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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IMX6UL 精英版可广泛应用于人机界面、LOT 网关、智能家电、便携式医疗设备、骑车远程信息处理、

电子 POS 设备、打印机和 2D 扫描仪、金融付款系统、智能能源信息集中器、智能工业控制系统、家庭能

源管理系统。

核心板

低功耗 高能效 全速运行典型测试程序，功能仅为 269mW。并具有多种低功耗以及休眠模式。

安全加密 具有硬件加密引擎、篡改检测和动态 DRAM 加密/解密等内置功能，可以使客户面向高度安全的应用进行设计。

【商业级核心板】 【工业级核心板】



5

兼容同一底板 内存 存储 运行温度

商业级核心板 512M DDR 8G EMMC -20°C~+80°C

工业级核心板 256M DDR 256M FLASH -40°C~+80°C

底板接口丰富

双网口丨双 CAN 总线丨 4 路 USB HOST 丨 2 路串口、6 路插座引出，共 8 路串口

1 路 RGB 信号丨 2 路 LVDS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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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配件

可选屏幕

显示屏 4.3 寸屏 5 寸屏 7 寸屏-RGB 7 寸屏-LVDS 9.7 寸屏 10.1 寸屏

分辨率 480*272 800*480 1024*600 1280*800 1024*768 102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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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CC 认证

产品清单

清单内容 基本型 豪华型

底板 底板（不含 4G、GPS 模块）*1 片 底板（含 4G、GPS 模块、三轴加速度及）*1 片

核心板 1 片 1 片

电源 1 个 1 个

网线 1 条 1 条

串口线 1 条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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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线 1 条 1 条

4G 天线 无 1 条

GPS 天线 无 1 条

铜柱 1 套 1 套

光盘资料 1 套 1 套

核心板介绍

【商业级核心板】 【工业级核心板】

核心板参数

尺寸 38mm*42mm

CPU iMX6UL 主频 528MHz ARM Cortex-A7 架构 单核

iMX6UL 商业级 内存：512M 存储：8G EMMC

iMX6UL 工业级 内存：256M 存储：256M FLASH

工作电压 5V 电压供电

系统支持
Linux-QT4.7/QT5.7 系统；Ubuntu16.04 系统（不带图形界面）；Youcto 系统

（4.1-kro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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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级运行温度 -20℃ ~ +80℃

工业级运行温度 -40℃ ~ +80℃

引脚间距 1.27mm

引角扩展 i.MX6 功能全部引出，146PIN 脚

连接方式 邮票孔

PCB 6 层沉金工艺

核心板连接器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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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介绍

详细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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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参数

尺寸 11*13cm

POWER 5V 电压供电

SWITCH 电源开关

LVDS 接口 1 路

RGB 接口 1 路

CAN 2 路 CAN 总线接口

MIC 支持 MIC 输入

PHONE 支持耳机输出

RESET 2 个复位按键

串口 2 路 RS232 串口, 6 路 TTL 插座引出

USB HOST 4 路

网口 2 路百兆以太网，RJ45 接口

TF 卡 1 个标准 TF 卡接口

OTG 接口 1 路

DIP SWITCH 8 位拨码开关

JTAG 1 个

CAMERA 接口 1 个支持 500 万摄像头

GPIO 接口 20PIN（包含 3 路 AD，1 路 SPI，1 路 I2C，1 路 TTL 的串口）

RTC 实时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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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2 个

底板接口说明：

1. POWER 电源接口

电源输入为 5V/2A+,给核心板提供 5V 电源，给底板供电。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电源接口位置如下图所示。

2. SWITCH 电源开关

轻触电源开关可以控制开发板电源通断。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13

3. 拨码开关

8 位拨码开关控制 iMX6UL 启动模式。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4. JTAG 接口

保留 JTAG 接口，有需要的用户可以进行扩展。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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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5.CAMERA 接口

支持 500 万自动对焦摄像头模块。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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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PIO 接口

复用的扩展口，支持 GPIO 扩展。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7.User Key 功能按键

2 个扩展按键，支持休眠，复位。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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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8.MIC

