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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欢迎阅读第 3 期

归根结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福祉。它关乎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对整个
社会的正常运转也至关重要。人类的创造力也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正如恩智浦公司
的目标是汇集英才，共同创造突破性的技术，助力完善互联世界。

恩智浦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致力于持续改进——从设计、生产对地球和社会具有积极
影响的科技产品，到采取行动在运营中实现碳中和，再到增加全球恩智浦女性员工
人数，增加美国少数族裔员工人数，在整个供应链防止出现人权侵犯问题。

《可持续发展故事》杂志为半年刊，本期概述了恩智浦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我们付
出的努力，团队成员和合作伙伴，恩智浦每年春季发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也记
录了上述内容。

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勾画采用更多智能技术的世界，探索智能技术创新将在创造更
加可持续的社会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将阐述恩智浦如何实现智慧农业计划，
帮助构建更加可持续的粮食生态系统。我们的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 (DE&I) 系列专
题将探讨无意识偏见及其对工作场所的影响，讨论如何把握机会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激发员工的最佳工作表现。我们还将发布对人权原则的立场，强化履行为团队成员
提供安全互助的工作场所的承诺。

以上只是本期内容的简要概览；本期杂志还包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阅览。欢迎访问
恩智浦官方网站和博文，或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浏览我们的新期刊及其他内容，
加入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之旅。我们将在明年春季发布下一期恩智浦《可持续发展故事》。

我对恩智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承诺感到振奋，也为恩智浦致力于提升全世界
人民生活质量而感到骄傲。

Jennifer Wuamett

恩智浦半导体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及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目录

为全人类打造更智能、更加可
持续的世界

开拓创新，造福公众

恩智浦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

揭秘无意识偏见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在充满变革的时代保护人权

恩智浦《可持续发展故事》，本期我们将重点阐述以
人为本的理念。

我们希望构建无障碍的世界，通过技术创新来打造更美好、更安全、
更加可持续的世界，并在社会和环境方面不断进步。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nxp-semiconductors-releases-annual-sustainability-report-outlining-renewed-commitments-to-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goals:NW-NXP-SEMICONDUCTORS-RELEASES-ANNUAL-CSR?cid=PR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sustainability-and-esg/social-responsibility/labor-and-human-rights:LABOR-AND-HUMAN-RIGHTS?cid=PR
https://www.nxp.com/docs/en/supporting-information/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2021.pdf?cid=PR
https://www.nxp.com.cn/?cid=PR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smarter-world-blog:BLOGS?cid=PR
https://twitter.com/nxp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leadership-team/jennifer-wuamett:JENNIFER-WUAMETT?cid=PR
https://twitter.com/n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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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人类打造更智能、
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我们知道，智能技术能够让生活更加美好
和便利。但现在，智能技术还能够帮助我

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更智能的世界

恩智浦将把握每一个用

智能技术创新改善生活

质量的机会。因此，我

们不仅要实现这些创新，还要将其成果

转化为实际应用，改善我们生活工作的

模式。

边缘创新

现代生活的便利都依赖于我们使用电子

设备接收传输数据的网络。恩智浦正在

通过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创新，转变这种

传统模式。我们期待这一转变也有益于

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快、更好、更安全

的技术体验。

归根结底，边缘计算创新是为了提高人

们的生活质量。试想一下，边缘计算需

要在常用电子设备中嵌入更多的人工智

能 (AI)、机器学习和处理能力。它们可

以直接感知和响应我们的需求，而无需

连接到云网络。这意味着电子设备可以

更快速、更主动地完成更多工作。

也就是说电子设备不仅能够响应命令，

还能在发出命令之前就预测到。设备运

行完全在本地，快速且安全。

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去年，人与

计算机生成的数据总量超过 64 ZB。很

难想象出这个数字有多大（64 后面加上

21 个零），这个数字预计还将继续呈

指数级增长，再过十年，我们预测将有

750 多亿部互联设备投入使用。

这将对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我们

预测，能更合理地使用能源，并支持其

他设备提高效率的设备最为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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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能源更少

