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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X RT1050 QSPI 启动流程 

以下为从芯片上电到跳转至 user code 的流程图： 

 

注：图片来自 RM 手册《8.6.1.3 FlexSPI NOR boot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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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X RT1050 程序下载 

2.1 工具软件 

使用到的工具软件如下： 

 适配 Easy-RT1052 V0.94/V1.00(可以通过查看 PCB 版本号是不是 RevD 来识别)开

发板的 SDK2.4.0 软件包 SDK_2.4.1_Easy-RT1052-V1_0.zip； 

 Easy-RT1052 V0.94/V1.00 开发板； 

 MDK5.17 及以后的版本并安装 NXP.iMXRT_DFP.pack 包，联网情况下打开工程会

自动提示安装； 

 IAR8.20 以后版本，建议升级到 IAR8.30.1 

 Flashloader_RT1050.zip 

2.2 XIP 工程配置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配一个可以直接下载到外部 Flash 并通过 xip 启动的例程。 

2.2.1 SDK_2.4.0 配置 

如果你已经更新到 SDK_2.4.1_Easy-RT1052-V1_0.zip，则无需任何配置只需要选择相应

的编译配置项即可，如下图所示分别为 keil 和 IAR 下的示例： 

 

图 2.1  Keil 选择 xip 选项 

 

图 2.2  IAR 选择 XIP 项 

2.2.2 SDK_2.3.0（deprecated）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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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使用的 SDK 依旧是 SDK_2.3.0_Easy-RT1052 Rev C_D.zip，可通过如下步骤创建

xip 工程。 

SDK_2.3.0_Easy-RT1052 Rev C_D.zip 软包中仅少部分工程（已_xip 结尾的工程）可被

直接编译下载到外部 Flash，其他工程均为 RAM/SDRAM 中 debug 不可直接用于下载。 

以下以 led_output 工程为例，介绍如何将 RAM/SDRAM 中 debug 的程序修改为可下载

到外部 Flash 的 xip 工程，流程如下： 

 打开工程目录，copy 原工程，修改文件夹名为<project_name>_xip; 

 

 拷 贝 SDK 中 “ devices\MIMXRT1052\ ” 目 录 下 的 boot_config 文 件 夹 到

<project_name>_xip 文件夹下； 

 

 打开 keil 工程，鼠标右键“Add Group”命名 boot，添加 boot config 中的

easyarm_flexspi_nor_config.c 和 imxrt_boot_config.h 文件到 boot group 中，如下

图； 

 

 Easy-RT1052 开发套件的外部 QSPI Flash 分两种 MX25L064 和 IS25LP064A，需根

据 实 际 板 子 贴 的 Flash 芯 片 来 修 改 easyarm_flexspi_nor_config.c 中 的

EASYARM_RT1052_FLASH 宏定义为 QSPI_MX25L064 或 QSPI_IS25LP0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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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options>c/c++选项卡，添加“boot_config”路径到 Include Paths 中； 

  

 修改工程 option>linker 选项卡中的分散加载文件为“boot_config\ld”目录下的

MIMXRT1052xxxxx_flexspi_nor.scf（加载 boot config 段和程序到外部 Flash）; 

 

 到此一个 xip 工程配置完成；xip 程序下载过程请阅读一节。 

注：IAR 下的配置方法类似，boot 文件为通用文件。 

2.3 Flash 下载 

本小节主要介绍下载到外部 Flash 的几种常用和必要方法。 

2.3.1 Keil 下载 

首先按照步骤拷贝 Keil 的变成算法： 

 在 SDK 的.\tools\flash_flm 目录下包含 Keil 使用的编程算法； 

 拷贝 “.\SDK\tools\flash_flm\” 目录下的 EasyARM_RT1052_*****.FLM 文件到

“.\Keil_v5\ARM\Flash\”目录下； 

其次需要给我们的工程添加编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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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制作好的 xip 工程，在 options>debug>setting>Flash Download 配置页面添加编

程算法（如下图）； 

 