支持麦克输入，支持录音功能。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9. PHONE

支持耳机功能。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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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10.串口

两路 232 电平串口。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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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路 3.3V TTL 电平串口。

11.USB Host

4 路 USB 扩展口。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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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12. TF Card

TF 卡标准卡槽。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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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口

板载百双路百兆有线以太网，传输量提升，提供更快，更流畅的速度。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14.LCD 接口

支持 RGB-LCD 接口，LVDS-LCD 接口。

RGB-LCD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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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DS 信号，软排线接口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LVDS 信号，HDMI 接口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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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15.USB OTG

USB OTG 接口。OTG 接口用于烧写操作系统镜像。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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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RTC 实时时钟

锂电池供电，掉电后时钟继续工作。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17. CAN 接口

双路 can 总线。

原理图部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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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配套资料

迅为的资料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核心资料”，“iTOP-iMX6UL 开发板资料汇总”以及

迅为技术支持 QQ 群共享资料。

1.iTOP-iMX6UL 核心资料

群公告中会提供“iTOP-iMX6UL 核心资料”网盘链接，如下图，目录如下。

下面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在需要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会针对性的做详细介绍。

将文件以及文件夹按照“名称+递增”的方式排列，如下：

01_PCB_SCH_DATASHEET-- -----开发板的原理图，PCB 以及元器件的 DATASHEET;

02_编译器以及烧写工具--------编译工具、烧写工具、各种驱动以及其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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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_镜像_QtE4.7 文件系统---------QT 系统的镜像以及对应的 uboot、kernel 镜像以及文件系统；

04_源码_uboot、内核以及 QtE4.7 文件系统---------QtE 系统对应的 uboot，kernel，文件系统源码；

开发板对应的用户手册 pdf 文档。

2. iTOP-IMX6UL 开发板资料汇总

群公告中会提供“iTOP-iMX6UL 开发板资料汇总”网盘链接（部分内容会在用户手册更

新到 V1.1 提供），如下图所示。

01_iTOP-iMX6UL 开发板所需 PC 软件（工具）

01_USB 转串口（PL2302 驱动）

02_超级终端（串口调试助手）

03_ADB 驱动

04_SSH 软件

05_二进制编辑器

06_盘符格式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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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_iTOP-iMX6UL 开发板编译系统所需要的工具包等

01_虚拟机 VMware_Workstation_wmb 软件

02_Ubuntu 系统安装包

03_嵌入式学习推荐书籍及软件（第三方）

01_Altium Designer

02_于博士 Allegro 视频

03_嵌入式 ARM 推荐书籍

04_iTOP-iMX6UL 开发板 QtE 和 Qtopia 系统源码以及镜像

01_Qtopia2.2.0 源码

02_QtE4.7 源码

03_编译器、补丁包以及其它工具

04_QtE4.7 根文件系统升级目录（暂无内容）

05_QtE5.7 镜像和源码以及编译器

06_QtE5.7 系统升级目录（暂无内容）

05_iTOP-iMX6UL 开发板最小 linux 系统源码、镜像以及应用

01_Busybox 工具

02_最小 linux 镜像（暂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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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_应用测试程序（暂无内容）

06_iTOP-iMX6UL 开发板 QtE 应用开发环境以及源码

01_Qt_Creator

02_QtE4.7 应用例程（暂无内容）

03_QtE5.7 应用例程（暂无内容）

3. 扩展文档

iTOP-开发板-清除虚拟机安装残留.zip

iTOP-开发板-实现虚拟机和主机之间共享文件夹.pdf

iTOP-开发板-QtE 系统简介_V1.0.pdf

iTOP-网络-最小局域网_V1.0.pdf

iTOP-网络-同一网段_V1.0.pdf

iTOP-开发板-ssh 常见问题以及解决方法.pdf

iTOP-开发板-串口控制台无法使用 vi 编辑器解决办法.zip

iTOP-开发板-Qt 和 mini 文件系统无法保存文件的解决办法.pdf

linux 下 vim 使用详解.pdf

iTOP-iMX6UL-网卡测试文档_V1.0.pdf

iTOP-iMX6UL-Qt 和 Linux 系统-挂载盘符 U 盘 TF 卡等_V1.0.pdf

iTOP-iMX6UL-驱动-以模块的方式编译内核驱动_V1.0.zip

iTOP-iMX6UL-驱动-设备树节点的添加和测试_V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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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P-iMX6UL-驱动-led 驱动（底板 1.4）_V1.0.zip