从可穿戴设备到 5G 基站，设备

的能耗将会降低。电池充电器能

效更高，更先进的技术将会延长

移动设备和固定设备中的电池使

用时间。更智能的世界将为人们

提供更多智能工具，协助管理大

型系统的能源使用方式。更高效

地利用能源，将有助于减少电量

需求。

减少浪费

用于边缘计算的低功耗处理器产生的

热量浪费更少，消耗的能源也更少，

因而能够减少碳排放，并且可以通过

无线下载进行升级，实现安全性和功

能更新，从而延长使用寿命，减少电

子设备垃圾的产生。这有助于打造智

能楼宇和智能汽车（比如电动汽车），

通过提高能效来减少碳排放，充分利

用在本地获取的可再生能源。

提高生产力

提高生产力意味着事半功倍，试

想一下，更智能的设备可以用更

少的电能完成更多的工作，同时

为用户节省时间。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可以提高工业设备和流程

的运行效率（也就是增加“正常

运行时间”），从而避免成本高

昂的维修，防止延误生产。

支持医疗保健

创新技术将继续推动可穿戴设备

的发展，用于监测健康状况，敦

促患者尽早采取治疗，早期干预

有助于避免后期耗时更长、所需

资源更密集的治疗。远程连接（远

程医疗）可支持远距离诊断。创

新技术让人们更加健康，同时拥

有更多途径保持健康状态。

边缘创新的四大优势，让我们的生活方式
更加可持续：

恩智浦愿景：以人为本、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更智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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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未来
最有用的设备将
更明智地使用能
源，并支持其他
设备提高效率。

更智能的世界

创新的影响：

根据预测，截止 2030 年，互联网

边缘的经济规模将达到 4~5 万亿

美元，这意味着我们目前所设想

的应用场景和优势只是冰山一角。

未来的家庭不仅会实现智能化，而

且具有感知功能，在我们需要时可

以随时随地使用交通运输服务，生

产线始终保持正常运转，人们的生

活也将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我们对

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更清晰的认识

和更好的把控。

实现这种愿景的关键在于创新，不

仅要为各种设备提供软件、降低使

用功耗、增强性能，还要促进半导

体厂商、系统开发商、OEM、软

件开发商、网络基础设施运行商之

间的协作。我们必须制定统一的标

准，让所有这些边缘设备能够安全

可靠地连接和通信。

为实现这一切，创新将继续提升人

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相信，通过开

发创新技术，恩智浦将继续帮助打

造更加智能、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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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

无意识偏见
揭秘

每个人都带有偏见。重要的是，我们能认识到
自己对某些事物或某些人存在偏袒或偏见，并
不让这种偏颇对决策产生负面影响。

为满足当今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队伍的需求，恩智浦副总裁兼
DE&I 主管 Sherry Alexander 正在扩展恩智浦的 DE&I 计划，
让恩智浦成为能够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科技公司。

我们经常做出轻率的决策。每天生活中的

事物林林总总，第一印象往往根深蒂固，

令人不愿继续深入思考。无论是在个人生

活中，还是在职场上，仅凭假设和联想做

出决定似乎可以节省时间，但在与他人交

往时，不管有意无意，这种做法可能会带

来负面影响。

我们通常会基于以往的经验、看法、刻板

印象和其他信息来看待他人。我们习惯于

通过表面来判断他人身份，如肤色、发型

或体型，而我们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这种做法被称为无意识偏见或隐性偏

见，在职场内外，它都可能对所有人产生

负面影响。

恩智浦致力于打造平等包容的工作环境，

让团队成员感觉自己受到认可、尊重、重

视，但营造这样的包容氛围，需要我们有

意识地付出很多努力。我们要努力自我反

省才能认识到自己无意识的偏见，这个过

程有时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无意识偏见可

能有多种形式，自己认识到这种偏见，可

能是营造让每个员工产生归属感的工作环

境的第一步。

直面偏见

每个人都带有偏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对某些事物或某些人的偏袒或偏见，不让

这种偏颇对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习得

的社会规范和认知捷径让我们产生了无意

识偏见，导致微妙的排他行为。无意识偏

见可能在方方面面影响团队成员的体验，

从招聘和培训，到工作任务与晋升。认识

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这些不同之处不代

表“好”或“坏”，这是我们接受认可他

人的关键。

消除偏见

恩智浦认识到，多元化的背景和经验可为

工作场所赋予蓬勃活力，从而创造更出色

的成绩。我们致力于建立维护多元化人才

选拔渠道，为人才招聘、职业发展、个人

成长提供公平的流程。

近年来，恩智浦大力增加公司女性员工人

数，现在女性员工在恩智浦全球团队中占

37%。我们还增加了女性研发人员数量。

此外，我们优化了招聘制度，要求管理职

位候选人多元化，如果聘用了合格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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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智浦致力于打造平等包容的工作环境，
让团队成员感觉自己受到认可、尊重、重
视，但营造这样的包容氛围，需要我们有
意识地付出很多努力。我们要努力自我反
省才能认识到自己无意识的偏见。

