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T809H 编程器使用说明书 

 
编程器网站： http://www.ifix.net.cn 中文名（爱修网） 

虽然软件已经做到尽可能的减少用户的操作步骤，提高工作效

率，但还有一部分用户，对于这种简便的操作不太熟悉，下面就这问

题做个简单的说明。 

全新安装好软件及驱动，插上编程器，等待系统完成驱动的安装，

注意：等安装完后，再打开软件，这时就可以在软件中查看到机器的

序列号，说明驱动基本上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可以测试一下读写。 

RT809H 已经申请了国家 6 项技术专利，特别是具有智能感知功能，

绝大部分芯片可以任意放置锁紧座上，然后锁紧芯片，点击智能识别，

基本操作与 809F 一样。 

RT809H 外观、接口说明： 

一：正面图，HMI 是预留人机接口，目前只有 TSOP56 封装用到。 

 

http://www.ifix.net.cn/


 

二：DC 侧面图，除了连接电脑的 USB 插座外，还有一个 DC 电源

插座，供电范围 9~12V，注意，插座是外负内正。若用外接电源，要

按一下另一面的按键；请别用劣质电源，否则引起的损坏，概不保修。 

 

三：刷机接口侧面图，串口、eMMC 读写、在线升级接口，开关 

 

侧面按键，电源开启键，兼做 VGA 信号切换键 

注意：在线读写 eMMC，最少需要找到 VCC、GND、CLK、CMD、

D0， 5 根线，焊好后，对应编程器的插座标识连接，然后，在输入

芯片印字选 EMMC_AUTO_ISP 点确定，再点读取（或者写入），软

件会识别出正确的型号及进入下一步的操作；有些板卡的 VCCQ 是



 

1.8V，需要多飞一根线，并在软件界面点设置，选择 1.8V 电压；如

果电压都选择对了，还出现读、写出错，可以拆掉串联的 0 欧电阻，

从靠近 eMMC 侧飞线再试；有些电视板卡耗电量比较大，需要使用

板卡自身的供电或者外接 3.3V 给 eMMC 供电。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线读、写，线最好控制在 10CM 左右，尽可能

把 CLK、CMD、D0 与 CPU 的电阻拆除，排除一切干扰。 

维修量大的用户建议到爱修网淘宝直营店购买 eMMC 测试座，使用

更方便，而且离线读写相当快，最高是在线的 x8 倍。 

有关读取 NAND、eMMC,文件保存的问题说明一下，为兼容 FAT32

分区系统及 U 盘，超过 4G 的大文件，会自动分割为多个 2G 文件保

存，为了文件的完整性，注意！文件夹名称可以改（写清楚备份机器

的相关信息），但里面的文件名及后缀不能动。 

写操作：选择 NAND_AUTO(eMMC_AUTO_ISP)后，直接拖入后缀

名为 bin 格式文件，软件会自动合并写入芯片中。 

另外：因 NAND 位反转特性，出现的数据校验不一致性，究竟是与

弹跳座的引脚接触电阻大、还是芯片的本身问题，很难判断，所以

建议焊在简易板上读写，若使用了焊膏、洗板水之类的，请用无水

酒精，清洗干净，以免因其漏电，致使读取的数据不可用，以致写入

芯片，出现不可恢复的事故。 

还有，测试读取数据可用性时，最好不要动母片，可以找同样的芯片

写，然后上机验证。 

 



 

四：软件操作界面 

注意：编程器的序列号，截图时处理一下，不要轻易公开，否则后果

自负。 

 

五大特色功能： 

1：智能感知，芯片在锁紧座上任意摆放，无需看顾方向。 

2：NAND_AUTO,能识别大部分芯片，然后再进行读、写操作。 

3：EMMC_AUTO_ISP,能识别大部分芯片，然后再进行读、写操作。 

4：深度休眠功能，开启后，关闭软件，自动关闭编程器电源。 

5： SELFTEST，自检测试可检测编程器是否有故障。 

以下做个简单说明： 



 

目前除了 NAND 外，芯片可以任意摆放，不再局限于固定模式，智

能识别一点，人性化的中文提示，一目了然。 

有关 NAND、EMMC 芯片，在点智能识别，不能识别相应的型号时，

可以使用后面所说的功能，操作：在输入芯片印字栏中直接打上相

应芯片的类型 NAND_AUTO 或者 EMMC_AUTO_ISP，再点确定，

该方法适应于大部分芯片，若碰到不能识别，显示 UNKNOWN，及时反

馈到群里，并付上芯片的详细型号及操作时的软件截图。 

NAND_AUTO 

 

EMMC_AUTO_ISP 

在线读、写，最少需要焊接：VCC、GND、CLK、CMD、D0，5 根

线，连接线可以对照“三：刷机接口侧面图，串口、eMMC 读写、

在线升级接口，开关”、“七：串口升级定义，自制 3 根连接线”



 

下面的图片对应连接。 

示例参考图片： 

V8-MS80104-LF1V065_EMMC 读写连线图 

 

 



 

（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朋友，拍高清图片，做好标识，到网站相应的

版面，发分享帖，方便大家以后的操作；还有，备份的文件，最好发

到自己的网盘去，然后再把连接分享出来，造福大家）。 

开启与关闭深度休眠功能 

 

软件的 打上钩，保存后，关闭软件，可以使用编程

器，处理关断，0 功耗，需要唤醒时，按一下按键或者拔、插一下

USB 插头，就可以唤醒编程器，使其正常工作。 

[有关开启深度睡眠功能唤不醒的问题，正常使用是不存在这种情况

的。除非你读、写完后，不拔掉 VGA 与目标机器的连接，又关闭了

软件，那样是唤醒不了的。解决的方法很简单，重新拔、插一下   

VGA ISP 线，再按一下开关。] 



