密、数据流加密和哈希算法的 加速器，该加速器带有随机数生成器和运行完整检查器

CBC

密码分组链接（Cipher Block Chaining），一种使用密文块间反馈的密码模式

CBC-MAC

使用分组密码来计算的消息认证码

CFPA

客户现场可编程区域（Customer In-field Programmable Area）

分组加密（Cipher block）

分组加密操作的最小数据量

密文（Ciphertext）

加密数据

CMPA

客户制造/工厂可编程区域（Customer Manufacturing/Factory Programmable Area）

CMS

加密消息语法（Cryptographic Message Syntax），一种应用了密码学的数据的通用格
式，例如数字签名和数字信封。HAB 将 CMS 作为包含 PKCS#1 签名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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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术语和定义...continued
术语

定义

CSF

命令序列文件（Command Sequence File），是一个由 HAB 解释的二进制数据结构，用
于指导身份验证操作

CST

代码签名工具（Code Signing Tool），一个用以生成 CSF 和相关数字签名的上位机工
具，可对 image 进行重构

DA

调试身份认证（Debug Authentication）

DAP

调试身份认证协议（Debug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DCD

设备配置数据（Device Configuration Data），ROM code 在早期启动阶段配置设备的二
进制表

DCP

数据协处理器（Data coprocessor），AES 加密和 SHA 哈希算法的加速器

DEK

数据加密密钥（Data encryption key），一个一次性会话密钥，用于加密大部分
bootable image

ECB

电子密码本（Electronic Code Book），一种密文分组间没有反馈的加密模式

EKIB

加密密钥信息分组（Encrypted Key Info Block）

EPRDB

加密保护区域描述符块（Encrypted Protection Region Descriptor Block）

FAC

Flash 访问控制（Flash Access Controlled）

FCB

Flash 配置块（Flash Configuration Block）或 Flash 控制块（Flash Control Block）

HAB

高可信度启动（High Assurance Boot），一个软件库，在启动时在飞思卡尔处理器的
内部 ROM 中执行。 另外，它根据 CSF 验证数字签名来验证外部存储器中的软件。 本
文档仅适用于运行 HABv4 的处理器。

哈希（Hash）

摘要演算算法（Digest computation algorithm）

HSM

硬件系统模块（Hardware System Module）

IEE

在线加密引擎（Inline Encryption Engine）

ISP

系统在线编程（In-system programming），一种处理器可直接被编程写入产品代码的
编程模式

IVT

Image 向量表（Image Vector Table）

KEK

密钥加密密钥（Key Encryption Key），用于加密会话密钥或 DEK

KeyBlob

KeyBlob 是一种数据结构，该数据结构使用 AESCTR（Counter 模式下的 AES）算法包装
密钥，Counter 以及 image 解密的范围

KIB

带有密钥的密钥信息块和指向 AES128-CBC 的 image 向量，PRDB wrap 和unwrap 中使
用的召回密钥和 image 向量被定义为密钥信息块

MAC

消息验证码（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提供完整性和身份验证检查。

消息摘要（Message digest）

使用哈希算法从数据中计算的唯一值。仅提供完整性检查（除非加密)。

NDA

非公开协定（Non-disclosure Agreement）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S

操作系统

OTFAD

实时AES解密（On-The-Fly AES Decryption）

OTP

一次性可编程。OTP 硬件包括掩模 ROM 和电可编程 eFuses。

OTPMK

一次性可编程主密钥（One-Time Programmable Master Key）

PFR

受保护的 Flash 区域（Protected Flash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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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术语和定义...continued
术语

定义

PKCS#1

RSA 算法使用的标准规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PKCS_1 和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1029040347/http://rsasecurity.com/
rsalabs/node.asp?id=2125。

PKI

公钥基础设施（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一种公钥证书的层次结构，其中每个
证书（根证书除外）都可以使用上面的公钥进行验证。

明文文本（Plaintext）

未加密的数据

PRDB

保护区域描述符块（Protection Region Descriptor Block），使用 AES-CTR 算法来调
用计数器和 image 解密的范围

PUF

物理不可克隆功能（Physical Unclonable Function）

Rijndael

美国政府选择的取代 DES 的分组密码。发音为 rain-dahl。

RoT

信任根（Root of Trust）

RSA

由 Rivest、Shamir 和 Adleman 开发的公钥密码算法。某些处理器带有加速器（包括哈
希加速）。

SDP

串行下载协议（Serial Download Protocol），也称为 UART/USB 串行下载模式。IT
允许在生产和开发阶段通过 UART 或 USB 提供代码。

SEC

安全配置工具（Secure Provisioning Tool）

会话密钥（Session key）

加密时生成的加密密钥。只使用一次。

SHA-1

生成 160 位消息摘要的哈希算法

SNVS

安全非易失性存储（Secure Non-Volatile Storage）

SRK

超级根密钥（Super Root Key），是构成启动时身份验证链的起点的一个 RSA 密钥
对。SRK 公钥的哈希嵌入在使用 OTP 硬件的处理器中。SRK 私钥由 CA 持有。除非明确
说明，本文档中的 SRK 仅指公钥。

UID

唯一标识符，制造过程中分配给每个处理器的唯一值（如序列号）

XIP

就地执行（Execute-In-Place），指的是 image 直接从非易失性存储位置执行，而不是
首先复制到易失性存储器。

5

安装
本章介绍在 Windows,Mac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上安装 SEC 所需的过程。关于支持的操作系
统列表，请参阅 Release Notes.

5.1 Windows
要将 SEC 桌面应用程序安装在 Windows 平台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 NXP 官网，下载适用于 Windows 的 SEC 安装程序。
2. 双击 MCUXpresso_Secure_Provisioning_<version>.exe 安装程序开始安装。
3. 在 Wizard 的第一页上, 点击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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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CUXpresso安全配置工具设置

4. 在 Wizard 的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页面, 选择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并点击 Next。

Figure 3. 接受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5. 在 Wizard 的Select Installation Folder 页面, 选择 Browse 并导航到要安装 SEC 的
目标文件夹，点击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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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选择安装文件夹

6. 在 Wizard 的Configure Shortcuts 页面，选择要为 SEC 创建的快捷方式，并点击
Next。

Figure 5. 配置快捷方式

7. 在安装向导的 Ready to Install 页面，选择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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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准备安装

安装程序开始安装。
注意：如果要查看或更改任何安装设置，请点击 Back。点击 Cancel 退出 Wizard。
安装完成时，安装程序会给您提示。

Figure 7. 安装 MCUXpresso 安全配置工具

8. 点击 Finish 关闭并退出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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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完成安装

9. 要开始使用SEC，请从桌面的快捷方式或从 Start 菜单运行该工具。您还可以导航
到 <product installation folder>\bin\ 文件夹，启动 securep.exe 或启动<product
installation folder> 中的快捷方式。

5.2 MacOS
要将 SEC 桌面应用程序安装在 Mac 平台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MCUXpresso 官网 下载适用于MacOS的SEC安装程序。
2. 双击 MCUXpresso_Secure_Provisioning_<version>.pkg 进入 Install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Tool 安装向导。
注意：当您尝试打开 MacOS 安装程序时，您可能收到 error 消息。为避免这种
情况，请在 Security & Privacy 菜单中手动选择 Mac App Store and identified
developers 选项。
3. 在Introduction 页面，点击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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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Introduction 页面

4. 在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页面，点击 Continue。

Figure 10. 软件许可协议

5. 请确认您已阅读并同意软件许可协议的条款，并点击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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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同意软件许可协议

6. 在 Destination Select 页面，点击绿色箭头选择安装文件夹。完成后点击
Continue。

Figure 12. Destination Select 页面

7. 在 Installation Type 页，点击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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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Installation Type 页面

8. 输入您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以继续安装，然后点击 Install Software。

Figure 14. 安装软件

9. 点击 Continue。
除非报告错误，Summary 页面会确认安装已成功完成。
10. 在Summary 页面，点击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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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5. Summary 页面

5.2.1 在 MacOS 上使能 USB 连接
在第一次通过 USB 连接到目标时，MacOS X Catalina 将采取安全措施，阻止对 USB HID
设备的访问，操作将失败并出现 error。
请执行以下步骤以使能 USB 连接：
1. 在操作系统安全警报消息框中，选择 Open System Preferences。

Figure 16. 打开系统偏好设置

2. 解锁 Privacy preferences 以使能更改。
3. 选择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version>，确认，并退出应用程序。

Figure 17. 确认更改

4. 锁定 Privacy 偏好设置。
5. 如果应用程序未关闭，请手动关闭它。
6. 启动应用程序并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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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Linux
在 Ubuntu 上对SEC的安装可以在终端完成。
1. 访问 MCUXpresso 官网 下载适用于 Linux 的 SEC 安装程序。
2. 打开终端并更改下载安装程序的目录，使安装程序可执行。
请使用 sudo 运行以下命令：
$ cd ~/Downloads
$ chmod +x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version>_<architecture>.deb.bin
$ sudo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version>_<architecture>.deb.bin
如果使用 sudo 执行的命令成功，安装程序会将SEC安装在专用文件夹 /opt/nxp/中。
注意：对于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智能卡访问需要额外的包（packages）：$
sudo apt install libpcsclite1 pcscd pcsc-tools

5.4 卸载
5.4.1 Windows
Secure Porivsioning Tool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卸载:
• 使用 Settings 中的 Apps & features。

Figure 18. Settings 页面

• 进入 %APPDATA%\NXP Semiconductors，然后在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x.y.z.zz\install\ 文件夹中找到适当的 MSI 安装程序，并在安装
向导中选择 Remove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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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9. MCUXpresso 安全配置工具使用向导

5.4.2 MacOS
可以使用 Finder 来卸载 Secure Porivsioning Tool, 导航到 Application, 将
MCUX_Provi_vX 移动到 thrash。

Figure 20. Applications

5.4.3 Linux
可以使用 Debian 软件包管理器卸载 Secure Provisioning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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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端（Terminal）中，您可以获得带有包名称（package name）的 secure provisioning
tools 列表：
$ dpkg --list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
Desired=Unknown/Install/Remove/Purge/Hold
| Status=Not/Inst/Conf-files/Unpacked/halFconf/Half-inst/trig-aWait/Trig-pend
|/ Err?=(none)/Reinst-required (Status,Err:
uppercase=bad)
||/ Name
Version
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
rc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tools-v1
1.0.1
amd64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Tools
rc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v2
2.0
amd64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rc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v2.1
2.1
amd64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ii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v3
3.0
amd64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ii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v3.1
3.1
amd64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ii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v4
4.0
amd64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可以卸载不再需要的版本：
$ sudo dpkg -r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v4
可以同时卸载多个版本：
sudo dpkg --remove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v2
mcuxpresso-secure-provisioning-v2.1
当为 TP 安装了其他软件包时，您可能会考虑将它们也删除：
$ sudo apt remove libpcsclite1 pcscd pcsc-tools

5.4.4 删除配置文件
用户首选项（user preferences）存储在 <user home>\.nxp\secure_
provisioning_v<version>\ 文件夹中，卸载 Secure Porivsioning Tool 后，它不会被
移除。对用户首选项的移除可以通过手动删除来实现。有关用户首选项的更多细节，请参
阅 首选项。

5.4.5 删除受限数据
受限数据安装在 <user home>\.nxp\secure_provisioning_restricted_data\
文件夹中，卸载 Secure Porivsioning Tool 后，它不会被移除。对受限数据的移除可以通
过手动删除来实现。

6

用户界面
SEC 提供了一个简单友好的用户界面。它由 菜单栏，工具栏 和通过选项卡来切换访问
的主要视图：Build image，Write image 和 PKI management 组成。此外 Smart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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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选项卡仅在几个特定处理器下可见。界面的底部被 Log 窗口和状态行所占
据。所选处理器不支持的项目不会显示在工具中。如果某个项目被所选处理器支持，但在
当前设置中没有意义，则该项目是禁用状态（灰色）。

Figure 21. SEC 用户界面

6.1 菜单和设置
界面里包含任何配置问题的项目将以红色（错误）或黄色/橙色（警告）突出显示。该问题
会在工具提示框中描述。

6.1.1 菜单栏
菜单栏 包含多个下拉菜单，提供各种应用程序，配置和文件相关的功能。
File

一般 Workspace 和配置相关操作
New Workspace
…

Import
Manufacturing
Package ...
Select
Workspace ...
Recent
Workspaces
Save Settings
Preferences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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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 workspace。系统提示
您指定它的位置并从支持的处理
器中进行选择。如果指定的位置
已经包含一个workspace，将直接
打开这个 workspace 而不创建新
workspac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Workspace。
导入量产包 (*.zip)，其中包含
量产所需的所有数据，并创建
“量产 workspace”（有关量产
workspace 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Workspace）。
切换到另一个 workspace。按系统提
示指定将要打开的 workspace。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 Workspace。
显示最近使用的 workspace 列
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Workspace。显示的 workspace 的
数量可以在 首选项 中自定义。
保存当前 workspace 的设置。
打开 Preferences 对话框。更多信
息，请参见 首选项。
退出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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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目标处理器相关的操作
Connection ...

Tools

打开 Connection 配置对话框。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连接。

更多工具列表
Manufacturing
Tool
Flash
Programmer

Help

打开 Manufacturing Tool。 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 量产工具.
打开 Flash 编程和编辑工具。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Flash 编程
器。

用户帮助和其他一般信息
User Guide
Community
About
SPSDK Online
Documentation

打开用户指南。
打开一个带有博客的 NXP 网页，在
那里您可以找到与 SEC 相关问题的
讨论。
显示当前版本信息。
显示一个带有 SPSDK 命令行工具
文档的网页。

6.1.2 首选项
用户首选项存储在 <user home>\.nxp\secure_provisioning_v<version>\ 文
件夹下，并为所有 workspace 所共享。首选项是向后兼容的，例如 SEC v4 的首选项尚不
存在，那么 SEC v4 可以加载使用 SEC v3 里的首选项。如果没有首选项可用，SEC 将以
默认值开始。
用户首选项包含最近使用的文件和 workspace 的信息，以及在首选项对话框中可配置的选
项：
Timeout for communication
re-established after
reset (flashloader to be
initialized) [sec]:
Maximal number of recent
workspaces displayed in
the File menu
Read current values after
the OTP configuration is
opened

Set preferred language for
the SEC tool

表示 ROM bootloader 程序或 flashloader 程序在处理器
复位后准备就绪所需要的延迟（以秒为单位）。读取值可
能受主机配置的影响。选择的值可能会影响生成的写入脚
本。
自定义在 File>Recent Workspaces 中显示的最近
workspace的最大数量。支持范围1 - 25。默认值：9。
选择打开OTP Configuration时读取处理器值的方式。
有以下选项：
Never
Ask
Always

不自动读取值
手动确认读取
自动读取值

选择工具要显示的语言。支持的语言为英文和中文。
注意：目前，仅有工具栏中的量产工具被翻译成中文。

Default Use system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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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
Use restricted data from
directory:
Install restricted data ...

显示中文

对所选处理器启用“受限制的数据”功能。只有在为所选
处理器安装了受限制的数据时，才启用复选框。
安装在 OTP 配置或 trust provisioning 中使用的受限设备
数据。这些数据是从 ZIP 文件中安装的。 SEC 首先验证
所选数据是否与当前工具兼容，如果兼容，则将数据复
制到 SEC 安装文件夹中。 要开始使用数据，请重新启动
SEC。
注意：使用“受限制的数据”功能需要与 NXP
签订保密协议。请联系 NXP 当地代理商获取技
术支持。现在，支持该功能的芯片如下所示：
RT10xx，RT11xx，RT6xx，LPC55S6x，LPC55S2x，LPC55
S1x 和 LPC55S0x。

6.1.3 Workspace
SEC 生成的所有文件都存储在一个名为 workspace 的专用文件夹结构中。
workspace 是一个实用的概念，用于操作使用不同密钥集签名的多个板卡、设备、或可执
行文件。
workspace 总是为特定的设备家族（处理器系列）创建的。一旦创建，它只能用于修改属
于该系列设备的配置。
要创建一个新的 workspace，在 菜单栏 里选择 File > New Workspace ... 或者 File >
Import Manufacturing Package ...。

Figure 22. 创建一个新的 Workspace

想要切换到不同的 workspace，可以从菜单栏中选择 File > Select Workspace ... ，然后
从 Open Workspace 对话框中选择。
想要切换到最近使用的 workspace，可以从菜单栏中选择 File > Recent Workspaces，并
从列表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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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3. 选择一个最近使用的 workspace

每个创建的 workspace 都包含多个子文件夹。其中一些是特定于具体设备家族的。对于新
的 workspace，大部分子文件夹都是空的；文件由用户稍后生成或添加。
root folder

包含以下:
• spt_settings.json 文件中 SEC 的上次配置。
• 构建和写入脚本。
• 构建和写入 JSON 文件，包含用于生成构建和写入脚本
的所有参数。
• 记录所有执行命令的日志，记录在 log .txt 文件中。

source_images
bd_files
backups
bootable_images
configs
crts, keys
gen_bee_encrypt
gen_hab_encrypt
dcd_files
gen_hab_certs
trustzone_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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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向存储用户提供的镜像文件的文件夹。如果需要镜
像文件格式转换，也用于指向镜像文件。
生成在可启动镜像文件生成步骤中给 elftosb 使用的命令
文件（作为 elftosb 输入）。
在导入或生成新密钥后备份旧密钥/证书
中间和最终可启动镜像文件（elftosb 输
出）。nopadding 数据从地址 IVT 开始，而常规数据包含
从启动设备起始地址开始的所有内容。
配置文件 - OTFAD/IEE配置文件（JSON）， BEE用户密
钥配置文件（JSON）
生成的证书及其对应的密钥。
在 build image 步骤中为 XIP 加密启动类型创建的 BEE
用户密钥文件。该密钥用于在写镜像文件步骤中烧写
SW_GP2/GP4 Fuse。
由 CST 工具生成的 DEK 密钥文件。在写镜像文件期间
使用 DEK 密钥文件为加密的 HAB 启动类型生成密钥
blob。
build image 步骤中包含的 DCD 文件。
输出超级根密钥和其哈希值（srktool 输出）。该表是
与可启动镜像文件一起编程的。哈希值是烧写在 Fuse 中
的。
elftosb 在可启动镜像文件生成步骤（elftosb 输入）中使
用的 TrustZone-M 配置文件（JSON 或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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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_sb

用于配置安全启动页的 CMPA 和 CFPA 页（BIN）和密钥
存储的 SB KEK 密钥（BIN 和 TXT）。
SEC操作的临时脚本。
Trust provisioning 文件（仅当处理器支持 Trust
provisioning 时才支持）

gen_scripts
trust_provisioning
6.1.3.1 量产 workspace

对于量产操作，SEC 支持为工厂优化的简化用户界面。在菜单栏选择 main menu >
File > Import Manufacturing Package， 导入事先准备好的量产包配置可生成一个量产
workspace… 。

Figure 24. 导入量产包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选择要导入的量产包和 workspace 文件夹（新建或空目录）。在导入过程
中，workspace 目录会被创建， 量产包会被导入到该目录中。SEC允许导入相同SEC版本
中创建的量产包。
一旦 workspace 被创建（或重新打开），Manufacturing Tool 就会显示出来，而 SEC 的
其余功能则不可用。如果量产工具被关闭，则整个工具操作完成。如果您重新启动 SEC，
它会继续提供量产操作，或选择另一个 workspace：