或少数族裔员工，我们的员工推荐计划还

会给予更多的奖励。在美国，我们通过多

元化招聘制度，成功增加了黑人 / 非洲裔

美国人和西语 / 拉丁族裔员工的比例。

尽管建立多元化员工团队存在挑战，但我

们不断努力，为团队成员提供资源，打造

平等包容的企业文化。恩智浦员工人力资

源工作组（ERG）将定期开展多元化、平

等和包容主题的培训。恩智浦女性（WiN) 

ERG 为公司女性成员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

培训机会，ERG 小组不断寻找和创造机会，

对女性团队成员给予认可，让她们担任领

导角色。

我们还创立了内部资源中心，提供有关

跨文化协作、微歧视、偏见和同盟关系

(Allyship) 等主题的信息。今年，我们启动

了无意识偏见培训计划，让所有管理人员

审视自己偏见。

我们还努力深入了解员工选择离开公司的

原因。我们开展了主管及以上级别的多元

化员工离职问答，邀请全球女性员工和美

国少数族裔员工直接向我反馈离职原因。

这些问答调研为我们提供了员工工作体验

的一手信息，问答中直率的谈话有助于公

司发现目前和将来员工政策上需要改进的

地方。

包容融入日常

恩智浦认为，真正的多元化承诺不应仅限

于特殊的活动和培训，还要融入到日常的

工作生活中。去年，恩智浦启动了包容性

洞察——在每次会议开始前简单讨论包容

相关话题。此类日常活动旨在强调包容在

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公司团队成员

对此表示赞赏。有机会分享包容性洞察之

后，一位 LGBTQ 团队成员表示：“感谢

你让我分享这个故事。我一直将工作和个

人生活分开，两者从未有过交集。我感觉

自己这些年过着双面生活。恩智浦管理团

队创造的环境，让我能够调和两者之间的

关系，做回真实的自己。我无法形容这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十分感谢！”

这种做法以及我们促进多元化、平等和包

容的其他努力，例如认识自己的偏见，都

有助于营造平等包容的环境，让每个员工

都感觉自己受到欢迎、重视、认可，从而

增强协作，推动创新，让团队成员充分激

发自己的潜能。

DE&I

https://www.nxp.com.cn/company/blog/engaging-our-teams-through-inclusion-insights:BL-ENGAGING-OUR-TEAMS?cid=PR
https://www.nxp.com.cn/company/blog/engaging-our-teams-through-inclusion-insights:BL-ENGAGING-OUR-TEAMS?cid=PR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diversity-equality-and-inclusion:DIVERSITY-AND-INCLUSION?cid=PR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diversity-equality-and-inclusion:DIVERSITY-AND-INCLUSION?ci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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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verGames
第三届年度挑战赛： 
可持续粮食生态系统

恩智浦正在举办 HoverGames 全球挑

战赛，旨在探索无人机和漫游车的创

新应用场景，帮助构建可持续粮食生

态系统。

这 是 恩 智 浦 举 办 的 第 三 届“NXP 

HoverGames”挑战赛，以往几届比

赛均为解决社会面临的其他问题，例

如灾难管理和健康危机。挑战赛为编

程人员、开发人员、创新人士提供无

人机开发支持，用于探索未来实现可

持续粮食生态系统的软件和硬件解决

方案。

更多挑战赛相关信息，或者参加挑战

赛，请访问恩智浦 Hovergames 页面。

恩智浦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

恩智浦技术在
现代农业中的应用

智慧农业

https://www.hovergames.com/
https://www.hovergames.com/
https://www.hoverga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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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智浦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的统计，农