iTOP-iMX6UL-驱动-驱动设备注册_V1.0.zip

iTOP-iMX6UL-驱动-驱动获取设备树信息_V1.0.zip

iTOP-iMX6UL-驱动-rtc 命令测试方法_V1.0.zip

iTOP-iMX6UL-串口测试文档_V1.0.zip

iTOP-iMX6UL-开发板-屏幕背光亮度调整_V1.0.pdf

iTOP-iMX6UL-MiniLinux-CAN 测试_V1_0.zip

canconfig 命令移植.zip

iTOP-iMX6UL-独立中断测试_V1.0.zip

iTOP-iMX6UL-Qt 和 Linux 系统-挂载盘符 U 盘 TF 卡等_V1.1.pdf

iTOP-iMX6UL-驱动-PWM 测试文档_V1.0.pdf

iTOP-iMX6UL-驱动-adc 测试文档_V1.0.pdf

iTOP-开发板-MiniLinux-C 程序调用 shell 命令.zip

iTOP-开发板-QtE-调用 shell 命令使用文档.zip

iTOP-iMX6UL-QtE4.7-串口程序测试文档_V1.0.zip

iTOP-iMX6UL-驱动-menuconfig 的用法_V1.0.pdf

iTOP-iMX6UL-NFS 共享目录 Ubuntu16.04_V1.1.pdf

iTOP-iMX6UL-NFS 共享目录 Ubuntu12.04_V1.0.pdf

iTOP-4412-Linux 系统-busybox-1.21.1 生成最小系统.zip

iTOP-4412-Linux 系统-buxybox1.26.2 生成最小系统.zip

iTOP-iMX6UL-驱动-实时时钟 RTC 以及 Linux-c 测试例程_V1.0.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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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P-开发板-硬件-7 寸屏幕亮度调整.pdf

iTOP-开发板-清除虚拟机安装残留.zip

iTOP-开发板-实现虚拟机和主机之间共享文件夹.pdf

iTOP-iMX6UL-驱动-menuconfig 的用法_V1.1.pdf

iTOP-iMX6UL-驱动-设备树节点的添加和测试_V1.1.pdf

iTOP-iMX6UL-驱动-led 驱动（底板 1.4）_V1.1.zip

iTOP-iMX6UL-驱动-PWM 测试文档_V1.1.pdf

iTOP-iMX6UL-驱动-adc 测试文档_V1.1.pdf

iTOP-开发板-Qt 系统-修改和固定 MAC 地址 IP 地址等网络参数_V1.0.pdf

iTOP-iMX6UL-驱动-IO 的配置详细讲解_V1.0.pdf

iTOP-iMX6UL-驱动-看门狗 watchdog 以及 Linux-c 测试例程_V1.1.zip

iTOP-实战-GPS 模块的数据格式_V1.0.pdf

can_test.zip

iTOP-开发板-modbus 移植和使用文档_V1.0.zip

iTOP-iMX6UL-Qt 和 Linux 系统-OTG 接口的 host 模式测试_V1.0.pdf

iTOP-iMX6UL-Qt 和 Linux 系统-声卡耳机和麦克测试_V1.0.zip

iTOP-iMX6UL-linux-开机自启动程序_V1.0.zip

iTOP-iMX6UL-休眠唤醒测试_V1.0.pdf

iTOP-iMX6UL-Telnet 服务和 FTP 服务_V1.0.pdf

iTOP-iMX6UL-主频修改测试_V1.0.pdf

iTOP-开发板-串口的基础知识和快速测试方法_V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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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P-开发板-驱动-usb 转串口 ch34x 移植使用文档_V1.0.zip