Figure 25. 确认重新开放制造

如果量产包中包含写入脚本，请检查脚本中的 SEC_INSTALL_BIN 环境变量是否指向计算
机上的安装目录。如果没有指向，建议全局设置环境变量或手动更新写入脚本。
6.1.3.2 共享和复制 workspace
建议将所有使用的文件存储在 workspace 中。 spt_settings.json 文件包含了相对于
workspace 根目录的所有路径，所以如果你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打开该设置，你仍然可以重
新生成所有脚本。
如果必须在另一台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脚本，它会使用环境变量来指定 SEC 安装目录和
workspace。这些环境变量可以在外部指定， 如果没有指定，则使用默认值。workspace
是自动检测的，只有在脚本复制到 workspace 之外时，环境变量才必须指定。
请记住，这些变量是在构建和写入脚本时使用的，但不能在配置文件（BD、JSON 等）中使
用。配置文件必须手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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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工具栏
工具栏 可以快速选择基本设置。

Figure 26. 工具栏

Processor
Connection (via)
Boot
Boot device (from)

Development
Trust provisioning type

显示所选的处理器。单击按钮切换处理器。您只能从同一
处理器家族里切换处理器。要从不同的系列中选择处理
器，请创建一个workspace。
选择到目标的连接。该版本支持UART、USB-HID、SPI和
I2C连接。单击该按钮自定义连接详细信息。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 连接。
选择启动类型。该列表取决于当前所选处理器的功能。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Table 1。
选择被处理器启动的预定义目标启动设备。当支持更多
的启动设备实例时，在 boot device 选择中指明实例号，
例如，对于实例 1，为flex-spi-nor1 / IS25LPxx
xA_IS25WPxxxA ，对于实例 2，为flex-spi-nor2 /
IS25LPxxxA_IS25WPxxxA 。使用 Edit 按钮打开 Boot
Device Configuration 对话框并自定义设置。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见 启动设备配置。
允许选择处理器生命周期。单击按钮从特定于处理器的生
命周期中进行选择；选择对话框显示每个选项的简短说
明。
允许选择 trust provisioning 类型，并为 trust provisioning
操作启用它。只有在处理器支持 trust provisioning 时，此
按钮才可见。支持的类型取决于处理器（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 信任配置）：
• 智能卡 –– 密钥存储在 Java 智能卡上
• 设备 HSM –– 使用存储在处理器中的密钥加密

6.1.5 连接
Connection 对话框允许您选择与目标处理器进行连接并测试它。
该对话框可以从 菜单栏 Target > Connection 或工具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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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7. 连接对话框包含错误和建议的下一步

它包含以下选项（支持的连接类型是特定于处理器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功能特
性）：
USB
UART
SPI/I2C

指定 USB 连接到指定的VID/PID对。
通过指定的端口和波特率指定 UART 连接。
这些选项允许通过 SPI 或 I2C 连接，基于 LPC-Link2 或
MCU-Link Pro 上可用的 LIBUSB 接口。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 SPI/I2C 小节。

使用 Test Connection 功能验证设备可以用给定的配置来正确访问。为了确保使用 Test
Connection 成功检测处理器，请确保以下内容：
• 板卡已正确通电
• 板卡正确配置为 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模式
• 板卡已通过 USB OTG 接口或 UART 连接
连接对话框检测以下参数：
Connection
Mode
Processor

通信设备（USB 或串口）的选择状态。
Bootloader 或者 flashloader 通信模式。
如果连接的处理器与所选处理器匹配则匹配，否则不匹
配。

Security

在连接的处理器中检测到的安全级别。
对于 RT10xx/RT11xx，它报告 HAB 是否启用
对于 RTxxx，它将报告是否启用了 SECURE_BOOT（在
fuse 中）或启用了 DCFG_CC_SOCU。
对于 LPC55Sxx，它报告 PFR 是否锁定。

以下连接结果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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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tested yet
OK
FAILED

使用 Test Connection 按钮运行测试。
成功建立连接。
连接测试失败。详细信息，请参见 Connection status。
如果连接检测失败，SEC 将尝试检测连接到计算机的其他
处理器。这可能有助于找到错误的 SEC 配置，如选择了
错误的处理器或选择了错误的 VID/PID。如果需要关于失
败的更多信息，可以在详细模式下使用 SEC，并查看包含
操作详细信息的控制台视图。

SPI/I2C

可以使用基于 LIBUSB 接口的 SPI 或 I2C 方式与处理器
连接：
• MCU-Link Pro
• LPC-Link2。在一些 EVK 板上有 LPC-link2，但是要通
过 SPI 连接，必须使用跳线连接处理器。
在启动 SEC 之前，有必要从上面列出的产品页面下载并
安装 USB 驱动程序。可以配置以下连接参数：
SPI/I2C device

Speed [kHz]
CPOL, CPHA
Address

设备通过USB路径指定。连接对
话框中的默认值是“自动”，这意
味着如果只有一个设备连接到计算
机，它将被自动选择。关于USB路
径格式的详细信息可以在 SPSDK
文档中找到。
以 kHz 为单位的通信时钟频率。
信号极性和相位；详细信息请参见
SPI 规范。
I2C 设备地址。

带有 HSM 设备的处理器需要一个调试探针来读取加密块（encrypted blob）。因此，如
果设备的 HSM 被选中，调试探针连接结果将显示在连接对话框中。

6.1.6 信任配置
Trust Provisioning 对话框允许选择特定于处理器的 Trust Provisioning 类型，并将其启
用为 Trust Provisioning 操作。

Figure 28. 关闭 Trust Provis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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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9. 设备 HSM Trust Provisioning 类型

Figure 30. Smart Card provisioning 类型

使用 Detect 功能扫描所有连接的智能卡。检测到的智能卡将在智能卡选择中列出。详情
请参见连接日志。
使用 Test connection 连接功能，验证所选智能卡是否已连接，并可用于 trust
provisioning。
注意：Windows 10 有一个新的安全功能，叫做 Windows Hello for Business。由于这个功
能，Windows Hello for Business 1 智能卡读卡器会被检测。

6.1.7 启动设备配置
SEC 包含用于 NXP 评估板的预定义启动设备。默认的引导设备跟所选处理器的典型评估
板上启动设备型号一致。

MCUXSPTUG

User guide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legal disclaimers.

Rev. 9 — 26 September 2022

© 2023 NXP B.V. All rights reserved.

29 / 111

MCUXSPTUG

NXP Semiconductors

MCUXpresso 安全配置工具用户指南
Boot Device Configuration 配置对话框允许自定义所选启动设备的参数。对话框的内
容取决于所选择的启动设备。通过所选启动设备右侧的主工具栏上的 Edit 按钮可以打开
Boot Device Configuration 配置对话框。

Figure 31. FlexSPI NOR flash 启动设备配置

Figure 32. SD 卡启动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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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3. FlexSPI NAND 启动设备配置（RT11xx）

Figure 34. SEMC NAND 启动设备配置（RT11xx）

注意：配置 SEMC NAND 启动设备会导致 Fuse 必须烧写。在这种情况下，烧写 fuse 确
认对话框显示在 write image 操作期间。
使用 Test 功能来验证连接到处理器的外部存储器的启动设备配置是否正确。处理器必须
连接到主机，并且必须处于 ISP 模式。
6.1.7.1 FlexSPI NOR
FlexSPI NOR flash 有两种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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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使用基于 flashloader/ROM 的简单配置（见 Figure 31），在 Boot Device
Configuration 配置对话框里操作（可以通过点击主工具栏的 Edit 按钮来访问），或者，
• 通过使用完整的 FCB（FCB 二进制文件），FCB既可以从 Boot Device Configuration
配置里生成，或者通过 MCUXpresso IDE 里添加 FCB 组件进 Peripherals 工具中的
Peripheral Drivers 里生成，后者可以指定完整的配置。
对于简单的配置，用户可以修改对话框中建议的值。要从SEC里创建自己的 FCB，先做
一个简单设置，并使用右下角的 Convert to FCB 按钮。它会打开 Convert to FCB 对话
框。Convert to FCB 对话框中的 Convert 按钮用于测试 Boot Device Configuration 配置中
指定的简单配置并启动转换过程。当转换过程完成时， 它会在指定的 FCB 文件路径下创
建一个 .bin 文件。
Convert To FCB 对话框提供了复选框 use the created FCB binary file as FlexSPI NOR/
user FCB file （双程序启动特性需要）。如果未选中，则只完成 FCB 转换。

Figure 35. 转换对话框

6.2 生成 image
在 Build image 视图中，您可以将原始镜像程序文件转换为与所选设备兼容的可启动镜像
格式。某些选项是特定于处理器家族的。Build image 选项卡图标上可能有一个脏标志，
这意味着有一些选项改动没有在上一次构建操作中生效。

Figure 36. Build image (LPC55Sxx)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MCUXSPT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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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输入的可执行文件。关于输入 image 格式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 源 image 程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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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address

程序镜像的基址。仅适用于 bin 格式镜像。对于 ELF 和
S-Record 和 HEX 文件，它会自动检测。

Application/Bootable image

提供了关于所选源 image 的以下信息:
1. 是应用程序还是可启动的 image。
2. 所选源 image 是否是 XIP，并将从存储它的启动设备
执行。如果不是，则必须在执行之前将镜像复制到 RAM
中。该信息来自镜像的起始地址，并与所选处理器的内存
地址进行比较，因此，如果所选镜像与所选处理器不匹
配，则结果可能不正确。

Use custom bootable image 生成的可启动 image 的名称及其位置。如果没有指定，
path
工具将根据输入来命名镜像。文件扩展名是特定于处理器
和启动类型的，对于可启动镜像是 BIN，对于 SB 格式镜
像是 SB。
Image version
可引导镜像的版本。它用于双程序启动。首先启动高版本
的程序。仅适用于 RTxxx 处理器。
DCD (Binary)
选择哪些 DCD数据应该包含在可启动镜像中。 只有
当源镜像包含DCD时，才可以使用选项 From source
image。 DCD支持包括 SDRAM 在内的初始化配置。
MCUXpresso Config Tools 可以生成兼容格式的 DCD。如
果目标处理器不支持 DCD文件，则禁用复选框。更多信
息，请参见 创建或自定义 DCD 文件。
TrustZone
允许您启用 TrustZone 功能。可以进行以下选择：
• Disabled –– 禁用TrustZone。某些处理器可能不支持此
选项。
• Enabled (preset) –– 启用带有预设数据的 TrustZone。
• Enabled (custom data) –– 启用从指定位置加载自定
义 TrustZoneM 数据的 TrustZone。覆盖预置数据。支
持 JSON 和 BIN 文件。JSON 数据可以在 MCUXpresso
Config Tools 的 TEE 工具中生成和导出。 BIN 文件是
由 elftosb 程序创建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预配置文
件。
Use the following keys

HAB encryption algorithm
Key source
User key
SBKEK

XIP encryption (BEE user
keys)
MCUXSPT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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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定的密钥（SRK1..4）（RT10xx/RT11xx）或 ROT1..
4: IMG（LPC55Sxx，RTxxx）签名和加密程序。 此选项仅
适用于经过身份验证和加密的启动模式，并提供在 PKI
management 视图中生成的密钥的选择。
选择在加密（HAB）启动类型中使用的 HAB 加密算法。
为程序镜像签名的密钥源。
对于 OTP 密钥源，主密钥用于派生其他密钥。对于 Key
Store，用户密钥用于签名程序镜像。仅适用于已签名启
动类型。
用于处理 SB2 文件的密钥加密密钥。仅当密钥源为 Key
Store 时启用。仅适用于安全启动类型。对于 LPC55Sxx
设备，密钥存储在处理器生命周期中只初始化一次，在此
之后，SBKEK 中的任何更改都将导致SB文件加载到处理器
中失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KeyStore。
打开 XIP 加密用户密钥配置对话框。选项仅对 XIP 签名
加密（BEE 用户密钥）启动类型和 XIP 不签名加密（BEE
用户密钥）启动类型有效。经过身份验证的 XIP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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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P encryption (BEE
OTPMK)
IEE encryption
OTFAD encryption
XIP encryption (OTFAD
OTPMK)
Dual image boot

PRINCE regions

（BEE 用户密钥）和 XIP 加密（BEE 用户密钥）启动类型
启用。
打开带有 OTP 主密钥的BEE配置窗口。该选项仅对 XIP
签名加密（BEE OTPMK）的启动类型启用。
打开 IEE 加密配置对话框。该选项仅对 IEE 加密启动类
型启用。
打开 OTFAD 加密配置对话框。选项仅为 OTFAD 加密启
动类型启用。对于 RT10xx 处理器，按钮名称为 XIP 加密
（OTFAD用户密钥）。
用 OTP 主密钥打开 OTFAD 配置窗口。该选项仅对 XIP
加密（OTFAD OTPMK）身份验证启动类型启用。
打开双程序乒乓启动配置窗口。image 可以写入 Flash 的
基空间（image0）和/或重映射空间（image1），它们各
自都有自己的版本。然后 ROM 使用程序版本来选择最新
的程序来启动。如果最新的程序启动失败，则使用旧程序
重新启动。仅适用于 RTxxx 处理器。
打开加密的 PRINCE 区域配置窗口。

Show build script

此超链接允许更新构建脚本并在默认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它。它对于在执行之前检查脚本非常有用。标签的背景指
示任何阻碍构建脚本更新的问题。

OPT/PFR Configuration

打开 OTP/PFR 配置。

6.2.1 源 image 程序格式
SEC 支持如下几种格式的源 image 程序格式：ELF，HEX，BIN 或 SREC/S19。这些 image
程序格式会被统一为构建脚本所需的格式，这种转换是在 SEC 内部完成的（之前的构建
脚本会被调用）。建议避免格式转换并使用构建所需的格式。
默认情况下，源 image 程序文件不能包含任何启动头。对于 RT10xx，也可以使用可启动
image；这样的 image 将被解析，如果包含 DCD 或 FCB 部分，这些部分可以被重用来构
建新的 image 程序。一旦可启动 image 被选中，解析器接受该 image，SEC 就会提供重用
特定部件确认对话框，如果确认，则更新配置。

Figure 37. 配置助手

6.2.2 TrustZone 预配置文件
MCU 中 TrustZone 及相关功能可以通过启动时应用程序头里的数据进行预配置，而不是
在应用程序代码里设置寄存器。 MCUXpresso Config Tools 中的 TEE（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工具允许您导出 TZ-M 预设数据以供 SEC 使用。按照以下步骤修改现有的
示例应用程序，导出 TZ-M 文件并将其添加到应用程序 imag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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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TrustZone 功能仅适用于 LPC55Sxx 和 RTxxx 处理器。
要创建、导出和导入 TrustZone 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一个 SDK 示例：
a. 来自 MCUXpresso IDE:
i. 在 Quickstart 面板中，选择 Import SDK example(s)...。
ii. 选择要导入的示例。
iii. 在 Project Explorer中，打开导入的安全工程的上下文菜单。
b. 来自 MCUXpresso Config Tools：
i. 在开始时，选择 Create a new configuration and project based on an SDK
example or hello world project。
ii. 克隆一个启用 TrustZone（安全）的项目。
2. 打开 TEE 工具：
a. 在 MCUXpresso IDE 中：
i. 在菜单栏中选择 MCUXpresso Config Tools > Open TEE。
b. 在 MCUXpresso Config Tools 中：
i. 在 Config Tools Overview 中选择 TEE 工具。
3. 在 Security Access Configuration > Miscellaneous 中，在 Output type 下拉框列表中
选择 ROM preset。
4. 根据需要配置内存区域的安全策略（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MCUXpresso Config
Tools User Guide）。
5. 在 Menu bar 中，选择 File > Export > TEE Tool > Export Source Files。
6. 在 Export 窗口中指定 JSON 文件下载文件夹，点击 Finish。
7. 从 SystemInitHook(void) 函数中删除 BOARD_InitTrustZone()。调用和位于主应用程
序文件（例如，hello_world_s.c）中的 tzm_config.h 头文件包含语句。
或者，包括在 SEC 布局内的基本 TZ-M-preset JSON 数据也可以用作 TrustZone 预配置
进一步修改的起点模板。处理器特定的模板文件提供在 data\targets\LPC55S##\ 子文件夹
中。
注意：TrustZone 模板包含所有具有默认预设值的寄存器/选项。因为模板中 SAU 和 AHB
被禁用，所以模板在使用前需要被自定义设置。
下载完 JSON 文件后，可以在 SEC 内导入它：
1. 在 SEC 的菜单栏中，选择 File > Select Workspace ...，并选择一个 Workspace。或
者，通过选择 File > New Workspace ... 创建一个 Workspace。
2. 在 Build image 视图中，将 Boot type 切换为 Signed 或 Unsigned with CRC。
3. 在 TrustZone 预配置下拉列表中选择 Enabled (custom data)。
4. 点击 Browse 导航到存储的 JSON 文件所在位置，选择 Open 以导入。

6.2.3 OTP/PFR 配置
OTP 配置属于 Write image 选项卡。关于 PFR 配置，请参见 Build image 部分。
配置对话框允许配置：
• 一次性可编程 Fuse
• PFR 区域的 CFPA 和 CMPA 页面。
对话框的内容取决于所选择的处理器。
使用配置对话框来：
• 检查 SEC 准备的配置
MCUXSPTUG

User guide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legal disclaimers.

Rev. 9 — 26 September 2022

© 2023 NXP B.V. All rights reserved.