业是全世界最大的产业，它担负着养活全

球人口的重任，联合国估计，到 2050 年

全球人口将从 77 亿增长至 97 亿。让农业

更加可持续，不仅是理所当然，也是维系

人类生存的关键。

感应变化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非常复杂，存在诸多

变化因素：植物和动物所在的环境不断变

化，且变化内容各不相同，因此在不同的

时间，动植物会产生不同需求。使用传感

器进行监控，不仅能够帮助农民更加快速

准确地响应这些需求，还可在问题影响到

正常运转之前，提前预测、满足需求。

例如，在使用传感器之前，如果有一头家

畜生病，农民必须医治所有家畜，因为在

其他家畜出现症状之前，他们无法确定哪

些被感染。这种风险农民难以承担。借助

当前的传感器和机器学习 (ML) 方法，农

场工作人员能够识别病畜，进行针对性治

疗，打造出更健康的有机农业，并带来其

他可持续发展优势。基于视觉的机器学习

解决方案能够提醒农场人员哪些家畜出现

了跛行，以便对病畜进行治疗，消除其痛

苦，尽可能降低损失。

恩智浦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涉足农业，

利用射频识别技术，助力实现上述目标。

该技术非常常见，例如 RFID 标签用在服

装等商品上，便于识别和跟踪。农民几十

年来一直 RFID 跟踪动物原产地数据和供

应链渠道。

恩智浦的 NTAG SmartSensor 在 RFID 的

成功基础上更进一步，提供更加稳定、精

细的遥感功能，包括动植物的温度、动作、

光照和环境条件。

重要机遇

农业生产活动非常复杂，对我们的生活具

有重大影响，而推动农业实现更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机遇同样不容错失。

农业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在美国，农

业用水约占消耗性用水量的 80%，不会回

归到环境水体中），农业用水中多达一半

会流失。化肥和农药的长期误用或滥用，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industries/sustainable-agriculture
https://www.un.org/zh/global-issues/population
https://www.nxp.com.cn/video/ntag-smartsensor-animal-tagging:NTAG_SMARTSENSOR_ANIMAL_TAGGING?cid=PR
https://www.nxp.com.cn/video/twelve-minutes-smarter-machine-learning-and-image-processing-demystified:IMX8M-PLUS-ML-IMAGE-PROCESSING-DEMYSTIFIED-VID?cid=PR
https://www.nxp.com.cn/video/twelve-minutes-smarter-machine-learning-and-image-processing-demystified:IMX8M-PLUS-ML-IMAGE-PROCESSING-DEMYSTIFIED-VID?cid=PR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rfid-nfc:RFID-NFC?cid=PR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rfid-nfc/nfc-hf/ntag-smartsensor:NTAG-SMART-SENSOR?cid=PR
https://www.agfoundation.org/common-questions/view/do-farmers-waste-water
https://www.farmprogress.com/commentary/were-too-dependent-synthetic-fertiliz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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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围社区产造成影响（并导致作物成本

提高）。近半旱地作物被送上餐桌之前

就已损失（另据估计，全球有 1/3 的食物

会损失或浪费掉）。农业既是全球气候

不断变化的受害者，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因为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高达 29%。

世界银行提出了一种名为气候智能型农

业 (CSA) 的方法，利用现有的知识和技

术来应对这些相互关联的挑战，消除效

率低下问题，从而提高生产力、增强适

应力、减少排放。恩智浦传感技术低功耗，

可以与捕获并读取数据的自动化系统无

线连接，非常适用于实现上述目标。

智能传感器，包括摄像头，可以与恩智

浦边缘处理器配对，根据观察采样结果，

更准确地识别哪些植物需要多少水，以

及最合适的化肥浓度。机器学习还可帮

助农民及早发现害虫，以便采取必要预

防措施，包括使用合适的农药，或者喷

洒生物防治剂。

农民希望获得更好的收成，恩智浦产品

和技术可以提供大力帮助。我们都希望

在餐桌上享用成熟、甘甜的水果，但现

实是果园的种植条件各不相同，可能严

重影响果农（及商店）供应优质水果的

能力。有些植物日晒过多，有些植物光

照不足。不同种植区的土壤温度和含水

量也不尽相同。NTAG SmartSensor 可

以记录每日光照时长、温度变化和土壤

水份含量。有了这些数据，灌溉可以更

高效，从而提高作物产量。传感器还可

为农民指示哪些作物可以收割，哪些作

物尚未成熟，让我们能够享用美味的成

熟水果。

本期故事首次介绍了恩智浦智能技术和

可持续农业。在下一期《可持续发展故事》

中（2023 年春季第 4 期），我们将讲述

更多相关精彩故事，我们将讨论影响当

今农业的其他挑战和创新技术，更重要

的是，随着人口增加，粮食供应必须不

断增长，我们将阐述这些技术的发展对

粮食供应的潜在影响。

恩智浦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

农业生产活动非常复杂，对我们的生
活具有重大影响，而智能技术推动农
业实现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同样
不容错失。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8521X16302384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climate-smart-agriculture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climate-smart-agriculture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rm-processors/i-mx-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8-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8m-plus-arm-cortex-a53-machine-learning-vision-multimedia-and-industrial-iot:IMX8MPLUS?cid=PR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rm-processors/i-mx-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8-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8m-plus-arm-cortex-a53-machine-learning-vision-multimedia-and-industrial-iot:IMX8MPLUS?ci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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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在充满 
变革的时代
保护人权