iTOP-iMX6UL-内核-LOGO 修改使用文档_V1.0.zip

ITOP-4412-QtE 系统-opencv 移植.pdf

iTOP-开发板-cadence allegro 的安装_V1.0.pdf

iTOP-iMX6UL-驱动-led 驱动（底板 1.5 和全能版）_V1.0.zip

iTOP-iMX6UL-动态调频技术简介_V1.0.pdf

iTOP-IMX6UL 开发板-网络通信-套字节 TCP_V1.0.zip

iTOP-IMX6UL 开发板-网络通信-套字节 UDP_V1.0.zip

iTOP-iMX6UL-设备树基础语法文档_V1.0.pdf

iTOP-IMX6UL 开发板-网络通信-智能网关_V1.0.zip

iTOP-IMX6UL 开发板-搭建 web 服务器_V1.0.zip

iTOP-IMX6UL-ssh 服务器移植到 arm 开发板_V1.0.zip

iTOP-iMX6UL-驱动-设备树节点名称和子节点获取设备树数据_V1.0.zip

iTOP-开发板-QtE5.7 系统-10.1 寸屏触摸_V1.0.pdf

iTOP-iMX6UL 全能板-linux-usb-wifi 的使用_V1.0.pdf

iTOP-IMX6UL 开发板-ctrl+c 无效修改办法.pdf

iTOP-iMX6-GPIO 读写配置文档_V1.0.zip

iTOP-iMX6UL-uboot-logo 修改.zip

imx6ul-rfid.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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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与保修说明

技术支持范围

开发板软、硬件资源；判断开发板是否存在故障；如何烧写和更新系统 ；如何测试和运行

开发板提供的程序。

技术讨论范围

源码的修改以及理解、操作系统如何移植、用户在自行修改以及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技术支持电话

电话：0312-6796610 /010-58957738-8002

论坛：bbs.topeetboard.com

技术支持时间

周一至周六: 上午 10:00—11:00,下午 15:00—16:00；

公司按照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休息，在此期间无法提供技术支持，请将问题发送至论坛技术

支持区，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技术保修范围

凡是通过迅为直接购买或经迅为授权的正规代理商处购买的迅为产品，均可享受以下权益：

1、开发板本身 1 年免费保修服务（屏幕、配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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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修期满后出现产品异常，迅为提供有偿维修服务，可与迅为取得联系，收费视具体情况而定。

如遇损坏程度严重等其他不可控因素导致无法维修的，公司不再提供维修服务；

3、如您购买的产品需要维修或检测，请提前备份机器内的相关数据。迅为不对因数据丢失所造成的

损失负责。

注：以下情况不属于免费维修范围，可提供有偿维修：

1、超出保修期的产品；

2、非保元件：CPU、内存芯片、Flash；

3、由于使用不当，出现诸如 PCB 烧毁、破裂等物理损伤的产品；

4、由于人为疏忽或错误使用、未按说明书规定使用而造成的产品损坏等；

5、拆装或更换组件、器件而造成无法复原的开发板；

6、在将故障件返回迅为技术服务部的过程中由于包装或运输操作不当造成损坏的产品。

收到返修产品后，我们将即日安排工程师进行检测，我们将在短时间内维修或更换并寄回。一般的故

障维修周期为 5 个工作日（自我司收到物品之日起，不计运输过程时间），由于特殊故障导致无法短期内

维修的产品，我们会与用户另行沟通并确认维修周期。

技术支持与保修说明

提供一站式的方案定制，团队凭借多年的行业经验，为企业量身定制，资料开放，OEM、ODM、PCBA，

灵活的合作方式

品质保障

北京迅为电子有限公司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是国家认定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领先的嵌

入式平台技术提供商。通过 ISO9001 体系认证。可以使用产品质量得到根本的、保证。能持续稳定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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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供预期和满意的合格产品。

迅为对产品质量高度重视，每一款产品都会在设计、采购、生产、出入库等环节严格把控，确保产品

的合格率以及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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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迅为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产业基地丰慧中路 7 号新材料创业大厦

销售热线：010-58957586

售后服务热线：0312-6796610

开发板官网：http://http://topeetboard.com

方案官网：http://http://topeet.com

公众号 官方店铺

http://http:/topeetboard.com
http://http:/topeetbo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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