35 / 111

MCUXSPTUG

NXP Semiconductors

MCUXpresso 安全配置工具用户指南
• 从连接的处理器读取当前配置
• 自定义配置
• 锁定配置（此功能仅适用于一些 fuse 区域）
在 OTP（One Time Programmable）配置中，可配置项称为 fuse。在PFR（Protected Flash
Region）配置中，可配置项称为 field。

Figure 38. OTP 配置

配置对话框中的所有更改都将作为写入脚本的一部分，高级模式，除外。
配置窗口包含三个主要区域：
• 左侧所有 fuses/fields 的表格
• 所选 fuse/field 的详细信息在右侧
• 按钮栏在视图底部
两个主要区域的宽度可以使用分配器进行调整。
6.2.3.1 所有项目表
PFR 配置支持两个页面：CFPA（Customer In-field Programmable Area）和
CMPA（Customer Manufacturing/Factory Programmable Area），每个页面都有属于自己的
一个字段列表。在 OTP 配置中，所有 fuse 都显示在单个树中。树中的项目被组织成逻辑
组。所有项目的树以包含以下列的表的形式显示（如果处理器无法使用该功能，则一列可
能无法显示）：
Name
Offset or shadow
#
R/W/O
Current value
Required value
Default value
MCUXSPT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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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可读名称。有些名称可能不公开，可以作为受限
制的数据包提供。有关受限制数据的部分，请参见 首选
项中。
字段地址的偏移量或影子寄存器地址的偏移量
字段的索引（blhost 访问 Fuse 的参数）
从处理器检索的读/写/操作锁的状态。更多信息请参见
锁。
从处理器读取的项的当前值（十六进制）
SEC 或用户要求的值。SEC 预设的值以蓝色突出显示，只
能在 高级模式 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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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该信息不适用于配置，某些列可能不会显示。
6.2.3.2 树过滤工具栏
你可以过滤显示在树中的项目。在下拉列表中有预定义的过滤器类型，在工具提示中有描
述。你也可以使用文本框搜索元素的名字。
工具栏还包含两个按钮，可以展开或折叠所有组。
6.2.3.3 项目编辑器
所选项目将显示以下详细信息：
•
•
•
•
•

以十六进制数显示当前和所需项目值的表格
读写锁的当前状态
以二进制数显示当前和所需项目值的表格
以位域显示当前和所需项目值的表格（仅当项目拆分为位域时）
所选对象的描述（项目组，fuse，field，bit-field）

6.2.3.4 按钮
以下按钮可用于对所选项目进行操作：
Lock after write
Clear
Use current
Fix problems

写后锁定项目。
删除该项目的用户设置值。
复制当前项值作为新设置值
自动修复显示的问题

按钮栏中有以下按钮:
Advanced mode
Burn/Writ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高级模式。
将所有设置值写入连接的处理器。只在高级模式下启用。
高级模式.
注意：慎用。烧写是不可逆的。

Generate script

生成脚本来烧写设置值。仅供高级用户使用。默认情况
下，所有项都由写入脚本写入。只在高级模式下启用。
从连接的目标处理器中读取所有项的锁定状态和当前值。
删除所有用户设置值。
以 JSON 文件格式导入以前导出的配置。
将当前配置导出为 JSON 文件。
接受更改并返回到 Write image。
关闭对话框而不接受更改。

Read
Clear all
Import ...
Export ...
OK
Cancel
6.2.3.5 从连接的设备读取

在启动 OTP/PFR 配置工具前，建议在 Connection 对话框中检查板卡是否与主机连接。
如果目标设备需要 flashloader（RT10xx和RT11xx），建议在 Write image 视图中点击
Start flashloader，确保可以与设备建立通信。
配置工具打开后，它会提供从处理器加载fuse值。这个功能是可选的，也可以在任何时候
使用 Read 按钮完成。首选项 对话框包含一个选项来配置初始读取操作。
读取操作包括以下步骤：
1. 读取锁来找出哪些 fuse 是可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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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读取当前 fuse 值
3. 检测单个的写锁（如果适用于处理器，请参见锁）
6.2.3.6 设定值
所选配置必须写入的项目（例如包含预设值）会以蓝色突出显示。其余的项目，默认情况
下，要么没有任何设定值 – 显示为 * （星号）；如果默认值适用，则显示为 displayed as
*<value> (for example *0)。可以通过如下格式指定这些项目的设定值：
• 按 32 位十六进制数
• 按比特。点击 BITS table 第二行的值来切换位，双击可将设定值从该位中移除。
• 按每位字段（仅当寄存器包含位字段时）。
对于某些位域，值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否则就是指定为十进制或十六进制（带 0x 前
缀）。
6.2.3.7 烧写Fuse
在 OTP 配置中，可以选择如下 Fuse 烧写的方法：
• 写入脚本
• SB 文件
• 设备 HSM 固件
可用选项取决于配置，例如，如果使用了影子寄存器，则不启用其他选项。
6.2.3.8 锁
Lock validation
只有在 OTP 配置中才能使用锁来锁住 Fuse。锁指定 Fuse 的访问限制 – 通常是读或写限
制。锁必须在开发周期结束时被写入，此时其余的配置已经稳定并经过测试，不会被更
改。
SEC支持两种类型的锁:
Global
Individual write locks

锁（LOCK）通常是一个单独配置的 Fuse。该配置应用于
几个其他 Fuse 或影子寄存器。读、写或操作锁均存在，
每种类型限制了对 Fuse 的相应访问。
对于某些处理器，可以为单个 Fuse 设置写锁。此外，有
些 Fuse 只能写一次且必须设置写锁。这两个功能都显示
为 Lock after write 复选框，见下面的描述。

所有锁的状态在读取操作期间被更新。状态显示在 fuse 表中，具体来说，在这些列中：
R
W

显示 Fuse 读锁的状态
显示 Fuse 写锁的状态（全局写锁和单个写锁的组合状
态）
显示 Fuse 操作锁的状态

O
以下图标表示锁的状态:
Table 5. 锁图标
图标

描述

No icon

Fuse 不支持对应的锁
锁状态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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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锁图标...continued
图标

描述
Fuse 访问未锁
Fuse 访问已锁

Lock after write checkbox 复选框根据所选 fuse 动态启用或禁用。
• 所选 fuse 不支持单独的写锁 –– 复选框被禁用并且没有选中
• fuse 在第一次写入后必须锁定 ––复选框是禁用并且选中
• 单个写锁是可选的 –– 复选框是启用的
对于配置为开启单独写锁的 Fuse，如下图标会被显示在 Fuse 表中的 Required value
列：
在 RT11xx 处理器上无法检测到 lock after write 状态，因此即使 fuse 已经锁定，也可能显
示为未锁定。
锁验证
在 Fuse 的写锁打开并且 Fuse 值没有完全指定的情况下，OTP 配置会报告一个警告。
6.2.3.9 计算区域
有些寄存器或位字段的值通过另一个位字段的值计算得来。例如：
• 一个项的值由另一个项的值按位取反得到
• 一个位域包含该项目的其他位域的 CRC 校验
此功能在配置中支持验证，在计算值不匹配或未指定计算项目的源值的情况下会显示错
误。有关验证和问题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的章节。
6.2.3.10 验证和问题解决
配置工具会验证设定值，并以如下方式突出显示配置问题:
Errors（以红色突出显示）
•
•
•
•

设定值不能写入，与当前值冲突。
设定值不能写入，因为 Fuse 被设置写锁并且所需值与当前值不匹配。
设定值与 SEC 计算出来的值不匹配。
PFRC：PFR 配置内部使用 SPSDK 里 PFR 检查器来检测用户配置中的几类问题。如果
检测到任何问题，就显示在状态行。
• 其他和处理器相关的配置验证。
Warnings（黄色背景或突出显示为橙色）
• Fuse 的写锁将被烧写，但 Fuse 设定值没有完全指定。
• 计算值与处理器中的当前值不匹配（仅当计算值没有设定值时才报告;否则为设定值报告
一个错误）。
问题会通过窗口标题栏显示出来。
在 BITS 编辑器中，只有受问题影响的位才会显示问题。它允许通过点击影响位值（例
如，反转所需的位值）来轻松修复问题。
对于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使用 Quick Fix 按钮。 这个按钮修复所选项目内的所有问题。
确保审查 quick fix 所做的更改，以确保新设定的值符合您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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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用于设备在其生命周期中的过渡，授予条件或锁定访问设备中的各种调试资源的
特定的 OTP/PFR 字段一旦被编程。作为最佳实践，建议一旦安全启动已被验证，就对
这些寄存器进行编程。这些字段中的不正确值可能会使平台失去功能或无法进行恢复。
在一些平台上，这些寄存器包括特殊的“有效”语义 –– 例如，在 LPC55Sxx 处理器
上，DCFG_CC_SOCU_PIN 和 DCFG_CC_SOCU_NS 配置字段包括 必须被编程为寄存器中
所有其他字段的取反值，以便配置是有效的。只有当寄存器包含非零值时，Fix Problems
工具才会强制执行此约束 – 也就是说，寄存器的显式用户配置已经被检测到。
6.2.3.11 高级模式
默认情况下，建议将修改后的配置应用到 workspace 设置文件和脚本中，因此它与可启动
镜像一起烧写。 然而，有时可能需要烧一个单独的 fuse 值，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用高
级模式。高级模式不依赖配置工具单独使用，它允许您：
• 将设定值直接写入连接的处理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写入/烧写）。
• 生成烧写设定值的脚本。
• 修改所有设定值，还可以配置 PFR 里的预设值，甚至清空 CMPA。
此外，一些保留项的值会在这种模式下从连接的处理器中读取（这些值可能只对 NXP 有
用）。
高级配置不期望应用于脚本，因此 OK 按钮是禁用的。可以使用 Export 按钮将创建的配置
存储到外部文件中。
注意：SEC 支持的正常工作流不应该需要高级模式，它仅用于该工具不支持的用例。
6.2.3.12 写入/烧写
写入/烧写操作将所有设定值烧写到连接的处理器中，包括所有锁。烧写操作由以下步骤组
成：
1.
2.
3.
4.

从处理器读取当前值
更新验证问题
生成脚本
执行脚本

记住，烧录操作是不可逆的。建议：
•
•
•
•

仔细检查所有被烧写的值
仔细检查所有被锁定的项目
仔细检查配置报告的所有问题
生成写入/烧写脚本并检查内容

烧写和生成脚本（Burn and Generate Script）是有区别的：
• 烧写操作是为选定的处理器优化的。如果 Fuse 值匹配或 Fuse 被锁定，则 Fuse 不会被
烧写。对于 CFPA 和 CMPA，整个页总是能被写入的。
• 生成脚本默认是在新出厂的处理器上使用。它包含了所有 Fuse 的配置，如果任何 Fuse
已经被烧写，它可能会失败。
6.2.3.13 PFR和OTP差异
• PFR 配置包含两个页面：CFPA 和 CMPA。
• OTP 配置中的项目被称为 Fuse，而 PFR 配置中的项目被称为 Field。
• OTP 配置中的 Fuse 是逐项烧写的，所以可以指定单个设定值。PFR 总是更新整个页
面，所以如果没有设定值，将使用默认值。
• 仅对 Fuse 支持锁和 burn fuse by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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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写入 image
使用 Write image 视图将 image 写入启动设备并烧写 Fuse 以实现安全启动。某些选项是
特定于处理器家族的。write image 选项卡的图标上可能有一个脏标志，这意味着有一些
选项改动没有在上一次构建操作中生效。

Figure 39. Write image (LPC55Sxx)

Use built image
Bootable image

Additional input files

Start flashloader

Show write script

如果选中，将烧写 Build image 操作的输出文件。
要写入目标设备的 image 的路径。文件扩展名是特定于
处理器和启动类型的， 对于可启动 image 是 BIN，对于
SBimage是 SB。对于 RT 处理器，bin 格式 image 必须
是没有 FCB 头的 “nopadding” 形式。
显示 Write image 操作的输入文件。内容取决于处理器、
启动类型和其他构建选项。默认情况下，内容是 Build
image操作的输出文件。您可以使用 Import 按钮手动将每
个文件替换为自定义文件。
允许您在连接的处理器上初始化和启动 flashloader。
如果开启了芯片安全特性，则会自动创建签名
flashloader。如果您想从命令行中使用 blhost，这将非
常有用。
此超链接允许更新脚本并在默认文本编辑器中打开它。在
执行之前检查脚本是很有用的。标签的背景表示更新写脚
本时是否遇到问题。

在点击 Write image 按钮之前，请确保板卡已连接且配置为串行下载模式。如果所选启动
类型需要烧写 Fuse， 写操作首先检测 Fuse 是否已经被烧写。然后它运行带有可选参数的
脚本来烧写相关的 Fuse。

6.4 PKI 管理
PKI management 视图显示用于验证镜像文件真实性的证书列表。生成的密钥可以被导出
以供以后使用。PKI 管理在安全引导类型和非安全引导类型（如果处理器支持调试验证）
下启用。PKI 管理允许生成：
• 用于镜像文件认证的密钥
• 用于 trust provisioning 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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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调试身份验证（Debug Authentication）的密钥对

Figure 40. PKI管理(LPC55Sxx)

6.4.1 生成密钥
要验签的镜像文件依赖于一组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证书。SEC 工具通过图
形界面简化了 PKI 兼容证书的生成过程。有些选项是和一个处理器系列息息相关的。
要访问它，请确保设置了需要安全功能的 Boot type，并选择 Generate keys。

Figure 41. 生成密钥(RT10xx, RT11xx)

MCUXSPTUG

User guide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legal disclaimers.

Rev. 9 — 26 September 2022

© 2023 NXP B.V. All rights reserved.

42 / 111

MCUXSPTUG

NXP Semiconductors

MCUXpresso 安全配置工具用户指南

Figure 42. 生成密钥(LPC55Sxx, RTxxx)

注意：LPC55Sxx 和 RTxxx 的序列号由三部分组成：
• 3CC3：告诉撤销字段的标识符。
• <16 bit revocation ID>：该值应该匹配处理器 OTP/PFR（CFPA）中的 IMG_REVOKE 字
段。
• 序列号字节：剩余的字节是用于唯一标识的序列号证书/密钥。
基本选项：
Key type
Key length
Create new CA
Use existing CA
Serial number
Certificate chain

选择生成的密钥类型。
选择生成的密钥长度（以 bit 为单位）。
使用此选项生成具有证书颁发机构（Certificate
Authority）功能的密钥。
启用使用用户指定的CA。Certificate 和 Private Key 必
须为 PEM 格式。
用于密钥撤销的值。
证书链。

高级选项：
Duration [years]
Number of RoT
Password phrase
Serial number
Number of keys

设置证书的有效期（年）。对于支持的处理器，它仅用于
签名目的，因为持续时间在硬件中不能直接验证。
需要生成的 RoT（信任根）密钥个数。支持的最大密钥数
以及推荐的默认值是4。
使用指定参数保护生成的 CA。
设置证书序列号。必须以 3cc3 字节开始。
设置生成 SRK 密钥的个数。HAB 最多支持 4 个密钥，建
议默认为 4 个。

有关 Password，Serial 和 Duration 选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OpenSSL 文档。
指定所有参数后，单击 Generate 按钮。密钥生成脚本的输出将显示在进度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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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3. 生成密钥-进度

6.4.2 添加密钥
一旦在 Generate keys 对话框中生成密钥，可以用 Add keys 对话框添加它们。

Figure 44. 添加密钥(RT10xx、RT11xx)

Figure 45. 添加密钥（LPC55Sxx，RTxxx）

注意：LPC55Sxx 和 RTxxx 的序列号由三部分组成：
• 3CC3: 告诉撤销字段的标识符。
• <16 bit revocation ID>：该值应该匹配处理器 OTP/PFR（CFPA）中的 IMG_REVOKE 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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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al number bytes：剩余的字节是用于唯一标识的序列号证书/密钥。
基本选项：
Key type
Length
IMG key path
CSF key path
Key

选择生成的密钥类型。
选择生成的密钥长度（以 bit 为单位）。
需要生成并添加的 IMG 密钥的路径。
需要生成并添加的 CSF 密钥路径。
要添加的密钥类型。选择用于签名的镜像密钥或中间密
钥。

高级选项：
Duration [years]

设置证书有效期（年）。对于受支持的处理器，它仅用于
签名目的，因为持续时间在硬件中不能直接验证。
设置证书序列号参数。必须以 3cc3 字节开始。

Serial number

设定好偏好参数后，点击 OK 按钮添加密钥。输出将显示在进度窗口中。

Figure 46. 添加密钥进度

6.4.3 导入/导出密钥
您可以使用 Export 功能导出生成的密钥以供以后使用。导出密钥步骤：
1. 在 PKI management 中，选择 Export keys。
2. 在对话框中，导航到你想要导出密钥的位置，并选择 Select folder。
注意：Export keys 也导出工作空间配置，包括对称密钥，例如，用于 LPC 的 SBKEK 或
RT10xx 处理器的 BEE 用户密钥。
您可以稍后使用 Import 功能将密钥导入到新的工作空间中。该操作在当前 Workspace 中
备份当前密钥和设置。例如，LPC55Sxx/RTxxx 的对称密钥 SBKEK, RT10xx 的 BEE 用户
密钥，RT11xx/RTxxx 的 OTFAD 密钥以及 RT11xx 的 IEE 密钥都可以从导入的文件夹中
恢复。
导入密钥步骤：
1. 在 PKI management 视图中，选择 Import keys。
2. 在对话框中，导航到包含密钥的 crts 和 keys 文件夹的位置，并选择 Select folder。

6.4.4 用于 trust provisioning 的密钥
如果在工具栏上选择了智能卡 trust provisioning，就有可能生成证书签名密钥和生产审核
日志密钥。每种类型只支持一个密钥，所以如果密钥已经存在，就会被替换。这些密钥就
可以在 Smart Card management 选项卡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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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调试验证
只有支持 DA (Debug Authentication）功能的处理器，在 PKI management 中才会显示
DA 按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Table 1）。Generate debug key 按钮总是启用，Create
debug certificate request 和 Open debug port 只有在 DA 密钥存在时才启用。Generate
debug certificate 仅在安全启动时启用。Generate Debug Key 按钮打开一个对话框，用于
创建调试身份验证密钥对。Generate Debug Certificate Request 帮助您创建一个请求，该
请求将被发送到 OEM，从中可以生成调试证书。Generate Debug Certificate 按钮显示一个
证书，OEM 在其中选择密钥并设置将授予证书持有者的权限。Open Debug Port 对话框通过
使用 DAC 准备连接的设备进行调试。
注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调试身份认证(Debug Authentication)。

6.5 智能卡管理
此视图仅对支持 trust provisioning 的处理器显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Table 1）。只
有在工具栏上的智能卡启用时才启用。
此视图允许：
• 配置智能卡
• 创建量产包
• 验证从工厂收到的审核日志包并提取证书
注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工作流程。

6.5.1 智能卡的配置
本节允许将 OEM 属性应用到智能卡中。以下项目可以配置：
USER KEK
Device identity

Certificate signing key
Production audit log key
Production limit

用于 OEM 自定义 KeyStore 的对称密钥。可以指定此
值，也可以使用随机按钮生成值。
该复选框允许生成带有设备标识的证书。如果选中，请确
保“设备标识配置”包含所有必要的数据，并选择现有的
证书签名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设备身份和云服
务提供商注册。
此值仅用于设备标识证书，因此除非选中 Device
identity 复选框，否则该选项是灰色的。
选择已存在的 PEM 密钥，或者在 PKI management 视
图下生成新的 PEM 密钥。
智能卡配置的处理器数

此外，以下项目用于智能卡配置：
SBKEK
Life cycle
PFR pages
Prepare Smart Card

此值在Build image视图中指定。
此值在工具栏中指定。
当构建和文件路径显示在 Write image 视图中时，将创
建 CMPA 和 CFPA 配置数据。
智能卡配置的按钮。点击按钮后，可以创建密封或非密封
智能卡。有关智能卡配置的过程，请参见 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工作流程。

6.5.2 量产包
量产包包含在工厂中使用智能卡开始 trust provisioning 所需的所有数据。
MCUXSPTUG

User guide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legal disclaimers.

Rev. 9 — 26 September 2022

© 2023 NXP B.V. All rights reserved.