12 月 10 日，全世界将迎来世界人权日，

它是为纪念联合国在 1948 年通过《世

界人权宣言》而设立的纪念日。75 年

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第一个计

算机程序刚编写完成，半导体、手机

以及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各种技术还

只是未来的设想。

恩智浦通过日常行动倡议和反复评估，

展示对人权的尊重，确保符合行业利

益相关者不断提高的预期。恩智浦适

时调整人权政策，应对持续变化带来

的挑战，包括在 2022 发布更新版人权

原则声明，在日常工作中持续严格实

施人权政策，在企业内部和供应链保

护和尊重人权。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影
响着我们的工作方式。保护和尊重人权
是恩智浦 ESG 承诺中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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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创新

更新版人权政策重申了我们的核心承诺，

即维护与全球原则和实践一致的人权价值

观，以便发现和消除与公司运营中的任何

潜在负面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人权政策完

整版。

我们通过多种创新方式来实施人权政策，

包括通过持续的支持和培训，向团队成

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灌输人权意识和责任

感，为他们建立提供反馈和报告问题的机

制，另外还开展各种活动审查和跟踪人权

政策的执行效率，并通过年度企业可持续

发展报告公开报告我们在这方面的表现。

积极采取行动

更新版人权政策明确规定了当我们发现实

际或潜在的侵犯人权行为时，应采取的行

动措施。首先，我们将与团队成员和 / 或

受影响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协作，共同制定

解决和消除人权问题的行动计划。然后，

我们将实施这些消除和改进措施，并跟踪

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同时确保与内部和外

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协作和沟通。

点击此处查看我们在 2021 年的评估结果

和行动，包括在恩智浦内部的行动，以及

与供应合作伙伴共同采取的行动。

应对变化的挑战
恩智浦的制造、供

应、服务范围覆盖

全球，随着企业和

世界开发并提供新

的技术和体验，团

队成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生活中可能出

现很多变化。

因此，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履行承诺，提供

尊重人权的工作环境，保障工作环境安全

性，团队成员可自由交流协作，确保每一

位员工得到尊重。我们致力于确保公司没

有强迫劳动力、抵债劳工或童工，我们尊

重平等，倡导多元化和包容，没有歧视和

骚扰，尊重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恩智浦非常荣幸与其他领先企业和非政府

组织 (NGO) 共同庆祝世界人权日，继续

致力于践行人权原则。

更新版人权政策重申了我们的核心承诺，
即维护与全球原则和实践一致的人权价
值观。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sustainability-and-esg/social-responsibility/labor-and-human-rights:LABOR-AND-HUMAN-RIGHTS?cid=PR
https://www.nxp.com/docs/en/supporting-information/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2021.pdf?cid=PR
https://www.nxp.com/docs/en/supporting-information/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2021.pdf?cid=PR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sustainability-and-esg/social-responsibility/labor-and-human-rights:LABOR-AND-HUMAN-RIGHTS?ci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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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新，
参与全球合作
恩智浦的公共合作计划 (PCP) 团队利用

公司的专业技术和资源，在全球各地参

与数十个项目，专注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解决方案快速上市。我们还认识到功能

安全与信息安全是影响用户是否愿意接

纳新技术解决方案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项目旨在让恩智浦与联合国多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履行企业使命，

在全球开展合作，加快取得突破，推动

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项目旨在让恩智浦与联合国 (UN) 多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履行企业使命，在
全球开展合作，加快取得突破，推动世界的
可持续发展。

开拓创新，造福公众

造福公众

https://www.undp.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utm_source=EN&utm_medium=GSR&utm_content=US_UNDP_PaidSearch_Brand_English&utm_campaign=CENTRAL&c_src=CENTRAL&c_src2=GSR&gclid=CjwKCAjwx7GYBhB7EiwA0d8oe3Hfxk1XZy1O4poW-ZTSCEdh8SdiUSGxdvdGXlD3iMO0w9qlGO_CsBoCzXkQAv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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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可持续发展