注：适配 Easy 开发板的下载算法仅适用与 Easy-RT1052 开发板；RAM for Algorithm 的 size 需设置为

0x8000。 

 点击下载按钮； 

 

 等待下载完成，点击复位观察现象。 

2.3.2 Xip 工程调试 

通过 Keil 和 IAR 下载的程序可以直接使用 IDE 通过调试器进行调试。其中 Keil 调试需

要进行如下设置，而 IAR 不需要任何设置，下载后即可进入调试界面。 

Keil 设置方法如下： 

Xip 工程的调试需要在程序下载到外部 flash 的前提下进行，具体流程如下： 

下载程序到外部 flash； 

 打开 option>debug 选项卡，点击编辑 initialization file 文件； 

 

 修改调试入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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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调试，可以看到如下图所示，PC 指针已经在外部 Flash 地址空间中。 

 

 

 

 

2.3.3 IAR 下载 

在使用 IAR 下载前请确认你的 IAR 安装版本，如果是 8.30.0 可直接跳过本段拷贝算法

的描述，如果你使用的为 8.20.0 版本的 IAR 必须按照如下步骤拷贝编程算法。 

 在 SDK 的.\tools\emarm_flashloader\目录下包含 IAR 使用的编程算法； 

 拷贝.\tools\emarm_flashloader\NXP 目录下的 FlashIMXRT1050_EVK_FlexSPI.*四

个文件到 IAR 安装目录的如下路径  .\IARSystems\EmbeddedWorkbench8.1\arm\ 

config\flashloader\NXP\； 

其次需要给我们的工程添加编程算法： 

 打开制作好的 xip 工程，在 options>debugger>Download 选项卡做如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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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调试下载； 

 

 等待下载完成，点击复位观察现象。 

2.4 Flashloader 下载 

2.4.1 Flash 下载 XIP 运行 

下载 Flashloader 工具包： 

https://www.nxp.com/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pplications-

processors/i.mx-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rt-series/i.mx-rt1050-crossover-processor-with-arm-

cortex-m7-core:i.MX-RT1050?tab=Design_Tools_Tab 

解压后如下图： 

 

下载流程： 

 修改 RAM/SDRAM 中 debug 工程分散加载文件的加载地址； 

https://www.nxp.com/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rt-series/i.mx-rt1050-crossover-processor-with-arm-cortex-m7-core:i.MX-RT1050?tab=Design_Tools_Tab
https://www.nxp.com/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rt-series/i.mx-rt1050-crossover-processor-with-arm-cortex-m7-core:i.MX-RT1050?tab=Design_Tools_Tab
https://www.nxp.com/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rt-series/i.mx-rt1050-crossover-processor-with-arm-cortex-m7-core:i.MX-RT1050?tab=Design_Tools_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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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ip 工程需屏蔽 boot_config 相关的代码。 

 编译生成<projext_name>.out 文件； 

 拷贝<projext_name>.out 文件至“.\Flashloader\Tools\elftosb\win\”目录下，如果您是

linux 系统请选择另外一个类似路径； 

 

 在此目录下，按下键盘 shift 按键的同时点击输表右键，打开命令行窗口； 

 执行命令 1： 

.\elftosb.exe -f imx -V -c  ..\..\bd_file\imx10xx\imx-flexspinor-normal-unsigned.bd -o 

<project_name>.bin  <project_name>.out 

 

 执行命令 2： 

./elftosb.exe -f kinetis -V -c ..\..\bd_file\imx10xx\program_flexspinor_image_qspinor_status 

_reg1_bit6.bd -o boot_image.sb  <project_name>_nopadding.bin 

 

注：如果出现命令行卡住或停止工作的现象，请检查分散加载文件设置的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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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拷贝生成的 boot_image.sb 到“Flashloader_RT1050_1.1\Tools\mfgtools-rel\Profiles\ 

MXRT105X\OS Firmware\”下； 

 回到“Flashloader_RT1050_1.1\Tools\mfgtools-rel\”目录执行 MfgTool2.exe； 

 短接开发板 USB_BT 短路帽（红色框中第 3 对）； 

 