46 / 111

MCUXSPTUG

NXP Semiconductors

MCUXpresso 安全配置工具用户指南
当不需要配置的时候，量产包的输入数据只显示信息。
关于量产包的创建和导入过程，请参见 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工作流程。

6.5.3 工厂审核日志
本节允许验证从工厂接收的审核日志包，并可选地提取设备证书。
以下项目可以被配置：
Extract certificates

如果必须从日志中提取设备证书，则启用复选框。如果复
选框已启用，还可以指定：
Type of the
certificate
Device certificate
encoding
New or empty
target directory

Verify audit logs …

选择要提取的证书类型。
选择需要提取的设备证书格式。
新目录或空目录，将在其中存储提
取的证书。

开始对审核日志包进行验证的按钮。选定包文件必须作为
流程的第一步进行。必须在智能卡配置部分选择相应的生
产审核日志密钥去验证。有关审计日志的验证过程，请参
见 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工作流程。

6.6 量产工具
使用 Manufacturing Tool 可以在同时连接到主机的多个设备上配置资源。Manufacturing
Tool 可以从 菜单栏 中的 Tools 中访问。处理器可以通过 USB 或 UART 或 SPI 或
I2C 连接到主机。用户界面由这些区域组成：Operation，Command，Connected
Devices，Communication parameters 和按钮栏。如果处理器支持 trust provisioning，界
面也有 Smart Card 和 Trust provisioning 区域。

Figure 47. 量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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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Operation 区域包含代表不同操作的单选按钮。
Write image

Apply SB image

Run custom
script
Trust
provisioning

Command

“操作”区域框中选中的操作其参数在“命令”区域框
里。根据所选操作的不同，参数会有所不同。
Script (Write
image, Run
custom
script, Trust
Provisioning)
SB file (Apply SB
image)
Arguments

Smart Card
Trust provisioning

User guide

写入或自定义脚本的路径。请使用
Browse 按钮指向自定义脚本。

SB 文件的路径。请使用 Browse 按
钮指定文件。
操作期间使用的参数的交互式列
表。使用 Default 按钮可以恢复任何
更改。注意，参数中花括号括起来
的关键字将为每个量产任务替换。
您可以在工具提示中找到带有描述
的完整关键字列表。

选择与你的电脑相连的智能卡，以进行 trust provisioning
操作。有关配置，请参见 智能卡的配置。
配置 trust provisioning 操作。
Application
and Assert
provisioning
firmwares
Audit log

MCUXSPTUG

执行与 Write image 相同的操作。在
使用之前，必须在 Build image 视图
中构建镜像，并且 Write image视图
不能显示任何错误。
使用 SB（Secure Binary）格式更
新处理器的现有镜像。对于 LPC55
Sxx 和 RTxxx 处理器，SB 文件是
在构建安全镜像操作期间创建的，
默认情况下位于 Workspace 的
bootable_images 子文件夹中。对
于 RT10xx/RT11xx 处理器，必须手
动创建 SB 文件，因为 SEC 目前不
支持它。
使用自定义脚本配置。假定该脚本
是一个经过修改的 SEC 脚本，接受
SEC 参数（特别是连接参数）。退
出状态 0 被视为成功。
使用选定的智能卡执行 trust
provisioning 操作。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 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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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logs
Connection type
Connected devices

允许将审核导出到审核日志包中。稍后可以对包进行验
证。
允许选择与处理器的通信接口。
Connected Devices 区域包含一个显示所有已连接处理器
的交互式表。该工具可以检测和编程使用 USB 连接的处
理器（只有当处理器是 ISP 模式）。
• 使用 Auto-detect 按钮，可以自动检测主机上连接的
所有处理器。这是推荐用法。有关 USB 路径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 USB 路径。
• 使用 Add 按钮手动添加设备。
• 使用 Remove 按钮或 Selection 列中的复选框来删除处
理器。如果该处理器被取消选中，下次自动检测将保持
该处理器被取消选中。
• 如果需要手动修改处理器路径，请修改 Connection 列
中的条目。
• 单击 Status 列的条目，可以查看处理器连接的日志信
息。
单击 Test connection 按钮来测试（ping）选定的设备。
该特性可能对 UART、SPI 和 I2C 设备有用，因为在这些设
备中，检测到通信设备（COM 端口或 USB 路径）并不意
味着与处理器建立了连接。因此，建议在开始操作前先进
行测试连接。
在上传 SB 文件之前从外部 Flash 加载 KeyStore。

Load KeyStore (Apply SB
image for RTxxx)
Communication parameters 通信参数包含额外的操作选项。
Baud rate

Button bar

按钮栏包含操作按钮，并显示任何警告和警报。
Start
Successfully
finished
Reset
Close

6.6.1

通过下拉列表选择操作的波特率。
有关 SPI 和 I2C 连接参数，请参见
连接。

启动所选并配置的操作。您可以在
相邻的进度条中观察操作的进度。
在标签上注明成功完成的操作数
量。这个数字会自动递增，并存储
在 Workspace 中的设置文件中。
该按钮允许重置 Successfully
finished 计数器
不运行操作直接关闭量产工具

USB 路径
量产工具支持使用串口、USB、SPI 或 I2C 连接。自动检测连接功能足以应付大多数情况。
USB 路径用于识别完成 USB，SPI 或 I2C 通信的 USB 设备。它根据操作系统的不同而不
同。USB 路径格式的描述可以在 SPSDK 文档中找到。
注意：ISP 模式下的 RT10xx 处理器 VID/PID 相较于 flash loader 应用程序（下载进处理
器内部执行以对 flash 进行编程）的 VID/PID 是不同的。在 ISP 模式中重置处理器时，自
动检测会搜索带有 PID&VID 的设备。 如果 flashloader 在处理器上是激活的，则将其重置
为 ROM bootloader 模式。量产过程略有不同：作为第一步， flashloader 被上传到所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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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上，并检索其 USB 路径。要为每个处理器找到对应的 USB 路径，这个操作不能并行执
行。 在这一步之后，剩下的过程是并行执行的。量产完成后，设备 flashloader 仍然处于
激活状态，所以在复位处理器之前，设备不会被检测到。

6.7

Flash 编程器
Flash 编程器旨在从当前选择的闪存读取/写入，并支持所有闪存类型，包括内部闪存，
外部 NOR 和 NAND 闪存，SDcard。 Flash 编程器可以从菜单栏中的 Tools 中访问。处理
器可以通过 USB，UART，SPI 或 I2C 连接到主机，并且必须处于 ISP 模式（因为工具内部
使用 blhost 协议）。Flash 编程器可以用来准备写入数据，在没有设备连接时只是显示或
修改保存的数据块。左边包含操作工具栏，右边包含十六进制和 ASCII 格式的内存内容的
显示区。工具有额外的功能：“自动擦除”和“自动验证”。要读取一段地址范围内的数
据，请在 Address 框中填写起始地址，并在 Size 框中填写所需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点击 Read 按钮将从内存中读取值并显示出来。操作结果显示在左下角。如果操作以失败
结束，工具将显示遇到的错误的详细信息。

Figure 48. Flash 编程器

Buffer

控制右侧显示空间的范围。
Address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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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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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 …
Clear buffer

File on the disk

Load …

Save …

Target memory

Erasable size

Read

Write
Verify

Erase
Blank check
Erase all
User guide

清除显示的值并将 size 设置为 0，
但不改变内存状态。
将文件加载到显示区
中；.srec和.hex 文件被格式化
(起始地址)加载，其他没有起始地
址信息的文件类型被作为二进制文
件处理。address 是应该加载进显
示区中的开始地址，size 指示应该
从数据的哪一部分开始加载。 加载
的数据与现有的显示区上下文合并
（例如，缓冲区可以扩展），重叠
的区域将被覆盖。
将显示区或显示区的一部分保存
到文件中。支持的文件格式是
.srec, .hex 和.bin 。

提供对目标内存的基本操作。顶部的十六进制范围是所选
内存的有效存储器空间范围。
Configure

MCUXSPTUG

打开可以用如下值（字节、字、双
字或随机）填充显示区的对话框。
字和双字可以是大端或小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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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配置已连接的存储器。它执行
与 启动设备配置 中相同的存储器配
置。如果是带有 FCB 的存储器，那
么配置的最后一步将尝试读取最小
可擦块的大小。该命令只支持外部
Flash，不支持内部 Flash。
定义最小可擦的块大小。设置这
个值不会改变物理上最小可擦块大
小，只是作为计算 Erased range 的
参考值。对于片上内存，该值由工
具配置，对于外部存储器，可擦大
小可以从 FCB 读取。SD 卡必须由用
户指定。
从存储器中读取给定范围的数据以
填充显示区。对于带有 ECC 的存储
器类型，如果存储器被擦除，则不
能读取。
将显示区中的值写入存储器，参见
选项 Auto erase 和 Auto verify。
检查显示区中的值是否与存储器中
的值匹配，不匹配的值将用红色高
亮显示，工具提示将显示存储器中
的值。
擦除存储器，总是擦除向上对齐的
最小可擦块大小。
检查存储器是否为空，不支持内部
Flash。
擦除全部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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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erase
Auto verify
Search

写操作时，在写操作前将存储器擦
除。
写操作完成后，验证显示区是否正
确写入。

在显示区中搜索一个值；该值可以以十六进制数（FF
AA，12 A3 00）或 ASCII（abc，hello world）的形式提
供。找到的值以蓝色突出显示，开始地址显示在左上角。

6.8 日志
用户界面的下方为可扩展 Log 视图。
日志信息存储在 <workspace>\log.txt 文件中。一旦达到阈值，这个文件的内容就会被向下
覆盖。

Figure 49. 带有错误的日志视图

7

使用步骤
本章将介绍使 MCU 启动到所需安全防护等级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其中包括可引导 image
的创建、如何连接 MCU、如何设置引导首选项以及如何将 image 写入选定的引导设备几个
部分。本章首先描述常规步骤，然后介绍特定 MCU 的内容。假设所有 image 的启动都基
于 NXP 开发板。
本章介绍了下列工具链下的image生成：
• MCUXpresso IDE 11
• Keil MDK 5 μVision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8
下面的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从 MCUXpresso 获取特定芯片 SDK 例程
• 使用工具链打开特定芯片例程
• 使用 SEC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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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对称加密密钥
• 使用所选工具链生成加密镜像
• 使用 SEC 工具生成可启动镜像
• 连接开发板
• 烧写 bootable image

7.1 常规步骤
7.1.1 从 MCUXpresso下载 SDK 例程
MCUXpresso 提供的 SDK 例程包括开源驱动程序、中间件和参考例程，为用户开发提供
便利。本节将会介绍如何下载 ZIP 包或 CMSIS 包形式的 MCUXpresso SDK，然后介绍如
何从 SDK ZIP 包中打开例程。建议使用 iled_blinky 例程，因为该例程的运行结果可以直
观的看到 –– LED 以 1 秒的周期闪烁。
• 为 MCUXpresso IDE 下载 MCUXpresso SDK 例程包
1. 访问 http://mcuxpresso.nxp.com。
2. 选择开发板。
3. 生成 MCUXpresso IDE的SDK 例程包并下载。
注意：建议使用 MCUXpresso IDE v11.1.0，可以直接下载和使用 SDK 例程包。
• 下载MCUXpresso CMSIS SDK 例程包
如果使用工具链 MDK µVision 和 IAR Embedded Workbench，可以下载所选处理器或开
发板的 CMSIS SDK 例程包。
– Device Family Pack (DFP): NXP.{processor}_DFP.#.#.#.pack
– Board Support Pack (BSP): NXP.EVK-{processor}_BSP.#.#.#.pack
• 为 Keil MDK或IAR Embedded Workbench 下载 SDK 例程包
对于使用 Keil MDK 或者 IAR Embedded Workbench 来说，可以只下载某个例程.
首先在 MCUXpresso SDK Dashboard 生成 SDK 例程包，然后点击下载链接并选择
Download Standalone Example Project。该例程包含所有需要的源和项目文件。

7.1.2 打开例程
• MCUXpresso IDE
1. 使用鼠标将需要下载的 MCUXpresso SDK 例程包拖拽到 Installed SDKs 界面进行安
装。
2. 选择 File > New > Import SDK examples...。
3. 选择处理器和开发板型号，然后选择 iled_blinky 例程。
• 使用 Keil MDK 5 打开例程包
1. 解压 SDK 例程包，然后双击打开 boards\evkmimxrt10##\demo_apps\led_blinky
\mdk\iled_blinky.uvmpw。
2. 如果只下载了一个单独的例程，请直接将其解压缩并打开 .uvmpw 文件。
3. 单击 Project > Options > Output，勾选 Create HEX File。
• 使用 Keil MDK 5 打开 CMSIS 例程包
1. 选择 Project > Manage > Pack Installer。
2. 在 Devices 里，选择 All Devices > NXP > MIMXRT10##。
3. 在 Packs 里，安装 NXP::{processor}#_DFP和 NXP::EVK-{processor}_BSP 包。
4. 选择 BSP 包。
5. 在 Examples 里，拷贝 iled_blinky 例程到选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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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Project > Options > Output，勾选 Create HEX File。
• 使用 IAR Embedded Workbench 打开 MCUXpresso SDK 例程包
1. 解压 SDK 例程包，然后双击打开 boards\evkmimxrt10##\demo_apps\led_blinky\iar
\iled_blinky.eww。
2. 如果只下载了一个单独的例程，请直接将其解压缩并打开 .eww 文件。

7.1.3 生成例程项目
有关项目配置和生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特定芯片章节。

7.1.4 设置安全配置工具
1. 打开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Tool：
• Windows：双击桌面快捷图标或者在开始菜单中点击该工具。
• MacOS：单击停靠栏中的快捷图标或者使用启动台打开该工具。
• Linux：单击快捷栏中的图标或者使用命令行窗口打开该工具。
2. 选择 File > New Workspace ... 中的 Menu bar 创建一个新的 workspace。选择处理器
后，单击 Create。
3. 使用 USB 或者 UART 连接设备。
4. 选择 Target > Connection ... 中的 Menu bar，然后单击 Test 来测试连接是否正常。

7.1.5 生成安全密钥
本节描述如何生成验签或加密 image 所需的密钥。此操作只执行一次，生成的密钥可用于
所有用例。
1.
2.
3.
4.
5.
6.

在 Boot type 选择任意一个安全启动模式，例如，Signed 或者 Authenticated。
进入 PKI management 界面。
确保 workspace 目前没有包含任何密钥。
单击 Generate keys。
在 Generate keys 的弹出框中，确认默认配置并单击 Generate。
将 Boot type 切换回 Unsigned 模式。建议从 Unsigned 模式开始，确认未签名 image
可以在开发板上正常工作。确认之后，再使用生成的密钥尝试其他安全启动模式。

注意：生成的密钥保存在工作空间中的 crts/ 和 keys/ 子文件夹中。建议在烧写到 fuses
之前将生成的密钥进行备份。

7.2 RT10xx/RT11xx 使用流程
7.2.1 准备 image
首先，必须选择 image 在哪个存储介质中运行。下面三个选项适用于 RT10xx/RT11xx 芯
片：
• image 在外部 NOR flash 中运行
该 image 被称为 XIP（eXecution In Place）image，直接在外部 flash 中运行。
• image 在内部 RAM 中运行
该 image 可以被放置到 SD 卡或者外部 flash（FlexSPI NOR，FlexSPI NAND 和 SEMC
NAND）中，运行时先复制到 RAM 中再引导执行。
• image 运行在 SDRAM 中
该 image 可以被放置到 SD 卡或者外部 flash（FlexSPI NOR，FlexSPI NAND 和 SEMC
NAND）中，运行时先复制到 SDRAM 中再引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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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 image 在外部 NOR flash 中运行
注意：对于当前版本的 SEC 工具，用于生成 bootable image 的 source image
可能仅包含适用于 RT10xx 处理器的 XIP 引导头。建议将编译器符号中的
XIP_BOOT_HEADER_ENABLE 设置成 0 来禁用工具链的 XIP 引导头。
• MCUXpresso IDE
led_blinky 工程默认目标为外部 flash。
1. 打开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C Compiler >
Preprocessor > Defined symbols，设置 XIP_BOOT_HEADER_ENABLE 为 0。
2. 生成 source image
最终生成 image 为 Debug\evkmimxrt10##_iled_blinky.axf。该 image 可以在 SEC
工具中的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中进行使用。
• Keil MDK 5
1. 在工具栏中选择 iled_blinky flexspi_nor_debug。
2. 打开 Project > Options > "*C/C++*"，将 XIP_BOOT_HEADER_ENABLE 设置为
0。
3. 打开 Project > Options > Linker，删除所有 --keep 选项，然后定义
XIP_BOOT_HEADER_ENABLE。最后，Misc. controls 中只会包含 --remove 的选项。
4. 生成 source image。
最终，image 生成为 boards\evkmimxrt10##\demo_apps\led_blinky\mdk\flexspi_
nor_debug\iled_blinky.hex。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1. 在 Project > Edit Configurations … 中选择 flexspi_nor_debug
2. 在 Project > Options > C/C++ Compiler > Preprocessor > Defined Symbols 中添加
或者修改 XIP_BOOT_HEADER_ENABLE define 为 0。
3. 对于多核处理器来说，在 Project >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Target 中选择
使用核。例如，在 RT1176 平台的 iled_blinky_cm7 工程中，选择处理器使用核为
Cortex-M7。
4. 生成 source image。
最终，image 生成为 boards\evkmimxrt10##\demo_apps\led_blinky\iar\flexspi_nor_
debug\iled_blinky.out。
7.2.1.2 image 在内部 RAM 中运行
注意：本节中的内存地址和大小仅用作示例，具体取决于所选芯片。
• MCUXpresso IDE
1. 在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 Settings > MCU Linker >
Managed Linker Script 中检查是否勾选 Link application to RAM。
2. 在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MCU settings 中，删除 Flash，修改
SRAM_ITC从0x3000 开始，大小设为 0x1D000。

Figure 50. SRAM_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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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SRAM_ITC（Alias 为 RAM）移动到第一个，使其成为默认配置。
4. 生成 source image。
最终，image 生成为 Debug\evkmimxrt10##_iled_blinky.axf。
• Keil MDK 5
1. 在工具栏，选择 iled_blinky debug。
2. 打开 Project > Options > Linker，点击 Edit 以修改 Scatter 文件。
3. 关掉窗口，在 linker 文件中作以下修改：（修改部分加加显示）。
#define m_interrupts_start 0x00003000
#define m_interrupts_size 0x00000400
#define m_text_start 0x00003400
#define m_text_size 0x0001DC00
4. 生成 source image。
最终，image 生成为 boards\evkmimxrt10##\demo_apps\led_blinky\mdk\debug
\iled_blinky.hex。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1. 在工具栏选择 Project < Edit Configurations … > Debug。
2. 在工程的根目录打开 MIMXRT10##xxxxx_ram.icf，然后在文件中作以下修改：
3. 对于多核处理器来说，在 Project >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Target 中选择
使用核。例如，在 RT1176 平台的 iled_blinky_cm7 工程中，选择处理器使用核为
Cortex-M7。
4. 保存修改文件并生成 source image。
最终，image 生成为 boards\evkmimxrt10##\demo_apps\led_blinky\iar\debug\iled_
blinky.out。
7.2.1.3 image 运行在 SDRAM 中
• MCUXpresso IDE
1. 在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 Settings > MCU Linker >
Managed Linker Script 中检查是否勾选 Link application to RAM。
2. 在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MCU settings 中，删除 Flash，
修改 BOARD_SDRAM从0x80002000开始，大小设置为 0x1dfe000。将
BOARD_SDRAM 移动到第一个，使其成为默认值。
3. 生成 source image。
最终，image 生成为 Debug\evkmimxrt10##_iled_blinky.axf。
• Keil MDK 5
1. 在工具栏中，选择 iled_blinky sdram_debug。
2. 打开 Project > Options > Linker，点击 Edit 修改 Scatter 文件。
3. 关掉窗口，在 linker 文件中作以下修改：（修改部分加加显示）。
#define m_interrupts_start 0x80002000
#define m_interrupts_size 0x00000400
#define m_text_start 0x80002400
#define m_text_size 0x0001DC00
#define m_data_start 0x80020000
#define m_data_size 0x01DE0000
4. 生成 sourc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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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image 生成为 boards\evkmimxrt10##\demo_apps\led_blinky\mdk\sdram_
debug\iled_blinky.hex。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1. 在工具栏选择 Project < Edit Configurations … > sdram_debug。
2. 在工程的根目录打开 MIMXRT10##xxxxx_sdram.icf，然后在文件中作以下修改：
3. 对于多核处理器来说，在 Project >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Target 中选择
使用核。例如，在 RT1176 平台的 iled_blinky_cm7 工程中，选择处理器使用核为
Cortex-M7。
4. 保存修改文件并生成 source image。
最终，image 生成为 boards\evkmimxrt10##\demo_apps\led_blinky\iar\sdram_
debug\iled_blinky.out。

7.2.2 连接开发板
本节描述如何使用 SEC 工具配置并连接下列开发板：
•
•
•
•
•
•
•
•
•

MIMXRT1010-EVK
MIMXRT1015-EVK
MIMXRT1020-EVK
MIMXRT1024-EVK
MIMXRT1050-EVKB
MIMXRT1060-EVK
MIMXRT1064-EVK
MIMXRT1160-EVK
MIMXRT1170-EVK