开拓创新，造福公众

没有安全保障

能够更好地产生、分配、贮存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必须

确保这些技术安全可靠，才能推广普及。恩智浦面向多个革命性项目

推广应用安全知识。

因为没有安全保障就没有可持续发展。

更安全的风力发电机

2021 年，风力涡轮机在全球的总发电

量达到太阳能发电的两倍，足够满足

全球 7% 以上的电力需求。但是，由

于碰撞风险和栖息地丧失等威胁，风

力发电机可能对蝙蝠等野生动物产生

负面影响。 

研发项目 Drones4bats 旨在为自主测

量无人机开发原型，用于在更大高度

收集更多移动数据。该项目可拯救蝙

蝠的生命，同时帮助德国的一家工厂

提高风力涡轮机运行效率。

恩智浦的主要任务是开发一个平台，

在无人机升空、降落、充电过程中实

现安全通信，并提供有关风力和其他

可变因素的实时数据。这需要利用恩

智浦在处理器、UWB、77Ghz 雷达方

面的领先技术优势，实现自主任务控

制和防撞，并自动将数据传输至云端。

更安全的电池

为电动汽车供电的锂离子电池并非只有供电

的作用。它们还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和环境

条件来预估和管理多种可变因素的技术设

备，例如充电、输出和范围，是实现更好的

性能、更安全的运行和最终回收利用的关键。

SENSIBAT 项目的全称为“面向性能和安全

性增强型智能电池系统的电池集成感应功

能”，它是由来自 7 个欧洲国家的 12 家合

作伙伴组成的联盟，专注于为先进电池管理

系统 ( 简称“BMS”) 开发新型传感器。

恩智浦法国、荷兰团队与系统合作伙伴携手

合作，实现合作伙伴方传感器数据的使用

和正确读取。这将有助于更顺利地开展试运

行，提供相关数据，从而进一步优化恩智浦

现有传感器和新型传感器的精度、速度和测

量水平。

PCP 团队负责处理协作项目的所有运营、

财务和法律事务，他们还负责监管恩智浦的

数十个其他公共项目。在今后几期《可持续

发展故事》中，我们将对这个令人振奋的项

目进行更多介绍。

https://yearbook.enerdata.net/renewables/wind-solar-share-electricity-production.html
https://wwindea.org/world-market-for-wind-power-saw-another-record-year-in-2021-973-gigawatt-of-new-capacity-added/
https://drones4bats.de/index.html
https://afdc.energy.gov/vehicles/electric_batteries.html
https://sensibat-projec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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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协作，本地行动

No eXtra Planet 由常驻荷兰的恩智浦团队

成员 Anne-Marie Paap 和来自德国汉堡的

Priya Saikumar 在 2021 年国际妇女节共同

创立。她们成立的小组专注于在恩智浦公

司内部树立环保意识并采取行动，共同保

护地球。同样常驻汉堡的 Michael Doescher

与 Anne-Marie 共同担任领导角色。

他们的 ERG 小组（全称为“员工资源小

组”）目前已建立负责生态保护、绿色交

通（针对通勤的团队成员）、绿色食堂（植

物源性食品）以及恩智浦工厂二氧化碳减

排计划的团队。

恩智浦积极鼓励团队成员组织起来，共同

参与对大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务。截止目

前，恩智浦共有十个 ERG 小组专门负责

可持续发展工作 , 包括黑人成就领导力团

队 (BALT) 和恩智浦女性员工 (WIN) 小组。

每个ERG小组基于所在地点和关注方向，

都得到了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和管理团队成

员的支持。我们的首席技术官 Lars Reger

倡议汉堡工厂的团队成员努力实现碳中和

目标，No eXtra Planet 是恩智浦在荷兰

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恩智浦的 200 多个团队成员加入了 No 

eXtra Planet ERG 小组，其中很多人定

期参加每月例会，另外还有 120 名团队

成员在 Yammer（员工内部社交渠道）上

关注他们的工作。团队利用这些推广活动，

鼓励员工参加地球日等环保活动，加强他

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17 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认识，并在今年年初主办了第一

次讲座，主题是半导体产业对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

小组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没

有“B 计划”，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

必须竭尽全力来保护这个唯一的家园。

恩智浦积极鼓励团队成员组
织起来，共同参与对大家具

有重要意义的事务。

恩智浦团队成员
组织起来，
参与全球协作， 
在本地开展行动



恩智浦网站将定期发布新的内容，欢迎大
家各抒己见，也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csr@nx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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