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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PRO 6000 编程器
芯片能写多快，我们就能编多快

采用全新 Smart-FPS 架构的 SmartPRO 6000 编程器，内含专为编程应用优化的 4 核高性能处理器，配合蓝电 (BlueThunder) 引擎，实

现 200MByte/s 的理论数据传输带宽，远超目前芯片极限，可支持高达 2TB 的高密度器件编程。

SmartPRO 6000 编程器相对于同类产品在 eMMC、Nand Flash、Serial Flash 等芯片烧录速度上都有卓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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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的 NAND FLASH/eMMC 母片分析功能

eMMC 烧录方案（支持多种烧录模式）

烧录实测数据对比（编程 + 校验）

操作模式 操作 特点

普通存储模式 将 User Area 当做普通存储器使用 无需分区，只把EMMC当做普通存储器使用

自定义分区模式 自定义 Partition 分割，根据用户自己的应用设置分区 高级应用，制作母片

母片扫描模式 智能分析母片的所有分区及数据，并将母片的分区、数据完整地拷贝到子片上去 批量拷贝母片

自己设置烧录工程
王小姐从事芯片烧录管理工作，以前烧录NAND FLASH时需要请

研发工程师到现场，工程设置复杂、测试频繁，导致进展缓慢。

使用母片分析
现在使用母片分析功能，只需点击几下鼠标，软件自动生成所需

工程，复杂烧写算法轻松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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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压杆结构 : 提升编程效率、延长使用寿命、降低耗材成本

NAND FLASH 烧录方案（支持多种烧录模式）

烧录方式 操作 特点

文件镜像 用户将文件镜像调入至指定地址中 可灵活配置，方便程序升级

母片分析 用户提供一颗可以正常运行的母片 智能分析母片数据、分区，操作简单

用户定制 用户提出定制需求 量身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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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PRO T9000-PLUS编程器
功能特点

在原有第七代时序发生电路上进行全面升级，保证老旧芯片的可靠烧录

采用全新I/O口驱动技术，信号输出零过冲，保证烧录良率。更加快速的

I/O与电源切换速度，支持更多芯片，编程速度更快

完善的NAND FLASH量产解决方案，实现bootloader、操作系统和文件

系统的一次性完整烧录

可靠烧录，管脚自检，过流保护

快速编程，由FPGA产生精准高速时序

支持脱机，标配内置电子盘，选配外置CF卡

脱机可控烧片数量，防止机密数据泄露

支持各种通用适配器对不同封装的芯片进行编程，支持1.8V低压器件

时序升级，依靠与各大厂商的良好关系，准确、及时的提供各种芯片的编

程支持

编程软件一键操作，自定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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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SmartPRO T9000-PLUS SmartPRO 5000U-Plus SmartPRO X8-PLUS

外观

硬件架构 高速 CPU+FPGA 高速 CPU+FPGA 高速 CPU+FPGA

通讯接口 USB 2.0( 高速 ) USB 2.0( 高速 ) USB 2.0( 高速 )

脱机模式 √ √ － 

内置电子盘 √ √ － 

CF 卡 √ √ － 

驱动脚数量 48 48 48

SRAM 测试 √ √ √

TTL/CMOS 测试 √ √ √

NAND flash 支持 √ √ 部分支持

大容量 flash 支持 √ √ √

ARM 芯片支持 √ √ 部分支持

编程方式 锁紧座 锁紧座，ICP 下载线 锁紧座，ICP 下载线 

支持器件数量 20,000( 持续升级 ) 20,000( 持续升级 ) 18,000( 持续升级 )

产量控制功能 高级产量控制 / 远程产量控制 ( 需授权 ) 高级产量控制 / 远程产量控制 ( 需授权 )  

软件免费升级周期 每周 每周 每周 

使用场合 量产 量产 / 研发 量产 / 研发 

备注 智能高速量产型拷贝机 脱机、量产、通用  

型号 SmartPRO 系列产品规格参数

器件支持
EPROM、Paged EPROM、并行和串行 EEPROM、FPGA 配置串行 PROM、NOR FLASH 和 NAND FLASH 存储器、BPROM、

NVRAM、CPLD、MCU、Firmware HUB、ARM、标准逻辑器件（TTL\CMOS）等，器件工作电压 1.8~9V

封装支持
DIP、SDIP、PLCC、JLCC、SOIC、QFP、TQFP、PQFP、VQFP、TSOP、SOP、TSOPII、PSOP、TSSOP、SON、EBGA、FBGA、

VFBGA、μBGA、CSP、SCSP 等

联机通讯接口 USB 2.0(High Speed)

选择配置 适配器

电源输入 AC 100V-240V/47-63Hz

电源输出 24V/60W

主机尺寸 564mm×205mm×50mm (L×W×H)

内置电子盘 32Mb×4（T9000 标配）

CF 卡 4（T9000 标配）

操作系统 Windows NT/2000/XP/Win7/VISTA

类型 容量 编程（秒） 校验（秒） 编程 + 校验（秒）

E28F128J3(Parallel Flash) 128Mb 106.4 9.3 115.7

28F640W30(Parallel Flash) 64Mb 17.5 7 24.5

W25P80(Serial Flash) 8Mb 9 7 16

P89V51RD2(MCU) 64K Bytes 3.5 1 4.5

规格参数

烧录速度表

选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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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座产品属于耗材,如非产品质量问题,一经售出,不得退换.

适配座

适配头：使用全球最好的                                                        

等品牌，原厂供货，质量保证；

使用寿命：配合SmartPRO系列编程器使用，寿命

更长，可达适配头寿命的最大极限。为确保烧录

正常，请使用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正品

适配座；

兼容性：最大限度地兼容相同封装的芯片，降低客

户成本；

更多适配座*信息请浏览http://tools.zl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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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座



请您用以上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我们会为您安排专家现场测试，并提供免费样机试用和报告分析服务！

广州销售部：020-38601721

北京分公司： 010-62536178-128

武汉办事处： 027-87168497-613

上海分公司：021-53865521-805

上海分公司（杭州）：0571-89719493

上海分公司（南京）：025-68123923

重庆办事处：023-68797619

成都办事处：028-85439836-804

西安办事处：029-87881295

沈阳办事处：18940293816

厦门办事处：18650195588

天津办事处：13501051347

联系方式：

VOL.001

海量的 IC 支持，提供及时的时序升级
依靠着与各大厂商的良好关系，现已支持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 MCU/Flash/CPLD/FPGA 等芯片，并且能够准确、及时的提供各种新芯片

的编程支持，最大化满足客户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