1. Table 6 中描述了如何使用 DIP 拨码开关设置启动模式。
2. 将板子上的 J1（在 RT1176，RT1166 上为 J38）3-4 引脚短接，使板子使用 USB OTG
供电。
3. 使用 USB 线连接 J9（在 RT1176，RT1166 上为 J20），另一端连接 PC 电脑。
4. 确认 SEC 工具已经运行在所选开发板的环境中。关于如何运行 SEC 工具，请参考 配
置 SEC 工具。
5. 将工具栏中的 Boot device 选择为 EVK 开发板上所用的 NOR flash（例如 flex-spinor/ISxxxx）。
6. 选择连接方式为 USB，然后测试是否连接上。
Booting from SD card
从 SD 卡中启动
从 SD 卡中启动需要以下两个步骤：
1. 将 micro SDHC 卡插入开发板中。
2. 在 MCUXpresso Secure Provisioning Tool 中的工具栏中，选择 Boot Device:
sdhc_sd_card/SDHC SD card 8 GB。
Table 6. DIP Switches：EVK 的启动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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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 mode/
Device

Serial
bootloader
(ISP
mode)

FlexSPI NOR
(QSPI,
Hyper
Flash)

Flex-SPI NOR + SD card
Encrypted XIP
(BEE or OTFAD/
IEE)

RT1010-EVK

SW8: 0001 SW8: 0010 SW8: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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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DIP Switches：EVK 的启动模式选择...continued
Boot mode/
Serial
FlexFlex-SPI NOR + SD card
Device
bootloader SPI NOR
Encrypted XIP
(ISP
(QSPI,
(BEE or OTFAD/
mode)
Hyper
IEE)
Flash)

SEMC
NAND

FlexSPI
NAND

RT1015-EVK
RT1020-EVK

SW8: 0110

RT1024-EVK
RT1050EVKB
RT1060-EVK

SW7: 0001 SW7: 0110 SW7: 0010 or
0110
SW7: 0010 SW5: 1000

SW7: 1010 N/A

SW1: 0001 SW1: 0010 SW1: 0010
SW2:
SW2:
SW2:
0000000000 0000000000 0100000000

SW1: 0010 SW1: 0010 N/A
SW2:
SW2:
0000001000 0000010000

N/A

RT1064-EVK
RT1160-EVK
RT1170-EVK

7.2.3 bootable image
本节描述了如何基于 source image 生成 bootable image，然后介绍如何烧写 bootable
image。
有关该过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流程图。
下列几种组合都可以生成 bootable image：
Table 7. Booting image
Memory where the
image is executed
External NOR flash

[1]

Memory where the
image is written

DCD needed

XIP

External NOR flash

No

Yes

Internal RAM

External NOR or
NAND flash

No

No

Internal RAM

SD card

No

No

SDRAM

External NOR or
NAND flash

Yes

No

SDRAM

SD card

Yes

No

[1]

For RT11xx devices, two FlexSPI instances are supported. There is the FLEXSPI_INSTANCE fuse (BOOT_CFG2[3])
/GPIO boot pin which determines which FlexSPI instance to use. Set a corresponding GPIO boot pin to use Instance 2
without burning the fuse.

注意：
• image 在哪个内存中执行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准备 image。
• image 在哪个内存中烧写 –– 在 SEC 工具中的 Boot Device 中进行配置。
7.2.3.1 启动未签名 image
开发中经常使用未签名 image。建议在使用签名 image 前先使用未签名 image 验证是否能
正常工作。
有关该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Figure 62 和 Figure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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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生成 bootable image。
1.
2.
3.
4.

在工具栏中选择 Unsigned boot type。
进入 Build image 界面。
在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中选择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image。
对于在 SDRAM 中运行的 image，需要额外使用 DCD 文件进行配置。EVK 开发板可以
使用该 DCD 文件： data\targets\MIMXRT1###/evkmimxrt1xxx_SDRAM_dcd.bin。
注意：如果需要修改 DCD 文件，请参考 创建或自定义 DCD 文件。
5. 单击 Build image 以生成 bootable image。
bootable image 生成成功后：
1.
2.
3.
4.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
进入 Write image 界面。
勾选 Use built image。
单击 Write image。

如果 image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Table 6），复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7.2.3.2 启动签名 (HAB) image
本节对签名 image 的生成和烧写进行描述。如果要使用加密 image，可以跳过此步骤。
有关该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RT10xx 加密 (HAB) 和 RT11xx 加密 (HAB)。
1. 在工具栏的 Boot type 中选择 Authenticated (HAB)。
2. 进入 Build image 界面，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image 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3. 在 Use the following keys 中选择任意一个密钥。例如，SRK1: IMG1_1+CSF1_1。
4. 单击 Build image。
5.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成功生成。
进入 Write image 界面烧写 image。
1.
2.
3.
4.
5.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Table 6。
勾选 Use built image。
选择芯片的生命周期为 HAB Closed。
单击 Write image 以烧写 image。
在弹出框中有下列三个选项：
• Yes –– 确认并烧写 image 和 fuses。
注意：fuses 只能烧写一次。烧写之后芯片只能运行签名 image。
• No –– 不烧写 fuses，直接烧写 image。
• Cancel –– 取消烧写 image 和 fuses。

Figure 51. 烧写 f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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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image 和 fuses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Table 6），复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7.2.3.3 启动加密 (HAB) image
本节对加密 image 的生成和烧写进行了描述。该 image 会被解密到 RAM 中运行，所以
XIP image 不能作为 source image。
有关该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RT10xx 加密 (HAB) 和 RT11xx 加密 (HAB)。
下面对如何生成 image 进行了详细描述：
1.
2.
3.
4.
5.

在工具栏的 Boot type 中选择 Encrypted (HAB)。
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image 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在 Use the following keys 中选择任意一个密钥，例如 SRK1: IMG1_1+CSF1_1。
单击 Build image 以生成启动 image。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成功生成。

下面对如何烧写 image 进行了详细描述：
1.
2.
3.
4.
5.
6.

进入 Write image 界面。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Table 6 对启动模式进行了描述。
勾选 Use built image。
选择芯片的生命周期为 HAB Closed。
单击 Write image。
在弹出框中有下列两个选项：
• OK –– 确认并烧写 image 和 fuses。
注意：fuses 只能烧写一次。烧写之后芯片只能 运行签名 image。
• Cancel –– 取消烧写 image 和 fuses。

Figure 52. 烧写 fuses

如果 image 和 fuses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Table 6），复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注意：加密 image 中有一部分是使用来自芯片主密钥加密的 DEK 密钥 blob。每个处理器
的主密钥都不同，不能用于其他芯片。
注意：RT101x 和 RT102x 芯片不支持在 NOR flash 中运行加密 image。对于其他芯片，
若有不支持的启动选项，则 boot type 中对应类型不可用。
7.2.3.4 启动 XIP 加密 (BEE OTPMK) 签名 image (RT10xx)
本节对使用 OTP 主密钥生成和烧写 XIP 加密 image 进行描述。首先生成签名 image，然
后在烧写时实时加密。使用 BEE 功能的 source image 必须是 XIP image。
流程图 中对该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下面对如何生成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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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在工具栏的 Boot type 中选择 XIP encrypted (BEE OTPMK) authenticated。
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NOR flash 启动 image 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在 Use the following keys 中选择任意一个密钥，例如 SRK1: IMG1_1+CSF1_1。
单击 XIP encryption (BEE OTPMK)，打开 BEE OTPMK 窗口，使用默认配置加密整个
image 或者在 第一个 BEE 加密区内配置 FAC 保护区域范围。
5. 单击 Build image 以生成启动 image。
6.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成功生成。
下面对如何烧写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2.
3.
4.
5.

进入 Write image 界面。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Table 6。
勾选 Use built image。
选择芯片的生命周期为 HAB Closed。
通过配置相应的 GPIO 引脚来启用 XIP 加密（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Table 6 ）。
6. 单击 Write image。
7. 在弹出框中有下列两个选项：
• OK –– 确认并烧写 image 和 fuses。
注意：fuses 只能烧写一次。烧写之后芯片只能运行签名 image。
• Cancel –– 取消烧写 image 和 fuses。

Figure 53. 烧写 fuses

如果 image 和 fuses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Table 6），复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注意：第 5 步可以选择在 OTP 配置中直接烧写 Encrypted XIP fuses 进行使能。
7.2.3.5 启动 XIP 加密 (BEE user keys) 未签名 image (RT10xx)
本节对使用用户密钥生成和烧写 XIP 加密 image 进行描述。image 生成分为两步。首先，
生成未签名 bootable image。然后对该未签名 image 进行加密，以便与启用加密的 XIP 一
起使用。使用 BEE 功能的 source image 必须是 XIP image。
流程图 中对该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下面对如何生成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在工具栏的 Boot type 中选择 XIP encrypted (BEE user keys) unsigned。
2. 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NOR flash 启动 image 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3. 单击 XIP encryption (BEE user keys)，打开 BEE user keys 窗口， 使用默认配置加
密整个 image 或者编辑 User keys data 为自定义密钥。此外，在这个窗口中可以配置
BEE 的其他参数（两个区域（引擎）、区域的用户密钥、FAC 保护区域范围、随机密
钥生成）。
4. 单击 Buil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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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成功生成。
下面对如何烧写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进入Write image界面。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Table 6。
勾选 Use built image。
选择芯片的生命周期为 HAB Closed。
通过配置相应的 GPIO 引脚来启用XIP加密（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Table 6 ）。
6. 单击 Write image 以烧写 image。
7. 在弹出框中有下列两个选项：
• OK –– 确认并烧写 image 和 fuses。
注意：fuses 只能烧写一次。烧写之后不可修改。
• Cancel –– 取消烧写 image 和 fuses。
1.
2.
3.
4.
5.

Figure 54. 烧写 fuses

如果 image 和 fuses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 Table 6），复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注意：第 5 步可以选择在 OTP 配置中直接烧写 Encrypted XIP fuses 进行使能。
7.2.3.6 启动 XIP 加密 (BEE user keys) 签名 image (RT10xx)
本节对使用用户密钥生成和烧写 XIP 加密 image 进行描述。image 生成分为两步。首先，
生成签名 bootable image。然后对该签名 image 进行加密，以便与启用加密的 XIP 一起使
用。使用 BEE 功能的 source image 必须是 XIP image。
流程图中对该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下面对如何生成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2.
3.
4.

在工具栏的 Boot type 中选择 XIP encrypted (BEE user keys) authenticated。
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NOR flash 启动 image 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在 Use the following keys 中选择任意一个密钥。例如，SRK1: IMG1_1+CSF1_1。
单击 XIP encryption (BEE user keys)，打开 BEE user keys 窗口， 使用默认配置加
密整个 image 或者编辑 User keys data 为自定义密钥。此外，在这个窗口中可以配置
BEE 的其他参数（两个区域（引擎）、区域的用户密钥、FAC 保护区域范围、随机密
钥生成）。
5. 单击 Build image。
6.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成功生成。
下面对如何烧写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进入 Write image 界面。
2.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Tab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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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勾选 Use built image。
4. 勾选 Enable security。
5. 通过设置相应的 GPIO 引脚来启用 XIP 加密（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Table 6）。
6. 单击 Write image。
7. 在弹出框中有下列两个选项：
• OK –– 确认并烧写 image 和 fuses。
注意：fuses 只能烧写一次。烧写之后该芯片只能运行签名 image。
• Cancel –– 取消烧写 image 和 fuses。

Figure 55. 烧写 fuses

如果 image 和 fuses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Table 6），复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注意：第 5 步可以选择在 OTP 配置中直接烧写 Encrypted XIP fuses 进行使能。
7.2.3.7 启动 XIP 加密 (OTFAD OTPMK) 签名 image (RT10xx)
本节对使用 OTP 主密钥生成和烧写 XIP 加密 image 进行描述。首先生成签名 image，然
后在烧写时实时加密。使用 OTFAD 功能的 source image 必须是 XIP image。
流程图 中对该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下面对如何生成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2.
3.
4.

在工具栏的 Boot type 中选择 XIP encrypted (OTFAD OTPMK) authenticated。
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NOR flash 启动 image 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在 Use the following keys 中选择任意一个密钥，例如 SRK1: IMG1_1+CSF1_1。
单击 XIP encryption (OTFAD OTPMK)，打开 OTFAD OTPMK 窗口，使用默认配置加密
整个 image 或者在自定义配置保护区域范围。
5. 单击 Build image。
6.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成功生成。
下面对如何烧写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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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Write image 界面。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Table 6。
勾选 Use built image。
选择芯片的生命周期为 HAB Closed。
单击 Write image。
在弹出框中有下列两个选项：
• OK –– 确认并烧写 image 和 fuses。
注意：fuses 只能烧写一次。烧写之后芯片只能运行签名 image。
• Cancel –– 取消烧写 image 和 f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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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6. 烧写 fuses

如果 image 和 fuses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 Table 6），复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7.2.3.8 使用用户密钥启动 OTFAD 加密未签名 image
本节对使用用户密钥生成和烧写 OTFAD 加密 image 进行描述。
有关该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Figure 62 和 Figure 72。
下面对如何生成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对于 RT11xx 芯片，在工具栏的 Boot type 中选择 Encrypted (OTFAD) unsigned。对
于 RT10xx 芯片，选择 XIP encrypted (OTFAD user keys) unsigned。
2. 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NOR flash 启动 image 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3. 单击 OTFAD encryption，打开 XIP encryption (OTFAD user keys) OTFAD 配置窗
口。该窗口可以设置随机密钥，也可以配置 OTFAD regions (contexts)，KEK source
(OTP or KeyStore)，KEK，Key scramble，user keys for regions，regions ranges 和
random key generation 等功能。
4. 打开 OTP configuration 窗口，检查并修改错误配置。
5. 单击 Build image 生成 image。
6.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成功生成。
下面对如何烧写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进入 Write image 界面。
2.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Table 6。
3. 如果 OTFAD KEK 已经配置到 KeyStore 中，请复位开发板。必须确保 KeyStore 成功
注册。
4. 勾选 Use built image。
5. 通过配置相应的 GPIO 引脚来启用 XIP 加密（RT11xx）（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Table 6）。
6. 单击 Write image。
7. 在弹出框中有下列两个选项：
• OK –– 确认并烧写 image 和 fuses。
注意：fuses 只能烧写一次。烧写之后不可修改。
• Cancel –– 取消烧写 image 和 f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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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7. 烧写 fuses

如果 image 和 fuses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Table 6），复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注意：第 6 步可以选择在 OTP 配置中直接烧写 ENCRYPT_XIP_EN fuse 进行使能
（RT11xx）。
7.2.3.9 使用用户密钥启动 OTFAD 加密签名 image
本节对生成和烧写 OTFAD 加密 image 进行描述。image 生成分为两步。首先，生成签名
bootable image。然后对该签名 image 进行加密，以便与 OTFAD 一起使用。使用 OTFAD
功能的 source image 必须是 XIP image。
有关该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Figure 62 和 Figure 72。
下面对如何生成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对于 RT11xx 芯片，在工具栏的 Boot type 中选择 Encrypted (OTFAD)
authenticated。对于 RT10xx 芯片，选择 XIP encrypted (OTFAD user keys)
authenticated。
2. Ensure you have keys generated in the PKI management view.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PKI management.
3. 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NOR flash 启动 image 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确保
已经在 PKI management 界面生成密钥。如何生成密钥，请参考 PKI 管理。
4. 在 Use the following keys 中选择任意一个密钥，例如 SRK1: IMG1_1+CSF1_1。
5. 单击 OTFAD encryption，打开 XIP encryption (OTFAD user keys) OTFAD 配置窗
口。该窗口可以设置随机密钥，也可以配置 OTFAD regions (contexts)，KEK source
(OTP or KeyStore)，KEK，Key scramble，user keys for regions，regions ranges 和
random key generation 等功能。
6. 打开 OTP configuration 窗口，检查并修改错误配置。
7. 单击 Build image。
8.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成功生成。
下面对如何烧写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进入 Write image 界面。
2.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Table 6。
3. 如果 OTFAD KEK 已经配置到 KeyStore 中，请复位开发板。必须确保 KeyStore 成功
注册。
4. 勾选 Use built image。
5. 勾选生命周期为 HAB Closed。
6. 通过配置相应的GPIO引脚来启用 XIP 加密（RT11xx）（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Table 6 ）。
7. 单击 Write image。
8. 在弹出框中有下列两个选项：
• OK –– 确认并烧写 image 和 f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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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fuses 只能烧写一次。烧写之后芯片只能运行签名 image。
• Cancel –– 取消烧写 image 和 fuses。

Figure 58. 烧写 fuses

如果 image 和 fuses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Table 6），复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注意：第 6 步可以选择在 OTP 配置中直接烧写 ENCRYPT_XIP_EN fuse 进行使能
（RT11xx）。
7.2.3.10 启动 IEE 加密未签名 image (RT11xx)
本节对生成和烧写 IEE 加密 image 进行描述。首先生成未签名 bootable image，然后将此
未签名 image 使用 IEE 加密。使用 IEE 功能的 source image 必须是 XIP image。
流程图 中对该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下面对如何生成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在工具栏的 Boot type 中选择 Encrypted (IEE) unsigned。
2. 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NOR flash 启动 image 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3. 单击 IEE encryption，打开 IEE Configuration 窗口，生成随机密钥。该窗口允许配置
IEE regions (contexts)，KEK，AES encryption mode，user keys for regions，regions
ranges 和 random key generation 等功能。
4. 打开 OTP configuration 窗口，检查并修改错误配置。
5. 单击 Build image。
6.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成功生成。
下面对如何烧写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2.
3.
4.
5.

进入 Write image 界面。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Table 6。
复位开发板，必须确保 KeyStore 成功注册。
勾选 Use built image。
通过配置相应的 GPIO 引脚来启用 XIP 加密。（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Table 6 ）。
6. 单击 Write image。
7. 在弹出框中有下列两个选项：
• OK –– 确认并烧写 image 和 fuses。
注意：fuses 只能烧写一次。烧写之后不可修改。
• Cancel –– 取消烧写 image 和 f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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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9. 烧写 fuses

如果 image 和 fuses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Table 6），复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注意：第 5 步可以选择在 OTP 配置中直接烧写ENCRYPT_XIP_EN fuse 进行使能。
7.2.3.11 启动 IEE 加密签名image (RT11xx)
本节对生成和烧写 IEE 加密 image 进行描述。首先生成未签名 bootable image，然后将此
未签名 image 使用 IEE 加密。使用 IEE 功能的 source image 必须是 XIP image。
流程图 中对该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下面对如何生成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2.
3.
4.
5.