 通过 PC > HUB > 开发板的 Device1 端口，连接开发板，上点后会在左上角显示

（例如“Hub2-Port1”） 

 

注：大部分电脑必须通过 HUB 链接开发板与 PC 机，mfgtool 不识别 root 层的设备。 

 点击 start 开始编程，成功后如下所示。 

 

2.4.2 Flash 加载 ITCM 运行 

下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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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 RAM/SDRAM 中 debug 工程分散加载文件的加载地址； 

 

 编译生成<projext_name>.out 文件； 

 拷贝<projext_name>.out 文件至“.\Flashloader\Tools\elftosb\win\”目录下，如果您是

linux 系统请选择另外一个类似路径； 

 

 修改 imx-itcm-unsigned.bd 文件内容并保存 

 

 在此目录下，按下键盘 shift 按键的同时点击输表右键，打开命令行窗口； 

 执行命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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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ftosb.exe -f imx -V -c ..\..\bd_file\imx10xx\imx-itcm-unsigned.bd -o <project_name>.bin 

<project_name>.out 

 

 执行命令 2： 

.\elftosb.exe -f kinetis -V -c ..\..\bd_file\imx10xx\program_flexspinor_image_qspinor_status_ 

reg1_bit6.bd -o boot_image.sb igpio_led_output_nopadding.bin 

 

注：如果出现命令行卡住或停止工作的现象，请检查分散加载文件设置的是否正确。 

 拷贝生成的 boot_image.sb 到“Flashloader_RT1050_1.1\Tools\mfgtools-rel\Profiles\ 

MXRT105X\OS Firmware\”下； 

 回到“Flashloader_RT1050_1.1\Tools\mfgtools-rel\”目录执行 MfgTool2.exe； 

 Mfgtool 下载请参考 2.4.1。 

2.4.3 SD Card 加载 ITCM 运行 

下载流程： 

 修改 RAM/SDRAM 中 debug 工程分散加载文件的加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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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生成<projext_name>.out 文件； 

 拷贝<projext_name>.out 文件至“.\Flashloader\Tools\elftosb\win\”目录下，如果您是

linux 系统请选择另外一个类似路径； 

 

 修改 imx-itcm-unsigned.bd 文件内容并保存 

 

 在此目录下，按下键盘 shift 按键的同时点击输表右键，打开命令行窗口； 

 执行命令 1： 

.\elftosb.exe -f imx -V -c ..\..\bd_file\imx10xx\imx-itcm-unsigned.bd -o <project_name>.bin 

<project_na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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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命令 2： 

.\elftosb.exe -f kinetis -V -c ..\..\bd_file\imx10xx\program_sdcard_image.bd -o boot_image.sb 

igpio_led_output_nopadding.bin 

 

注：如果出现命令行卡住或停止工作的现象，请检查分散加载文件设置的是否正确。 

 拷贝生成的 boot_image.sb 到“Flashloader_RT1050_1.1\Tools\mfgtools-rel\Profiles\ 

MXRT105X\OS Firmware\”下； 

 回到“Flashloader_RT1050_1.1\Tools\mfgtools-rel\”目录执行 MfgTool2.exe； 

 Mfgtool 下载请参考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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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责声明 

本着为用户提供更好服务的原则，广州立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立功科技”）

在本手册中将尽可能地为用户呈现详实、准确的产品信息。但介于本手册的内容具有一定

的时效性，立功科技不能完全保证该文档在任何时段的时效性与适用性。立功科技有权在

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对本手册上的内容进行更新，恕不另行通知。为了得到最新版本的信

息，请尊敬的用户定时访问立功科技官方网站或者与立功科技工作人员联系。感谢您的包

容与支持！ 



 

 

 

 

 

 

 

 

专业 . 专注成就梦想 

Dreams come true with professionalism and dedication. 

 

 

 

 

 

 

 

 

 

 

 

广州立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zlgmcu.com 

欢迎拨打全国服务热线 

400-888-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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