 

编程器自检功能 

 

输入芯片印字栏，直接打上 SELFTEST 然后点击确定 

接着点一下读取，正常显示自检测试通过，说明编程器是好的。 

针对用线夹用户的功能，在线读写 24、25 请自行设置 

 



 

 

选择该功能（降速、取消引脚接触监测），在线读、写，成功率大大

提高，因 809H 是 USB2.0 高速编程器。 

更多的功能，需要用户按需去选择。。。。。。。。。。  

五：部分操作说明 

1：  离线读、写快捷键。 

2：  在线读、写快捷功能键。 

3： 官方软件集合按键，点击它转到官方软件集。 

4：有关设置的功能，自己可以点开，进行查看，也许有你喜欢的。 

特别重要提示： 

不管目标机器或芯片的数据是好的，还是坏的，首先必须进行读

取（备份）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不清楚好、坏的情况下，请自行

注明。 

离线（在线）读、写的操作方法： 

1：先点 ，能正常识别出芯片型号的，就可以进

入下一步操作，点击 ，读完后会自动弹跳保存窗口，注



 

意文件名尽可能的写详细些，可以按（品牌 型号 主控_闪存_板号_

屏号）来标注。 

2：若接着想写新文件进芯片，可以把目标文件直接拖入软件中（或

者点击 ，选择目标文件），然后点 ，软件

会自动擦除并写入，再读一次，内部进行校验，若一致，校验通过，

若校验不通过，说明可能芯片引脚有接触不良或者损坏，请自行处理

或者更换同类的芯片测试。 

3：若只是需要写入，先点 ，接着点

或者拖入文件，再点 。 

六：官方软件集合界面及简要说明 

 

点击它，软件能检测到的主控，会自动选择



 

适合的软件，若不行的话，请手动选择相应的软件，至于官

方软件的使用，不清楚的话，请到教程区找相关的教程学习，

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在网站相关版块发求助帖子。 

七：串口升级定义，自制 3 根连接线： 

也可以自行去购买杜邦线，淘宝网上有专卖这种线材的商家 

 

注意：除 GND、TXD、RXD 是固定的，其余的输出，由软

件决定。 

八：VGA IN 接口是连接电脑主机或者 VGA 分频器的输出端。 

一般不使用，直接用编程器自带的 VGA 信号就行了。 

九：VGA ISP 在线读写接口 

操作及功能与 RT809F 一样 

十：HDMI 接口 ISP 升级实例教程（可以参考 RT809F）： 

 

http://www.ifix.net.cn/thread-5108-1-1.html 

 

http://www.ifix.net.cn/thread-5107-1-1.html 

 

通过 RT809H 在线读写 HDMI 接口的 EDID 信息。 

http://www.ifix.net.cn/thread-5108-1-1.html
http://www.ifix.net.cn/thread-5107-1-1.html


 

RT809H 支持 HDMI 升级方式，但并非所有的电视主板都支持

HDMI 接口升级固件程序，这功能是由板卡厂商的设计决定。 

十一：有关驱动正确安装好，或者后期使用中出现不连机的

解决方法，具体看图片说明。 

 



 

 
 

其它兼容 RT809F 所有功能： 

1：如何离线读写 25 系列闪存芯片？ 
 

http://ifix.net.cn/thread-2550-1-1.html 
 

2：如何读写笔记本 EC 芯片 KB9012？ 
 
  http://ifix.net.cn/thread-11869-1-1.html 
 
3：如何读写 PIC12F629 PIC12F675 这类 MCU？ 
 

http://ifix.net.cn/thread-5557-1-1.html 
 

4：如何读写 S3F9454 S3F9488 这类 MCU？ 
 

http://ifix.net.cn/thread-12370-1-1.html 

http://ifix.net.cn/thread-2550-1-1.html
http://ifix.net.cn/thread-11869-1-1.html
http://ifix.net.cn/thread-5557-1-1.html
http://ifix.net.cn/thread-12370-1-1.html


 

 
5：如何读写液晶屏逻辑板数据？ 
 
  http://ifix.net.cn/thread-16244-1-1.html  
 
6：如何查看液晶电视打印信息？ 
 

http://ifix.net.cn/thread-3722-1-1.html 
 

7：DVD 如何测码配遥控？ 
 

http://ifix.net.cn/thread-2832-1-1.html 
 
http://ifix.net.cn/thread-2613-1-1.html  
 

8：如何自己添加 25 系列闪存型号，扩充编程器的器件支持数

量？ 
 

http://ifix.net.cn/thread-3247-1-1.html 
 

9：如何自己添加第三方工具软件，增加编程器的功能？ 
 

http://ifix.net.cn/thread-6515-1-1.html 
 

10：如何快速增加论坛账户的积分？ 
 

http://www.ifix.net.cn/thread-8988-1-1.html  
 

11：驱动重装连接方法（与 F 一样请自行参考解决方法） 

 

http://www.ifix.net.cn/thread-11085-1-1.html 
 
=============================================== 
编程器，更多的功能还在不断推出，请以最新版软件为准。 

 
RT 系列  传承十载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http://ifix.net.cn/thread-16244-1-1.html
http://ifix.net.cn/thread-3722-1-1.html
http://ifix.net.cn/thread-2832-1-1.html
http://ifix.net.cn/thread-2613-1-1.html
http://ifix.net.cn/thread-3247-1-1.html
http://ifix.net.cn/thread-6515-1-1.html
http://www.ifix.net.cn/thread-8988-1-1.html
http://www.ifix.net.cn/thread-11085-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