在工具栏的 Boot type 中选择 Encrypted (IEE) authenticated。
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NOR flash 启动 image 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确保已经在 PKI management 界面生成密钥。关于如何生成密钥，请参见 PKI 管理。
在 Use the following keys 中选择任意一个密钥，例如 SRK1: IMG1_1+CSF1_1。
单击 IEE encryption，打开 IEE Configuration 窗口，生成随机密钥。该窗口允许配置
IEE regions (contexts)，KEK，AES encryption mode，user keys for regions，regions
ranges 和 random key generation 等功能。
6. 打开 OTP configuration 窗口，检查并修改错误配置。
7. 单击 Build image。
8.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成功生成。
下面对如何烧写 image 进行详细描述：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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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Write image 界面。
将开发板设置为串口下载模式。有关启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Table 6。
复位开发板，必须确保 KeyStore 成功注册。
勾选 Use built image。
勾选生命周期为 HAB Closed。
通过配置相应的 GPIO 引脚来启用XIP加密（参考Table 6 ）。
单击 Write image。
在弹出框中有下列两个选项：
• OK –– 确认并烧写 image 和 fuses。
注意：fuses 只能烧写一次。烧写之后不可修改。
• Cancel –– 取消烧写 image 和 f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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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0. 烧写 fuses

如果 image 和 fuses 烧写成功，切换启动模式与 image 配置相匹配（参考Table 6），复
位开发板后即可成功启动 image。
注意：第 6 步可以选择在 OTP 配置中直接烧写 ENCRYPT_XIP_EN fuse 进行使能。

7.2.4 创建或自定义 DCD 文件
推荐使用 MCUXpresso Config Tools 或 MCUXpresso IDE 创建 DCD 文件。
1. 在上述两个工具中打开任意芯片工程。
2. 在 File > Import > MCUXpresso Config Tools > Import Source 中添加 SDK 文件中自
带的 DCD 配置文件。
3. 使用 SDK 例程包中的 boards\evkmimxrt10##\xip\evkmimxrt10##_sdram_ini_dcd.c 文
件。
4. 在 Menu bar > Config Tools > Device Configuration 中使用设备配置工具。
5. 在工具栏的 DCD view 中，切换 Output Format 为 binary。
6. 进入 Code Preview 界面，然后在工具栏点击 Export，填写 DCD 文件生成目标文件夹
路径。
注意：详细信息请参考 Device Configuration 相关文档。

7.2.5 流程图 (RT10xx)
下列流程图按顺序展示了 RT10xx 芯片的生成和配置镜像过程。重点描述了输入、输出和
临时文件在工作空间的位置。

Figure 61. 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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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1 未签名

Figure 62. RT10xx 未签名

7.2.5.2 签名 (HAB)

Figure 63. RT10xx 签名（H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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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3 加密 (HAB)

Figure 64. RT10xx 加密（HAB）

7.2.5.4 XIP 加密 (BEE OTMPK) 签名

Figure 65. RT10xx XIP 加密（BEE OTP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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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5 XIP 加密 (BEE user keys) 未签名

Figure 66. RT10xx XIP 加密（BEE User Key）未签名

7.2.5.6 XIP 加密 (BEE user keys) 签名

Figure 67. RT10xx XIP 加密（BEE User Key）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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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7 RT10xx: XIP 加密 (OTFAD OTMPK) 签名

Figure 68. RT10xx: XIP 加密（OTFAD OTMPK）签名

7.2.5.8 XIP 加密 (OTFAD user key) 未签名

Figure 69. RT10xx XIP 加密（OTFAD User Key）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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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9 签名 XIP 加密 (OTFAD user key) 签名

Figure 70. RT10xx XIP 加密（OTFAD User Key）签名

7.2.6 流程图 (RT11xx)
下列流程图按顺序展示了 RT11xx 芯片的生成和配置镜像过程。重点描述了输入、输出和
临时文件在 workspace 的位置。

Figure 71. 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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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1 未签名

Figure 72. RT11xx 未签名

7.2.6.2 签名 (HAB)

Figure 73. RT11xx 签名（H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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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3 加密 (HAB)

Figure 74. RT11xx 加密（HAB）

7.2.6.4 加密 (OTFAD) 未签名

Figure 75. RT11xx 加密（OTFAD）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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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5 加密 (OTFAD) 签名

Figure 76. RT11xx 加密（OTFAD）签名

7.2.6.6 加密 (IEE) 未签名

Figure 77. RT11xx 加密（IEE）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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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7 加密（IEE）签名

Figure 78. RT11xx 加密（IEE）签名

7.3 LPC55Sxx/LPC55xx/LPC553x 设备工作流程
7.3.1 准备源 image 文件
在此步骤中，必须选择将要执行 image 的目标存储器。以下选项可用于 LPC55Sxx 设
备：
• 从内部 flash 中执行 image
LPC55Sxx/LPC55xx 系列仅支持此种启动方式。 直接在内部 flash 中执行 image。
• 从外部 flash 中执行 image（仅支持 LPC553x）
7.3.1.1 从内部 flash 执行的 image
• MCUXpresso IDE
1.
2.
3.
4.

构建编译工程。
打开 debug 文件夹。
右键点击命名为 <your.project>.axf 的文件。
选择 Binary Utilities > Create binary。

• IAR
1. 打开 Project > Options > Output Converter，选中 Generate additional output 并选择
Raw binary output format。
2. 构建编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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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9. IAR 选项

您将找到构建生成的 image 文件 boards\lpc55s##\demo_apps\led_blinky\iar\led_blinky
\led_blinky.bin。
• Keil MDK 5
1. 打开 Project > Options > User > After Build/Rebuild，选中 Run #1。
2. 在 User Command 框内中输入下列命令（下列命令中的 myprog 是可执行文件的工程
名称）： C:\Keil\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utput=myprog.bin myprog.axf
3. 构建编译 image。
您将找到构建生成的 image 文件 boards\lpc55s##\demo_apps\led_blinky\mdk\led_blinky
\led_blinky.bin。

7.3.2 连接开发板
本节将介绍如何配置以下 LPC5Sxx 评估板并将其连接到 SEC：
•
•
•
•
•
•
•
•

LPCxpresso55S69
LPCxpresso55S66
LPCxpresso55S28
LPCxpresso55S26
LPCxpresso55S16
LPCxpresso55S14
LPCxpresso55S06
LPCxpresso55S04

假设 SEC 工具已经打开运行，并已为 LPC 设备创建 workspace。有关信息和操作方法，
请参见 设置安全配置工具。
1. 如果选择使用串口通信，请将 USB 线插入 P6 接口。如果选择使用 USB 通信，请将
USB 线插入 P9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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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住 ISP 按键并复位，以进入 ISP 模式。
3. 确保在 Toolbar 中将 boot 类型选为 Unsigned。
4. 在 Connection 对话框，根据选择的通信方式，将连接设置为 USB 或 UART ，并测试
工具和处理器的连接。

7.3.3 启动 image
本节将描述介绍 image 的构建和生成。
7.3.3.1 安全等级
SEC 支持以下安全等级：
无签名启动类型

默认的处理器配置不提供任何安全性。建议从无签名启动
类型开始，以确保处理器可以正确执行可启动 image。无
签名启动类型仅用于开发过程。

签名或加密启动类型 - 非密封

签名或加密启动类型 - 密封

非密封启动类型同样被设计为在开发阶段使用，以确保选
定的启动类型可以正常工作。KeyStore，CFPA 和 CMPA
被写入芯片中。CMPA 并未被密封锁死，可以被更新或擦
除。
建议在生产阶段将 CMPA 密封。在 Write image 视图中
选择 Deployment 生命周期来密封 CMPA。一旦密封，它就
不能被更改或擦除。

7.3.3.2 启动明文 (Plain) 或者带有 CRC 的明文 image
本节将描述明文（plain）和带有 CRC 的明文 image 的构建和生成。
有关此过程的可视化流程，请参见 Figure 83。
1. 在 Toolbar中，设置 Boot Type 为 Plain 或 Plain with CRC。
2. 对于 Source executable image，使用从 准备源 image 文件 生成的 image 作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3. 如果是二进制 image，请将起始地址设置为 0x0.
4. 单击 Build image。
5.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已成功生成。
成功构建 image 后，请执行以下操作：
1.
2.
3.
4.

确保开发板已进入 ISP 模式。
单击 Write image 视图。
确保 Use built image 已被选择。
单击 Write image。

如果写入操作执行成功，请复位开发板。
7.3.3.3 启动签名或 PRINCE 加密 image
本节将描述认证或 PRINCE 加密 image 的构建和生成。 本步骤需要在 PKI management
视图进行密钥生成。 对于更多关于密钥生成的信息，请参考 生成密钥.
对于此过程的可视化流程，请参看 签名 和 PRINCE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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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些密钥也被用于 PRINCE encrypted with CRC 启动类型， 因为使用 SB 包裹更
新可启动 image 时，image 必须要被签名。
1. 在 Toolbar 中，设置 Boot type 为 Signed，Encrypted (PRINCE) with CRC，或
Encrypted (PRINCE) and signed。
2. 在 Build image 视图，使用从 准备源 image 文件 生成的 image 作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3. 对于 Use the following keys，选择一个密钥链（key chain），例如，ROT1:
IMG1_1_1。
4. 打开 PRINCE 配置，并检查 PRINCE 配置 。根据 bootable image 的大小设置
PRINCE 区域的大小。
5. 单击 Build image。
6. 检查 bootable image 是否被成功构建。
要写入 imag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2.
3.
4.

单击 Write image 视图。
确保板子已连接且进入 ISP 模式（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连接开发板）。
确保 Use built image 已被选择。
单击 Write image。
如果写入操作执行成功，复位开发板。
一旦 image 可以成功地在芯片中执行， 选择 Deployment 生命周期，以使用 CMPA 的
sha256 摘要永久地密封芯片。 如果这个选项是未选中状态，则可以重新配置安全属
性。选中复选框后，再次单击 Write image 并确认以下消息框：

Figure 80. 确认写入

如果写入操作执行成功，请复位开发板。
7.3.3.4 KeyStore
SEC 在 LPC55Sxx 设备的生命周期中，仅进行一次 key store 的初始化。此后，不支持更
改 SBKEK key。
单击 Test 按钮，Connection 对话框将报告设备的 key store enrollment 状态。

Figure 81. Key store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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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更新 KeyStore，可以擦除它，但是推荐同时也擦除 CFPA page，因为在 CFPA
中的 PRINCE IV 区域也依赖于 KeyStore。如果注册（enroll）KeyStore 但是尝试使用之
前的 IV 区域，芯片将不会启动。
7.3.3.4.1

如何擦除 key store（以 LPC55S69 为例）

bin/tools/blhost/win/blhost -u 0x1FC9,0x0021 -j -- set-property 29 1
bin/tools/blhost/win/blhost -u 0x1FC9,0x0021 -j -- write-memory 0x9E600 zero_1536.bin

zero_1536.bin 是一个内容全部为 0 的文件，并且文件的大小是 3*512 字节（byte）。
请牢记 tools/spsdk/blhost 不支持 set-property 命令。 必须使用旧版 blhost（bin/tools/
blhost）。
7.3.3.4.2 如何更新 CFPA（以 LPC55S69 为例）
1. cfpa.json 中的增量版本：建议从上一个已知版本中至少增加 0x10， 因为在 PRINCE
IV 更新时版本号也会被增加。
SEC 3.0 之后的默认版本值：
"VERSION": "0x0000_0002",

SEC 2.x 的默认版本值：
"VERSION": "0x0200_0000",

2. 执行下列命令将 CFPA 更新到芯片中：
bin/tools/spsdk/pfr generate -c cfpa.json -o cfpa.bin
bin/tools/spsdk/blhost -u 0x1FC9,0x0021 -j -- write-memory 0x0009DE00 cfpa.bin

7.3.4 流程图
以下流程图依次显示了 LPC55Sxx 设备的生成和处理过程，重点是输入、输出和临时文件
及其在 workspace 中的位置。

Figure 82. 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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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1 明文 (Plain) 和 CRC

Figure 83. LPC55(S)xx 明文（Plain）和 CRC 流程

Figure 84. LPC55(S)3x 明文（Plain）和 CRC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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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2 签名

Figure 85. LPC55Sxx 签名

7.3.4.3 PRINCE 加密

Figure 86. LPC55Sxx PRINCE 加密

7.3.5 调试身份认证 (Debug Authentication)
对于调试身份认证（Debug Authentication），需遵循 调试身份认证 (Debug
Authentication) 中描述的步骤。
注意：对于 LPC 系列, 在 CFPA 中的 DCFG_CC_SOCU_NS_PIN 和
DCFG_CC_SOCU_NS_DFLT 区域必须被设置。

7.4 RTxxx 设备工作流程
7.4.1 准备 source image 文件
在此步骤中，您必须选择 image 将要执行的目标存储器（target memory）设备。
目前唯一支持的启动设备是 NOR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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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启动类型适用于 RTxxx 处理器:
• Image 运行在外部 flash：XIP image（就地执行）
• Image 运行在内部 RAM：执行前将 image 从 FLASH 复制到 RAM。
推荐使用 gpio_led_output 示例进行验证，该 image 可正常运行。默认情况下，该示例仅
在按下用户按钮（user button）时触发 LED 闪烁，但可以轻松将其修改为一直闪烁。
7.4.1.1 Image 运行在外部 flash
gpio_led_output 示例默认链接到外部 flash。必须禁用 XIP 启动头, 它将会由 SEC 创
建。
• MCUXpresso IDE
1. 选择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C Compiler >
Preprocessor > Defined symbols，设置 BOOT_HEADER_ENABLE 为 0。
2. 生成 image 文件。
您将找到生成的名为 Debug\evkmimxrt685_gpio_led_output.axf 的 source image 文
件。它可以用作 SEC 中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文件的输入。
• Keil MDK
1. 在 Toolbar 中, 选择 gpio_output_flash_debug。
2. 在 Project > Options > "*C/C++*" 中，需要禁用 BOOT_HEADER_ENABLE 宏，即
设置 BOOT_HEADER_ENABLE=0。
3. 在 Project > Options > Output 中，选择 Create HEX file。
4. 仔细检查应用程序是否链接到 0x8001000。如果不是，必须将以下的修复应用于链接
器以解决此问题：

Figure 87. Keil MDK 解决方法

5. 生成 image 文件。
可以在以下路径找到输出的 image 文件 boards\evkmimxrt685\driver_examples\gpio
\led_output\mdk\flash_debug\gpio_led_output.out。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1. 在 Project > Edit Configurations … 中，选择 flash_debug。
2. 在 Project Options > C/C++ Compiler > Preprocessor > Defined Symbols 中，添加
或修改现有的 BOOT_HEADER_ENABLE，将其定义为 0。
3. 生成 image 文件。
可以在以下路径找到输出的 image 文件 boards\evkmimxrt###\driver_examples\gpio
\led_output\iar\flash_debug\gpio_led_output.out。
7.4.1.2 Image 运行在内部 RAM
• MCUXpresso IDE
1. 访问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C Compiler >
Preprocessor > Defined symbols，设置 BOOT_HEADER_ENABLE 为 0。
2. 选择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 Settings > MCU Linker >
Managed Linker Script，勾选 Link application to RAM。
3. 生成 image 文件。
可以在以下路径找到输出的image文件 Debug\evkmimxrt685_gpio_led_output.axf
的 source image 文件。它可以用作 SEC 中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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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il MDK
由于 MDK 的示例项目未内置到 RAM 中，因此您必须手动修改链接器文件。本文档尚未
记录如何配置该工具。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1. 在 Project > Edit Configurations …中，选择 debug。
2. 在 Project Options > C/C++ Compiler > Preprocessor > Defined Symbols中，添加
或修改现有的 BOOT_HEADER_ENABLE，将其定义为 0。
3. 生成 image 文件。
可以在以下路径找到输出的 image 文件 boards\evkmimxrt###\driver_examples\gpio
\led_output\iar\debug\gpio_led_output.out

7.4.2 连接开发板
本章节包含如何配置以下型号的评估板及如何将其连接到 SEC 的示例：
• MIMXRT595-EVK
• MIMXRT685-EVK
Table 8. RTxxx EVK 启动配置
ISP 模式

启动模式/设备

FlexSPI 启动

MIMXRT595-EVK

SW7[1:3]: 100 (UART)
SW7[1:3]: 101 (USB)

SW7[1:3]: 001

MIMXRT685-EVK

SW5[1:3]: 100

SW5[1:3]: 101

1. 将开发板切换至 ISP 模式并复位评估板。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上表。
2. 使用 USB 线将 J7 连接至 PC 机。
3. 请确保您已使用 workspace 启动 SEC。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设置安全配置工具。
4. 在 connection 对话框，将连接设置为 USB，测试连接。

