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 UUU 刷新 Linux BSP 

大家好，本文将解释如何使用 UUU（通用更新实用程序）工具将 Linux 刷新到 i.MX 设备（i.MX 

8MM）。 

要求：               

MX 8MMini 开发板               

UUU 工具文档，此处提供               

Linux 二进制演示文件-i.MX 8MMini EVK               

UUU 1.2.135 二进制               

串口控制台模拟器（tera term 或 putty）                     

报错 

 

UUU 自动脚本               

对于这个例子使用的是 i.MX 8MM 的 L4.14.98_2.0.0_ga 演示图像，在演示图像中我们会找到

自动脚本，默认情况下，该脚本会闪烁主板的 eMMC，脚本的结构如下 

/***********************************************************************************/ 

uuu_version 1.2.39 

  

# This command will be run when i.MX6/7 i.MX8MM, i.MX8MQ 

SDP: boot -f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 This command will be run when ROM support stream mode 

# i.MX8QXP, i.MX8QM 

SDPS: boot -f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 These commands will be run when use SPL and will be skipped if no spl 

# SDPU will be deprecated. please use SDPV instead of SDPU 

# { 

SDPU: delay 1000 

SDPU: write -f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offset 0x57c00 

SDPU: jump 

# } 

  

# These commands will be run when use SPL and will be skipped if no spl 

# if (SPL support SDPV) 

# { 

SDPV: delay 1000 

SDPV: write -f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skipspl 

SDPV: jump 

# } 

  

FB: ucmd setenv fastboot_dev mmc 



FB: ucmd setenv mmcdev ${emmc_dev} 

FB: ucmd mmc dev ${emmc_dev} 

FB: flash -raw2sparse all fsl-image-validation-imx-imx8mmevk.sdcard 

FB: flash bootloader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FB: ucmd if env exists emmc_ack; then ; else setenv emmc_ack 0; fi; 

FB: ucmd mmc partconf ${emmc_dev} ${emmc_ack} 1 0 

FB: done 

/***********************************************************************************/  

简而言之，当板进入串行下载模式时，UUU 将引导加载程序下载到内部 RAM，一旦完成并

运行 uboot，它将通过 fastboot 实用程序将.sdcard 文件和 uboot 闪存到板上的 eMMC。 

有关 UUU 使用的协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UUU 文档(UUU.pdf 文件)第 5 节支持的协议。 

运行工具 

为了运行该工具，需要下载 uuu 的二进制文件，可以从上面的链接下载二进制文件，uuu.exe

适用于 Windows，uuu 适用于 Linux。下载后，它可以放在与演示图像相同的文件中，这样

就很容易在 shell 命令上运行和清除。 

Windows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该工具应在管理员模式下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运行，打开后，

我们将运行以下命令： 

> .\uuu.exe uuu.auto 

Linux 

>$ sudo ./uuu uuu.auto 

该工具将开始运行，并应等待主机检测到任何 i.MX 设备 

准备板               

对于要编程的单板，需要处于下载模式，拨码开关配置（i.MX 8MM EVK）如下：               

SW1101  -  1010XXXXXX 

SW1102  -  XXXXXXXXX0 

将 USB 电缆从主机 pc 连接到 USB OTG/类型 C 端口（通常指定为下载）。              

将 USB 电缆从主机连接到 OTG 到 UART，以便在板上进行控制台输出（通常指

定为调试）。               

使用以下设置打开终端仿真器程序： 

Bits per second - 115200 

Data bits - 8 

Parity - None 

Stop bits - 1 

Flow control - None 

上电后，下载将开始，串口提示符将显示 uboot 的进度，等待工具显示成功。              

最后，关闭主板电源并将拨码开关配置更改为从 eMMC 引导，再次打开主板电源，它将成

功引导！ 

内置脚本               

可以使用内置脚本使用-b 选项将引导加载程序和 rootfs 刻录到目标闪存，只需根据目标闪

存设备键入相应的命令。              

标准差               

仅写引导加载程序： 

Windows: 



> .\uuu.exe -b sd <bootloader> 

Linux: 

$ sudo ./uuu -b sd <bootloader> 

替换.i MX/.bin文件的<bootloader>，例如分别在下面的Windows和 Linux中使用 i.MX 8MM。 

> .\uur.exe -b sd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 sudo ./uuu -b sd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编写整个 Linux 映像 

Windows: 

> .\uuu.exe -b sd_all <bootloader> <rootfs>.sdcard 

Linux: 

$ sudo ./uuu -b sd_all <bootloader> <rootfs>.sdcard 

分别用下面的 i.MX 8MM 替换.imx/.bin 和.sdcard 文件名的<bootloader>和<rootfs>。 

> .\uuu.exe -b sd_all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fsl-image-validation-imx-

imx8mmevk.sdcard 

$ sudo ./uuu -b sd_all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fsl-image-validation-imx-

imx8mmevk.sdcard 

eMMC 公司              

 仅写引导加载程序 

Windows: 

> .\uuu.exe -b emmc <bootloader> 

Linux: 

$ sudo ./uuu -b emmc <bootloader> 

使用 i.MX 8MM 的示例 

> .\uuu.exe -b emmc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 sudo ./uuu -b emmc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编写整个 Linux 映像 

Windows: 

> .\uuu.exe -b emmc_all <bootloader> <rootfs>.sdcard 

Linux: 

$ sudo ./uuu -b emmc_all <bootloader> <rootfs>.sdcard 

使用 i.MX 8MM 的示例 

> .\uuu.exe -b emmc_all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fsl-image-validation-

imx-imx8mmevk.sdcard 

$ sudo ./uuu -b emmc_all imx-boot-imx8mmevk-sd.bin-flash_evk fsl-image-validation-

imx-imx8mmevk.sdcard 

希望这将有助于每个使用这个工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