7.4.3 启动 images
本章描述了明文和签名的 bootable images 的生成和写入过程。
7.4.3.1 启动明文 (plain)/带有 CRC 的明文 image
明文（plain）image 通常用于开发。建议在使用加密类型 image 之前先使用此启动类
型，以验证 executable image 是否正常工作。
有关明文和 CRC 流程，请参见 Figure 90。
要生成 bootable image 文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Toolbar 中，在 Boot type 中选择 Plain 或者 Plain with CRC。
2. 切换至 Build image 视图。
3. 选择在 准备 source image 文件 中构建的 image 作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如果
需要，打开 Dual image boot 并进行配置。如果已配置，打开 OTP configuration 并查
看所有报告的问题。fuseBOOT_CFG[3] 会在写入后被锁定，它只能被编程一次，因
此写入时必须整体修改。
4. 单击 Build image 以构建一个 bootable image。
成功生成 bootable image 后，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连接开发板，参阅 连接开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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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切换至 Write image 视图。
3. 确保 Use built image 复选框被选中。
4. 复位开发板。请注意，如果在没有复位开发板的情况下执行了两次脚本写入，则外部
存储器的配置可能会失败，除非 fuse 中 QSPI 复位管脚的位域没有被烧写。
5. 单击 Write image。
如果写操作成功，将启动模式切换到 FlexSPI boot（参阅 Table 8），复位开发板。
7.4.3.2 使用影子寄存器 (shadow register) 启动签名 image
本章节描述了签名认证 image 的生成和写入过程。
请参阅 签名 了解该过程的直观表示。
1. 在 Toolbar 中，设置 Boot type 为 Signed。
2. 在 Build image 视图，使用 准备 source image 文件 中生成的 image 作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3. 确保您在 PKI management 视图中生成了密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PKI 管
理。
4. 对于 Use the following keys，选择任意一个密钥，如 ROT1: IMG1_1。
5. 对于 Key source，选择 OTP 或者 KeyStore。KeyStore 代表更高的安全级别，因为它
使用了 PUF。关于其中的限制信息，请参见 Full security。
6. 生成随机 User key 和 SBKEK。
7. 如果需要, 打开 Dual image boot 并进行配置。
8. 打开 OTP configuration 并查看所有报告的问题。保险丝（fuses）BOOT_CFG[0] 和
BOOT_CFG[3] 会在写入后被锁定，它只能被编程一次，因此写入时必须整体修改。
9. 单击 Build image 并检查是否成功地生成了 bootable image。
要写入 imag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切换至 Write image 视图。
2. 确保开发板设置为串行启动加载程序（ISP）模式。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连接开
发板。
3. 确保 Use built image 复选框被勾选。
4. 复位开发板。这是必要的，因为：
• 影子寄存器不能被更新或写入两次，它们只能在一个“干净的”处理器上被设置。
• 如果 Fuses 中 QSPI 复位管脚的位域没有被烧写，则需要在每次配置前手动复位
flash。
5. 选择 Development 生命周期。
6. 单击 Write image。
在写操作期间，将执行以下步骤：
1. 检查保险丝（Fuses）以确保开发板处于非安全模式。
2. Simple application 被写入 RAM，application 会初始化影子寄存器（shadow
registers）。
3. 影子寄存器数据被写入 RAM，application 开始运行。
4. application 复位处理器。
5. 运行 write_image 脚本以配置外部 flash 并将 application 写入 flash。
7.4.3.3 使用影子寄存器 (shadow register) 启动 OTFAD 加密 image
本章节介绍加密 image 文件的生成和写入过程（OTFAD 加密）。
对于此过程的可视化流程，请参见 OT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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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Toolbar中，将 Boot Type 设置为 Encrypted (OTFAD) with CRC 或者 Encrypted
(OTFAD) signed。
2. 在 Build image 视图中, 使用 准备 image 中生成的 image 作为 Source executable
image。
3. 请确保您在 PKI management 视图中生成了密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PKI 管
理。
4. 对于 Use the following keys，选择任意一个密钥，如 ROT1: IMG1_1。
5. 对于 Key source，选择 OTP 或者 KeyStore。KeyStore 代表更高的安全级别，因为它
使用了 PUF。关于其中的限制信息，请参见 Full security。
6. 生成随机 User key 和 SBKEK。
7. 打开 OTFAD encryption 并设置随机密钥。
8. 如果需要，单击 Dual image boot 并进行配置。
9. 打开 OTP configuration 并解决所有报告的问题。Fuses BOOT_CFG[0] 和
BOOT_CFG[3] 会在写入后被锁定，它只能被编程一次，因此写入时必须整体修改。
10. 单击 Build image 并检查是否成功地生成了 bootable image。
要写入 imag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切换至 Write image 视图。
2. 确保开发板设置为串行启动加载程序（ISP）模式。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连接开
发板。
3. 确保 Use built image 复选框被勾选。
4. 复位开发板。这是必要的，因为：
• 影子寄存器不能被更新或写入两次，它们只能在一个“干净的”处理器上被设置。
• 如果 Fuses 中 QSPI 复位管脚的位域没有被烧写，则需要在每次配置前手动复位
flash。
5. 选择 Development 生命周期。
6. 单击 Write image。
在写操作期间，将执行以下步骤：
1. 检查 Fuses 以确保开发板处于非安全模式。
2. Simple application 被写入 RAM，application 会初始化影子寄存器（shadow
registers）。
3. 影子寄存器数据被写入 RAM，application 开始运行。
4. application 复位处理器。
5. SB 文件被应用到处理器上，过程中会执行以下动作：
• 配置外部 flash
• 擦除 flash（如果 KeyStore被使用，则可以保留该区域）
• 在 flash 起始处创建 FCB 块
• 写入加密 application
• 写入 OTFAD key blobs
注意：如果开发板未复位，则对 QSPI flash 的重复写入可能会失败。
7.4.3.4 启动签名/加密 image - 烧写 fuses
烧写 fuses 是不可逆的操作，只有在通过修改影子寄存器（shadow register）测试过
bootable image 之后才能够执行此操作。建议在烧写 fuses 之前安全备份所有密钥。启动
过程与 使用影子寄存器 (shadow register) 启动签名 image 中描述的基本相同，不同之处
在于写入操作 –– 在写入时必须选择 Deployment 生命周期。在写操作过程中，影子寄存
器不会被初始化，write image script 通过烧写 fuses 方式实现功能。GUI 将显示要烧写的
fuses 组列表的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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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关 fuses 修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OTP/PFR 配置。
7.4.3.5 Full security
要在 RTxxx 处理器上使能 full security，必须烧写 DCFG_CC_SOCU 和
DCFG_CC_SOCU_AP fuses。
默认情况下，SEC 不会设置去烧写这些 fuses 位域（即使选择了 Deployment 生命周
期），但可以在 OTP/PFR configuration 中对其进行配置。
请注意，一旦 DCFG_CC_SOCU 保险丝位被设置后，就不能再修改安全配置参数，并
且不允许使用 blhost 更改 key store。 如果使用 KeyStore，则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在
SEC 中更新 image：
• ISP 模式仍处于使能状态，且
• BOOT_CFG[1] fuses##QSPI_ISP_AUTO_PROBE_EN位被使能。
RT6xx 处理器不支持此功能特性，并且只能使用自定义启动加载程序（custom
bootloader）更新 image。
如果密钥存储在 OTP fuses 中，则没有任何应用限制。
注意：RT600 上的 OTFAD 加密不支持 KeyStore，因为在擦除 flash 期间，SB 文件不支持
备份和恢复 KeyStore。
要测试影子寄存器（shadow registers）中的 DCFG_CC_SOCU 配置，必须遵循以下步
骤：
• 在没有 DCFG_CC_SOCU 的情况下准备并测试 image（例如，所有 DCFG_CC_SOCU
必须为零）。
• 一旦 image 开始运行，FCB 配置有效且在 FLASH 中可用，请配置 DCFG_CC_SOCU。处理
器现在被设置为 full security，因此某些 blhost 操作不再可用。处理器只能通过 SB 文
件进行更新。
7.4.3.6 设备 HSM 配置 (Device HSM provisioning)
本节描述使用设备 HSM 加密的密钥 blob 来配置处理器，它可以将密钥（fuses 值）和
application bootable image 安全地传输到工厂。所有安全启动类型都支持设备 HSM：在
deployment生命周期中选择 Signed 和/或 OTFAD encrypted 类型。 可以从信任配置类
型选择对话框的工具栏中选择设备 HSM。
在设备HSM模式下，一些 fuses 由 trust provisioning firmware 配置。这些 fuses 必须被
配置，如果未指定所需的值，将显示错误（errors）。使用 MIMXRT686-EVK 评估板
将 fuses 加密到密钥 blob 中。在构建（build）操作期间，fuses values 被写入 RAM，然
后 trust provisioning firmware 会创建密钥 blob。使用 JLink 调试探针从处理器读取密钥
blob（使用 此链接 来安装 JLink 软件) .
要进行构建过程，请执行以下步骤:
1.
2.
3.
4.
5.
6.
7.
8.
MCUXSPT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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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具栏上，选择 Signed or Encrypted 启动类型。
在工具栏上，选择 Deployment 生命周期。
在工具栏上，选择 Device HSM 配置类型（provisioning type）。
在 OTP configuration 中, 必须指定设备 HSM 的所有 fuses；可以在应用程序 SB 文
件中烧写 additional fuses。
EVK 板必须使用 JLink 调试器固件（JLink debugger firmware）。
使用 J5 连接器（connector）连接 EVK 板。
打开 Connection 对话框，选择 UART 连接和测试；确保调试探头被正确检测到。
每次构建前断开并重新连接开发板，仅软件复位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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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执行构建操作。在构建期间，创建 bootable image 和 SB 文件，将 fuses 值写入处理
器 RAM，然后使用配置固件进行加密。此步骤不影响处理器的 fuses 值。
10. 在构建脚本之后，使用 JLink 调试探测读取加密密钥 blob。此操作仅在 GUI 中执行
（命令行不支持）。
注意：配置固件分布在受限数据包中，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首选项。
写操作
写操作与安全启动中使用的写脚本相同，都使用了同样的认证固件来解密 key blob，在烧
写 fuses 之后复位芯片。它使用 SB文件来安装 application image。如果启动设备由 fuse
选择，请确保启动设备为空，这样处理器复位后会进入 ISP 模式，可以烧录 application
image。
Manufacturing package
对于 manufacturing 操作，建议创建包含所需文件的 Manufacturing package。单击 Write
image 页面上的按钮 Create manufacturing package …。在对话框中：
• 查看 Manufacturing package 中包含的文件。
• 检查写入脚本参数，这些参数的格式与 量产工具 中使用的格式相同。
• 选择输出文件名。

Figure 88. 创建 manufacturing package 对话框

在工厂中，可以使用 main menu > File > Import Manufacturing Package…. 导入
Manufacturing package。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量产 workspace。
警告：在 manufacturing 时，USB 连接在 Mac 和 Linux 上不工作，因为处理器复位后 USB
路径会更改。

7.4.4 流程图
以下流程图依次显示了 RTxxx 设备的生成和处理过程，重点是输入、输出和临时文件及其
在 Workspace 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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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9. Legend

7.4.4.1 明文 (Plain) 和 CRC

Figure 90. RTxxx 明文（plain）和 CRC

7.4.4.2 签名

Figure 91. RTxxx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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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3 OTFAD

Figure 92. RTxxx OTFAD

7.4.4.4 设备 HSM

Figure 93. RTxxx 设备 HSM

7.4.5 调试身份认证 (Debug Authentication)
本节描述打开调试端口的过程。该工具提供调试验证协议（DAP），此协议作为现场技
术人员验证调试器（外部实体）的机制。在授予设备调试访问权限之前，调试验证协议
（DAP）具有产品制造商（OEM）批准的凭据。要使调试身份验证（DA）工作，必须设置
fuses DCFG_CC_SOCU、DCFG_C_C_SOCU_NS 和 DC FG_CC_SOCU_AP 位域。有关更多详细
信息，请参见设备用户手册调试子系统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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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4. 调试身份验证协议使用示例

要想打开调试端口，请执行以下步骤：
现场技术人员（Field Technician）需要：
1. 联系 OEM 以获取 ROT 的密钥类型和长度。OEM 通过指定 UUID 来决定是为具有相同
ROT 密钥的所有设备使用生成的证书，还是仅为一个设备使用生成的证书。
2. 在 SEC 工具中，为要使用的目标设备创建一个 workspace，并切换到 PKI
Management 视图。
3. 生成调试密钥，DA 密钥类型和长度必须与 ROT 密钥相同。
4. Create debug certificate request，指定 UUID 以限制调试证书（debug certificate）
的使用。如果 UUID 设置为零，它可以用于任何设备。
5. 发送证书请求（debug certificate）至 OEM。
6. OEM 发送证书后，选择 Open debug port。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连接的探针（支持
的探头是 pyocd, jlink 和 pemicro）。如果所选的类型包含多种探头，则必须从命令行
执行 nxpdebugmbox auth 命令， 因为需要选择探头。在这种情况下，SEC 工具将被
卡住。认证信标不会依赖于 OEM 提供的凭证信标。它不由调试身份验证协议解释，
而是传递给被调试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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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nxpdebugmbox CLI 工具可以在 <installation_dir>/tools/spsdk/ 文
件夹中找到。

Figure 95. 打开调试端口对话框

OEM 需要：
收到请求后，点击 Generate debug certificate。
默认情况下，证书生成至 <workspace>/debug_auth 文件
夹，debug_auth_cert.dc. A *.zip 创建了同名的文件夹，文件夹中包含了证书和 OEM
的.txt 文件注释（file note）。现场技术人员传递给 OEM 的注释（note）显示在注释
字段中（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Figure 96）。
• SoC –– DCFG_CC_SOCU 的掩码值控制使用身份验证协议访问哪些调试域。
• 供应商专用（Vendor usage） –– 该字段可用于定义特定于供应商的调试策略。字段用例
可以是调试凭证（Debug Credential，DC）证书吊销、部门标识符或模型标识符。
• 凭证信标（Credential beacon） –– DAP 不会解释该值，它被传递给应用程序。该值独
立于端口打开时现场技术人员提供的认证信标。
• Note –– 一个字段，OEM 可以通过它描述关于生成证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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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6. 根据证书请求生成调试证书

7.5 信任配置 (Trust provisioning) 工作流程
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允许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原始设
备制造商）与第三方签订产品制造合同，为其提供生产所需的固件配置，而无需第三方获
取 OEM 的机密资产（如应用程序的固件和密钥）。

Figure 97. 上层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工作流程

上层工作流程介绍：
1. OEM 开发应用程序固件（以 sb 文件格式封装）。OEM 生成密钥并使用密钥和其他资
产配置智能卡（Smart Card）。OEM 使用应用程序固件，创建制造所需的文件包。
2. OEM 将智能卡（Smart Card）和制造所需的文件包发给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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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工厂中，固件被烧写到闪存中，每个设备的信息都会被记录到审核日志中。
4. 工厂将审核日志发送给 OEM。
5. OEM 检查审核日志的有效性和制造的设备数量，可以选择提取证书并将其上载到云。
功能：
•
•
•
•
•

应用程序固件被 OEM 密钥加密。
使用智能卡（Smart Card）保护 OEM 密钥。
智能（Smart Card）包含产量计数器，因此 OEM 可以控制产品生产的数量。
简单的制造对话框，允许同时并行生产多个设备。
审查日志使用 SQL-lite DB 格式进行存储。

• 根据需要，每个产品最多可以生成 4 个设备身份证书。
• 有关支持的处理器，请参见 Table 1。

7.5.1 OEM 特定的准备工作
开始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之前，需要：
• 智能卡（Smart Card） –– 卡片可以从 NXP 网站订购：http://nxp.com。
• 支持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的处理器。
• 应用程序固件 –– 使用安全启动（身份验证或加密）的方式构建可启动应用程序。 应用
程序必须在 镜像生成（Build image） 视图中生成。必须指定 SBKEK。
• 在工具栏中配置安全生命周期。
• 在 镜像生成（Build image） 视图中有效的 PFR 配置。CFPA 版本必须高于当前处理器中
的 CFPA 版本（建议至少加 10），否则无法更新 CFPA。
• 生成审核日志密钥，和可选的证书签名密钥。
这些密钥可以从外部提供，也可以在 PKI 管理（PKI management） 视图中创建（请参考
PKI 管理）。
• 资产配置固件。
固件由 SEC 工具产生；然而，对于某些处理器，部分固件作为受限数据提供。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见 首选项 。
• 也可以选择为物联网设备配置设备标识。有关该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设备身份和云
服务提供商注册。

7.5.2 OEM 智能卡 (Smart Card) 配置
完成所有输入后，启用工具栏上的智能卡（Smart Card）。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智能卡
（Smart Card），然后单击测试连接（Test connection）按钮以确保工具可以识别智能卡
（Smart Card）并建立通信。
启用智能卡后，智能卡管理（Smart Card management） 视图将变为可用。可以在 PKI 管
理（PKI management）视图中生成信任配置密钥（证书签名密钥和生产审核日志密钥）。
查看并配置智能卡配置中的所有项目。（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智能卡管理）。 然
后单击 准备智能卡（Prepare Smart Card） 按钮。
注意：在启用智能卡之前，无法生成证书签名密钥和审核日志密钥。
出于开发目的，您不需要立即密封锁死（seal）智能卡。未密封锁死的智能卡可以重新配
置。建议在密封锁死智能卡之前对其进行测试。
SBKEK 和 PFR 配置也存储在智能卡上，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发生更改，请重新配置智能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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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测试 OEM 配置
这部分描述了如何在 OEM 端验证信任配置。此步骤是可选的；然而，确保信任配置适用
于您的设置是一种良好的做法。
• 使用全新的空处理器。
– 如果使用以前用过的处理器，请确保没有烧写过保险丝（fuse），并且处理器仍
处于开发生命周期中。使用 PFR 配置（PFR configuration）对话框中的 清除
CMPA（Clear CMPA）按钮清除 CMPA。确保正在配置的 CFPA 的版本高于处理器中当前
使用的 CFPA 的版本。
• 从 主菜单（Main menu）> 工具（Tools）> 制造工具（Manufacturing Tool）打开制造对
话框，并确认重新生成信任配置脚本。选择 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操作，使
用信任配置命令的默认参数。
• 确保已正确选择 智能卡（Smart Card），并单击 测试连接（Test connection）按钮以检
查是否可以与智能卡建立通信，以及智能卡的生产限制是否为非零值。确保已选择应用
程序固件、配置固件和审核日志。对于某些处理器（LPC55S69），可能有两个不同版本
的配置固件，具体取决于芯片版本。在这种情况下，默认未选择配置固件，而是通过 测
试连接（Test connection）自动检测。
• 启动处理器并使其进入 ISP 模式，并通过串行接口（尚不支持其他类型的连接方式）将
其连接到计算机。
• 单击 自动检测（Auto detect）按钮更新已连接设备列表中的已连接电路板。
• 如果列出了相应的串行端口，请确保其已被启用， 并且所有其他串行端口均已被禁用，
然后单击 测试连接（Test connection) 按钮， 以确保工具可以与目标处理器建立通信。
• 单击 开始（Start）按钮，以启动信任配置操作。
注意：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操作，每个处理器只能执行一次。
操作过程包括两个阶段：
– 初始化阶段：将配置固件和资产下载到处理器中。
– 应用程序阶段：将自定义应用程序固件下载到处理器中。
第一阶段对于对话框中启用的每个已连接的处理器顺序执行。第二阶段将并行执行。

7.5.4 为工厂准备最终数据
在 智能卡管理（Smart Card management）视图中，转到 制造包（Manufacturing
package）部分，然后单击 创建包（Create package）按钮。选择 ZIP 文件的文件名并保
存。
制造包（Manufacturing package）包括：
• 资产配置固件，包括许可证和软件内容注册（这些文件是特定于处理器的，因此随附文
件可能因设备而异）。
• 以 SB 格式封装加密的应用程序固件。
再次单击 准备智能卡（Prepare Smart Card） 按钮并确认密封锁死（seal）。在发货前，
对所有卡片执行此步骤。
然后将智能卡和制造包 ZIP 文件发送到工厂。
此外，还建议将包括所有密钥在内的完整配置备份到安全的位置，例如，备份 workspace
和 workspace 外的所有已用文件。

7.5.5 工厂: 制造过程
关于导入制造包的细节，请参阅 量产 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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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操作成功执行后，制造工具（Manufacturing Tool）界面会打开，如下图所
示。Workspace 处于 Manufacturing 模式，制造工具显示仅使能了 trust provisioning 操
作，不允许进行其他操作，例如 Building 或 Writing the image。

Figure 98. 生产工具

trust provisioning 命令使用默认参数。
将智能卡插入计算机（如果您有内置读卡器）或连接外部智能卡读卡器。要查找已连接的
智能卡，请单击 Detect 按钮。要检查是否可以建立与卡的通信，请单击 Test Connection
按钮。
选择审核日志文件，它是在固件配置期间创建的。不允许对多个智能卡使用一个日志文
件。建议每个智能卡使用一个日志文件。
调整波特率，默认值为115200；但是，它可以成功测试高达 1000000 的波特率。
生产（production）步骤：
1. 通过串行线连接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然后点击 Autodetect 按钮以检测串行端口名称。
如果该工具检测到任何与处理器不匹配的串行设备，请禁用该设备。然后点击下方的
Test connection，检查与所有启用的处理器的连接，确保测试通过。对于 LPC55S69，
有两个版本的配置固件用于不同的硅版本。Test connection 按钮提供对芯片版本和固
件分配的检测。
2. 要开始 信任配置（trust provisioning）操作，请单击 Start 按钮。等待所有操作完
成。
3. 继续步骤 1操作。
制造工具窗口的底部会显示成功配置的设备数量。每个智能卡都包含一个生产限制数字，
不允许配置超过限制数字的设备。 达到限制后，必须将智能卡送回至 OEM，并且必须使用
新的智能卡。注意该数字，是否对话框只统计成功完成的任务，不包括失败的任务（取决
于失败的类型，失败的任务是否影响生产限制）。测试连接成功后，可以从 Connection
log 中读取智能卡生产限制的真实值。
生产（production）完成后，点击 Export logs 按钮，将日志导出到审计日志包中，并发
送给 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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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任配置操作失败，则下一次尝试能否成功取决于设备的状态。建议在重复操作之前
复位设备。

7.5.6 OEM 端审核日志验证
审核日志包中包含：
• 审核日志，SQL lite DB，用于验证和存储证书
• 来自生产制造过程的日志，文本文件
要验证审核日志包，请打开 Smart Card management 视图并确保选择了相应的
Production audit log key。
如果审核日志包含设备身份标识，您可以选择导出为每个设备生成的证书。在这种情况
下，配置相应的参数（详见下一章）。
点击 Verify audit logs 按钮，选择接收到的审计日志 ZIP 包的路径。 验证完成后，在 LOG
视图中可找到详细结果。

7.5.7 设备身份和云服务提供商注册
物联网应用依赖云提供的服务来运行；因此，云服务必须能够根据已知的可信来源验证设
备身份。OEM 可以通过预先注册所有设备唯一证书（如果可用）或通过注册单个 CA 来准
备云基础架构，所有设备在连接时都会根据该 CA 进行验证。在后一种情况下，基础设施
会去验证设备唯一证书是否已由用户指定的 CA 签名并自动注册设备。
7.5.7.1 配置设备标识
Secure Provisioning Tool 中的信任配置功能补充了即时供应流程。Device Identity
Configuration 窗口需要 OEM CA 证书作为 Issuer 视图中的输入，以及 X.509 属性列表，
这些属性定义了唯一设备证书必须包含的内容以及它们必须位于何处。 在生产制造过程
中，设备唯一证书由 CA 以安全方式在智能卡中生成和签名。它们可以安装在所需的位
置，以便在与云交互时使用。证书以 X.509 格式生成，并在设备配置期间记录到审核日志
中。从审计日志中提取后，它们可以直接在云中使用。
在 Smart Card management 视图中，进入 Smart Card configuration 部分，使能 Device
identity 并点击 Device identity configuration... 按钮。
• 在配置对话框中，指定在配置期间要生成的设备身份私钥/公钥对的数量。
• 指定生成证书的有效时间（duration）。
• 在 Certificate addresses 部分中，指定将在目标处理器的设备 NVM 内存中放置相应证
书的地址。
• 在 Subject 视图的 Certificate fields 部分中，您可以选择为设备身份证书配置 X.509 属
性。 在 Issuer视图中，从 CA 证书导入设备身份证书签名密钥的属性或手动编辑属性。
在 Smart Card configuration 部分中，指定用于对生成的设备证书进行签名的证书签名密
钥。
7.5.7.2 从审核日志包中提取证书
在审核日志验证期间，可以选择提取设备证书。恩智浦身份证书是在验证配置发生在真正
的恩智浦设备上的过程中生成的。典型使用方法不需要使用它们；例如，可以使用上文所
述的设备身份标识证书向云服务提供商注册设备。
您可以使用 Extract certificates 复选框来使能该功能。选择是仅提取设备证书还是同时
提取 NXP 身份证书；设备身份证书的格式是可选的，而恩智浦身份证书始终为二进制形
式。指定目标目录，必须始终选择空目录或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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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3 部署证书 (Deploy certificates)
在配置的设备可以与物联网云服务交互之前，CA 应该向云提供商注册。该程序因供应商而
异。可以在下方找到一些有用的资源：
1. 亚马逊网络服务物联网：
•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latest/developerguide/iot-provision.html
•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latest/developerguide/jit-provisioning.html
•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latest/developerguide/register-device-cert.html
2. 微软物联网中心：
•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iot-hub/iot-hub-x509ca-concept
•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iot-hub/iot-hub-x509ca-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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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命令行使用步骤
SEC 工具还提供命令行操作界面，支持在自动化环境中集成或自定义 image 生成和烧写
流程。生成 image、烧写 image、验证、生成密钥或检测 USB 设备等操作需要使用特定命
令。
执行以下指令获取全部命令描述。
c:/nxp/MCUX_Provi_v4.1/bin/securep.exe -h
执行以下指令获取特定命令帮助。
c:/nxp/MCUX_Provi_v4.1/bin/securep.exe <command> -h
注意：文件夹位置以 SEC 工具安装位置为准。

8.1 生成 image
build 命令支持 生成 image 中所描述的操作。

8.1.1 生成 image 参数
下面对 build 指令参数进行介绍。
Table 9. 生成参数描述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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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h, --help

显示帮助信息，然后退出。

--source-image SOURCE_IMAGE

输入创建 bootable image 所用的 source image。

--start-address START_ADDRESS

输入 source image 程序起始地址。只有二进制
source image 需要使用该参数。

image-version IMAGE_VERSION

双 image 启动版本。可以设置为 4 字节，例如 0x
FFFE0001（低位 2 字节为真实版本号，高位 2 字节
为低位 2 字节的取反值）。也可以设置为 2 字节的
真实版本号。该参数仅适用于 RTxxx 芯片。

--target-image TARGET_IMAGE

生成 bootable image 的目标路径。

--secret-key-type {AES-128, AES-192,
AES-256}

HAB 加密算法，不同芯片默认算法不同。

--img-cert IMG_CERT

用于对 image 进行签名的公共 IMG 密钥文件路径。
建议将该命令与已初始化密钥管理的 workspace 一
起使用。如果未在 workspace 设置指定密钥，则会
通过该命令进行导入。

--csf-cert CSF_CERT

用于对 image 进行签名的公共 CSF 密钥文件路径。
如果未指定，则根据 HAB4 PKI 树命名约定从 imgcert 路径名派生。

--dcd DCD

DCD 二进制文件路径。

--xip-enc-otpmk-config XIP_ENC_OTPMK_
CONFIG

带有 OTPMK 配置的 XIP 加密的 JSON 文件。参
数文件的路径为 schema/xip_enc_otpmk_schema_
v?.json。参数仅适用于 XIP 加密（BEE OTPMK）和
XIP 加密（OTFAD OTPMK）引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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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生成参数描述...continued
参数

描述

--bee-user-keys-config BEE_USER_KEYS_ 带有 BEE 配置的 JSON 文件。 参数文件的路径为
CONFIG
schema/bee_image_encryption_schema_v2.json。
该参数仅适用于加密的 XIP（BEE 用户密钥）引导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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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fad-config OTFAD_CONFIG

带有 OTFAD 配置的 JSON 文件。参数文件的路
径为 schema/otfad_image_encryption_schema_
v?.json。该参数仅适用于 OTFAD 加密启动类型。

--iee-config IEE_CONFIG

带有 IEE 配置的 JSON 文件。参数文件的路径为
schema/iee_image_encryption_schema_v?.json。
该参数仅适用于 IEE 加密启动类型。

-v, --verbose

增加输出信息。

--device name of the selected processor

目标芯片

--boot-type VALUE

安全启动类型。运行 securep --help 以查看所有支持
的引导类型。

--life-cycle VALUE

输入芯片的生命周期状态，open_develop、closed_
deploy_infield 或 infield_locked 。

--trust-provi {disabled, smart_card, device_
hsm}

配置信任域。

--script-only

仅生成脚本，不启动。

-w WORKSPACE, --workspace WORKSPA
CE

工作空间位置。
注意：Workspace 中的设置都会自动加载。 所有命
令行参数都可用于覆盖加载的设置。

--trust-zone TRUST_ZONE

“disable”（如果配置不是生成 image 的一部分）
或 “default”（如果默认启用 TrustZone 配置）或
自定义 TrustZone 配置 JSON 文件的路径。

--keysource {OTP, KeyStore}

RTxxx 安全 image 的密钥 source 。

--userkey USERKEY

适用于 RTxxx 安全 image 的密钥：对于 OTP 密钥
源，它代表主密钥；对于密钥库，它表示用于签名的
密钥。

--sbkek SBKEK

64 个 HEX 字符：用作处理 SB2 文件的密钥加密密
钥的密钥；仅安全二进制 image 需要； 如果未指
定，将从 workspace 中获取。

--prince-cfg PRINCE_CFG

带有 PRINCE 配置的 JSON 文件。 请参阅 SEC 安
装文件夹中的 bin/schema/prince_config_schema_
v<version>.json。

--otp-cfg OTP_CFG

带有 USER OTP 配置的 JSON 文件的路径。 建议
从 OTP 配置框中导出文件。

--dual-image-boot-cfg DUAL_IMAGE_
BOOT_CFG

具有双 image 启动配置的 JSON 文件；文件格式由
schema/dual_image_boot_schema_v?.json 指定。
参数仅适用于 RTxxx 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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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引导设备参数（互斥）
参数

描述

--boot-device VALUE

预定义的引导设备。 运行 securep --help 以查看所
有支持的引导设备。

--boot-device-file BOOT_DEVICE_FILE

具有引导设备配置的文件。

--boot-device-type {flex-spi-nor, flex_spi_
nand, onchip_memory, sdhc_sd_card,sem
c_nand}

引导设备类型。设置默认预定义引导设备。

8.2 烧写 image
write 命令支持 写入 image 中所描述的操作。

8.2.1 烧写 image 参数
下面对 write 指令参数进行介绍：
Table 11. 烧写 image 描述
参数

描述

-h, --help

显示帮助信息，然后退出。

--source-image SOURCE_IMAGE

输入创建 bootable image 所用的 source image。

--write-params-cfg WRITE_
PARAMS_CFG

JSON 文件，其中包含所需的参数和所需要烧写的 fuses（或
shadow 寄存器）。参数文件的路径为 schema/write_
parameters_schema_v?.json。

--life-cycle VALUE

输入芯片的生命周期状态，open_develop、closed_deploy_
infield 或 infield_locked 。

--trust-provi {disabled,smart_
card,device_hsm}

配置信任域。

-v, --verbose

增加输出信息。

--device name of the selected
processor

目标芯片。

--boot-type VALUE

安全启动类型。运行 securep --help 以查看所有支持的引导类
型。

--script-only

仅生成脚本，不启动。

-w WORKSPACE, --workspace
WORKSPACE

workspace 位置。
注意：Workspace 中的设置都会自动加载。所有命令行参数
都可用于覆盖加载的设置。

Table 12. 引导设备参数（互斥）
参数
--boot-device VALUE

描述
预定义的引导设备。运行 securep --help 以查看所有支持的引
导设备。

--boot-device-file BOOT_DEVICE_ 具有引导设备配置的文件。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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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 引导设备参数（互斥）...continued
参数

描述

--boot-device-type {flex-spi-nor,fl
ex_spi_nand,onchip_memory,s
dhc_sd_card,semc_nand}

引导设备类型。设置默认预定义引导设备。

Table 13. 连接参数（互斥）
参数

描述

--usb VID PID

通过 vid/pid 表示的 USB HID 连接到设备。USB HID 连接为默
认设置。vid/pid 可以指定为十进制形式（例如，'123'）或
十六进制形式（例如，'0xbeef'）。

--uart UART

通过 UART 连接到设备。指定 COM 端口（参考 --baud-rate
参数）。 示例：--uart COM3。

--i2c address speed_kHz

通过 USB 连接 I2C 设备。以 kHz 为单位指定 I2C 设备地址
和时钟。如果未指定 --sio-device 参数，则会自动选择 SIO 设
备。示例：--i2c 0x10 400

--spi speed_kHz polarity phase

通过 USB 连接 SPI 设备。以 kHz、极性（SPI CPOL 选项）
和相位 （SPI CPHA 选项）为单位指定 SPI 时钟。如果未指
定 --sio-device 参数，则会自动选择 SIO 设备。示例：--spi
1000 1 1。

--baud-rate BAUD_RATE

通过指定波特率的 UART 连接到设备。 --uart 参数也必须指
定。 示例：--波特率 9600。

--sio-device SIO_DEVICE

通过指定的 SIO 通过 USB-SIO（I2C 或 SPI）连接到设备。
--i2c 或 --spi 参数也必须指定。 示例：--sio-device HID\VID_
1FC9&PID_0090&MI_03\7&96E050B&0&0000。

注意：要连接到开发板，必须指定 USB 或串行端口。 如果未指定任何内容，则 USB 会自
动检测。

8.3 生成密钥
Generate 命令支持 Generate Keys 描述的操作。与 GUI 相比，命令行功能受到限制。

8.3.1 生成密钥参数
下面对 generate 指令参数进行介绍：
Table 14. 生成密钥参数描述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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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h, --help

显示帮助信息，然后退出。

--keys-cfg KEYS_CFG JSON

带有密钥配置的 JSON 文件。

--device name of the selected
processor

目标芯片。

--boot-type VALUE

安全启动类型。运行 securep --help 以查看所有支持的引导类
型。

--script-only

仅生成脚本，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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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4. 生成密钥参数描述...continued
参数

描述

-w WORKSPACE, --workspace
WORKSPACE

workspace位置。
注意：Workspace 中的设置都会自动加载。所有命令行参数
都可用于覆盖加载的设置。

Table 15. 引导设备参数（互斥）
参数

描述

--boot-device VALUE

预定义的引导设备。运行 securep --help 以查看所有支持的引
导设备。

--boot-device-file BOOT_DEVICE_ 具有引导设备配置的文件。
FILE
--boot-device-type {flex-spi-nor,fl
ex_spi_nand,onchip_memory,s
dhc_sd_card,semc_nand}

引导设备类型。设置默认预定义引导设备。

8.4 工厂生产
8.4.1 工厂生产参数
工厂生产命令允许并行运行选定的脚本多次，每次用于不同的连接。manufacture 命令可
以使用以下参数：
Table 16. 工厂生产参数
参数

描述

-h, --help

显示帮助信息，然后退出。

--script_path SCRIPT_PATH

执行的脚本的路径。

--script_params SCRIPT_PARAMS 脚本的参数。请参见 量产工具。
--connections CONNECTIONS
[CONNECTIONS …]

列出所有工厂生产中需要连接的设备。格式为 "-p
<port>,<baud>" 或 "-u <usb-path>" 或 "-l usb,<usb-path>,s
pi[,<port>,<pin>,<speed_kHz>,<polarity>,<phase>]" 或 "l usb,<usb-path>,i2c[,<address>,<speed_kHz>]"。 如果
想要自动发现所有 USB/USB-SIO 可用连接设备，使用 "u <autodetect-all-USBs>" 或 "-l usb,<autodetect-all-USBS
IOs>,spi[,<port>,<pin>,<speed_kHz>,<polarity>,<phase>]
" 或 "-l usb,<autodetect-all-USBSIOs>,i2c[,<address>,<spe
ed_kHz>]". 自动检测选项不能与其他选项一起使用。
SPSDK 文档中描述了 SIO 操作的参数和默认值。

8.5 命令行实例
示例：如何使用 workspaces/mcuxprovi 中的配置生成和烧写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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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假设 GUI 已准备好 workspace 内的完整配置（生成密钥、配置构建 image、
配置写入 image）。
securep.exe -w /workspaces/mcuxprovi build
securep.exe -w /workspaces/mcuxprovi write
更详尽的例子请使用以下命令查看：
securep.exe print-cli-examples

8.6 命令行工具
SEC 工具使用以下命令行工具产生密钥并生成/烧写 image：
blhost
cst
elftosb
ide_utils
image_enc
openssl
sdphost
spsdk

与引导加载程序通信（旧版，已替换为 spsdk）
密钥生成和 image 编码
生成 image
用于解析 ELF 格式的 Arm 程序
image 加密
密钥生成
与 RT10xx 上的 ROM 引导加载程序通信（旧版，已替换
为 spsdk）
Secure Provisioning SDK，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main menu > Help > SPSDK Online Documentation。以
下工具作为 SPSDK 的一部分提供：
blhost
sdphost
pfr
pfrc
elftosb
tpconfig
tphost
nxpcertgen
nxpdebugmbox
nxpdevhsm
nxpkeygen
shadowregs
nxpdevscan
nxpimage
nxpcry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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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旧的 blhost 工具
替换旧的 sdphost 工具
生成受保护的 flash 区域文件
（cmpa/cfpa）
验证 cfpa/cmpa 配置，检测配置导
致的死锁
生成 image
配置 Smart Card 以提供信任域
信任域操作
用于生成证书的程序
调试邮箱和凭证文件生成工具
该应用程序旨在为 OEM 初始配置设
备创建 SB3 配置文件
密钥生成工具
shadow 寄存器配置工具
检测通过 USB、UART、I2C 和 SPI
连接到主机 PC 的 NXP 设备
生成可启动 image 和 SB 文件
配置密钥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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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故障排查
本章包含已知问题和建议的解决方案。有关最新问题，请参阅发行说明（Release
Notes）。
• 应用程序必须安装在用户具有写入权限的位置。
• 默认情况下，Secure Provisioning Tool 不会配置处理器中所有可用的安全功能。仅配置
所选启动类型所需的功能。请在 OTP/PFR 中配置其余的功能。

9.1 Windows
• 在 Windows 平台上，首先确保在 PATH 中找到 Windows FIND utility（GNU FIND utils
可能会破坏此功能）。
• workspace 需要与软件安装路径在同一盘符内。
• 如果安装因为 Microsoft Visual C++ (MSVC) 2015 (14.0) redistributable package 而
失败，请尝试从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安装 MSVC，并提前解决所有冲突，然后再安装 Secure Provisioning tool。可以在
https://social.msdn.microsoft.com/Forums/security/en-US/72da6400-7a22-4bccb8d3-6423086289f0/visual-c-2015-redistributable-setup-failed-0x80070666-x64-ampx86?forum=vssetup 找到更多资源。

9.2 Linux
• 在 Linux 平台上，USB 和/或串行设备文件必须是当前用户可读写的。要解决此问题，请
将 resources/udev/99-secure-provisioning.rules 安装在 /etc/udev/
rules.d/99-secure-provisioning.rules 。电脑上可能存在其他优先级更高的
规则并造成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请更新冲突的规则，或以起始为较小数字的名字对文
件重命名，以使此规则文件获得较高的优先级。
• Ubuntu 22 和 USB2Serial CP210x
对于 Ubuntu 22，有一个会造成冲突的 brltty 包，它会造成一些 CP210x USB 转
串口的问题。卸载“brltty”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关细节，请参阅 https://
bugs.launchpad.net/ubuntu/+source/brltty/+bug/1970408。

9.3 Mac OS X
输入无效的字段用红色背景标记。修复该值可能无法立即正确地更改背景颜色，必须将焦
点更改为另一个字段才能正确地重新绘制。

9.4 i.MX RTxxx
• 如果板子未复位且 fuse 中未配置复位引脚，则重复写入 QSPI flash 可能会失败。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 RTxxx 设备工作流/启动 iamge 章节。
• 如果使用了影子（shadow）寄存器，在应用新的 image 或者 fuse 配置之前，必须对芯
片进行硬复位。只有在芯片还是 unsecure 的时候，才能在芯片中设置影子（shadow）寄
存器。

9.5 i.MX RT1024
由于 flashloader 的局限，MIMXRT1024-EVK 板不支持将 SD 卡作为启动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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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i.MX RT1015-EVK / Mac OS X / UART
当设备已启用 HAB 且使用 UART 串口通信时，OpenSDA 在 Mac OS X 上无法使用。可
以选择用 USB HID 通信，或者可以选择断开 OpenSDA 与 RX 和 TX 引脚（跳线 J45 和
J46）的连接。必须通过外部的 USB 转串口设备（3.3 v）对芯片进行烧写配置。

9.7 i.MX RT1060-EVK / Mac OS X / UART
对于 MacOS 上的 UART 通信，需要打开 J44 跳线（SDA_RST_TGTMCU）。

9.8 i.MX RT11xx
如果在 OTP 配置中选择了“lock after write”，则烧写脚本始终会烧写所有用户需求，
因为无法从芯片中检测到“lock”状态。

9.9 Bootable image
在 build 视图中，bootable image 仅能被用作 RT10xx 的输入。计划在下一个版本中支持
其他芯片。

9.10 Workspace 兼容性
当 workspace 在较新版本的 SEC 中打开时，它会被自动转换为新格式，以防止在 SEC
的早期版本中打开（SEC 工具可能不启动）。要重新在旧版本的工具中打开它，必须在
workspace 中创建备份，并手动重命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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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included in a draft version of a document and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use of suc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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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ation from competent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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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commercial sale of N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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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sult in personal injury, death or severe property or environmental
damage. NXP Semiconductors and its suppliers accept no liabilit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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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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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are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NXP Semiconductors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that such applications will be suitable for the
specified use without further testing or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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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ductors accepts no liability for any assistance with applications or
customer product design. It is customer’s sole responsibilit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NXP Semiconductors product is suitable and fit for the
customer’s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planned, as well as for the planned
application and use of customer’s third party customer(s). Customers should
provide appropriate design and operating safeguards to minimiz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ir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NXP Semiconductors does not accept any liability related to any default,
damage, costs or problem which is based on any weakness or default
in the customer’s applications or products, or the application or use by
customer’s third party customer(s). Customer is responsible for doing all
necessary testing for the customer’s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using NXP
Semiconductors products in order to avoid a default of the applications
and the products or of the application or use by customer’s third party
customer(s). NXP does not accept any liability in this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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