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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欢迎阅读第 2 期恩智浦《可持续发展故事》。

恩智浦相信科技是推动变革的强大动力。正因如此，我们矢志创新，致力于打造

更美好、更安全、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恩智浦近期发布了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详细介绍了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

的成绩和进展，并阐明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原则。

本期杂志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恩智浦的可持续发展之旅。

本期杂志围绕着可持续发展创新主题，展示恩智浦如何秉承我们可持续创新的理

念，运用技术推动全球发展。我为我们的持续进步感到自豪，并为未来即将开展

的工作感到振奋。我也希望本期内容能够为大家带来启发。

本期主题包括：

•  本期主题故事讲述电气化在交通运输领域带来的令人惊叹的广泛影响，及恩智

浦的智能安全技术如何助力实现这场变革。

•  我们的 DE&I 系列专题讨论恩智浦新启动的“包容性洞察”（Inclusion Insights）

计划，旨在公司各层面开展包容性的实践。

•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晶圆厂风貌一览，重点介绍如何回收并重复利用废弃物，这

是恩智浦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项举措。

•  恩智浦在传感器开发方面的最新创新，即开发能够从土壤中获取电能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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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我们的新故事

和其他相关内容，加入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之旅。《可持续发展故事》第 3 期正在

筹备当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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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电气化交通的未来

打造更智能、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回收和重复利用

开拓创新，造福公众

通过包容性洞察（Inclusion 
Insights）增强团队凝聚力

恩智浦 2021 年企业 
可持续发展报告：任重道远

构建生物物联网

推动初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事业

我们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半导体技术
在其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关键作用。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stories:SUSTAINABILITY-STORIES?tid=FSHBNR_20220421&
https://www.nxp.com/docs/en/supporting-information/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2021.pdf
https://www.nxp.com.cn/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smarter-world-blog:BLOGS
https://twitter.com/nxp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leadership-team/jennifer-wuamett:JENNIFER-WUAMETT
https://twitter.com/n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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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电气化交通 
的未来
交通电气化是未来的趋势，并且
从许多方面来说已经成为现实，
就让我们对这场变革背后的关键
创新技术一探究竟。

如果您曾在路上看到过电动汽

车 或 混 合 动 力 汽 车， 或 者 您

自己就拥有一辆，可以说您亲

眼见证了汽车走向电气化的变

革。但你可能没有看到的另一

场变革是汽车如何管理电池充

电和用电，如何连接和通过使

用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的方式

使出行更智能、更安全，以及

那些将重新定义我们如何安全

使用和维护汽车的创新技术。

电池只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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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只是起点

虽然电池并不是电气化革命的终点，但毫

无疑问，电池是掀起这场革命的起点。电

池作为动力来源，直接关系着汽车的行驶

里程和功能，进而影响用户接纳程度和满

意度。汽车电池完全不同于我们日常使用

的电池，比如，电视遥控器和其他设备中

的电池，在电量耗尽之后更换新电池即可。

电动汽车的电池则相当复杂，智能化设备

和半导体在电池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电池管理得越好，电动汽车单次充电后行

驶距离越远。

例如，电池管理系统 (BMS) 包括集成电路

(IC) 和传感器，可控制电压、温度和电流

等关键特性，从而最大程度提高电池的电

力输出，同时平衡电池各功能，确保其运

行安全。在前三大电动汽车厂商中，有两

家从 2021 年起开始使用恩智浦的 BMS（大

众汽车两年前选择恩智浦作为 BMS 战略

合作伙伴），在全球排名前 20 的车厂中，

有 16 家在其电池系统设计中采用了恩智

浦解决方案。

单击此处，深入了解恩智浦电池解决
方案。

恩智浦始终脚踏实地推动电
气化变革的每一步，助力早
日实现电气化的未来。

电气化未来已经初具雏形：

过去，可能还有人在质疑全球电气化转型，

但去年电动汽车销量取得的增长令人惊

叹，足以打消任何质疑。

2021 年， 全 球 电 动 汽 车 (EV) 的 销 售 量

达 到 675 万 辆， 相 比 2020 年 增 加 了

108%，其中包括乘用车、轻型卡车和轻

型商用车。全球所有领先车厂都已经开始

销售或计划推出电动车型，部分车厂不久

后将在个别市场只销售电动汽车，通用汽

车、沃尔沃、捷豹和梅赛德斯都已经宣布，

最快两年内（最迟 2035 年）将推出纯电

动汽车系列。事实上，车厂不断推出电动

汽车的新车型和新计划，几乎让人目不暇

接（就在本期杂志即将印刷之际，福特、

索尼和本田也公布了新计划）。

虽然汽车电气化转型始于转向电池为汽车

供电，但真正实现电气化绝不仅仅是使用

电池来取代油箱那么简单。

这不但意味着电池能为汽车提供足够的电

量将乘客和货物运载到目的地，电池充电

后能继续行驶，以及建立功能类似加油站

的充电基础设施；还意味着要确保所有上

路行驶的电动汽车的网络连接可靠且便于

访问维护，同时还能保护用户的数据和隐

私。实现上述各方面离不开汽车的功能安

全和网络安全，同时还需集成最新 AI 及

机器学习创新成果，实现辅助驾驶和自动

驾驶功能。

恩智浦始终脚踏实地推动电气化变革的每

一步，助力早日实现电气化的未来。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automotive/powertrain-vehicle-dynamics/electrification/battery-management-system-bms:BATTERY-MANAGEMENT-SYSTEM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automotive/powertrain-vehicle-dynamics/electrification/battery-management-system-bms:BATTERY-MANAGEMENT-SYSTEM
https://www.ev-volumes.com/
https://www.forbes.com/wheels/news/automaker-ev-plans
https://magazine.northeast.aaa.com/daily/life/cars-trucks/electric-vehicles/biggest-electric-vehicle-news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utos-transportation/ford-run-ev-ice-businesses-separately-2022-03-02/
https://www.cnbc.com/2022/03/04/sony-and-honda-team-up-to-develop-electric-cars-with-goal-of-sales-beginning-in-2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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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更低，里程更长

电池达到峰值效率后，接下来就是将电能

转化为扭矩来驱动车轮转动以及运行所有

车载技术（从娱乐系统到开关车窗）。汽

车本身是非常复杂的技术系统，使用电能

驱动数百种传感器和功能，而电动汽车对

技术的要求甚至更高。这意味着，要增强

驾驶体验，分配和使用电力与产生电力同

样重要。

恩智浦为车厂提供了构建下一代电动和混

动汽车的框架，即“电源控制参考平台”。

该平台集成了恩智浦的功率逆变器（它将

高压电池电能转换为驱动牵引电机所需的

电流）、我们的世界级微控制器、电源管

理系统芯片及栅极驱动器芯片，可以和其

它车辆系统的组件进行连接。目前排名前

20 的电动汽车 OEM 中，有 9 家的逆变器

项目中已经采用了该参考平台。

便捷、安全、快速地充电

与任何消耗能源的机器一样，电动汽车也

需要补充能量，这意味着需要为驾驶者提

供便捷、快速的充电设施，不论是公共的

还是私人的。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仅是增

加充电桩数量或简单地完成拔插，还必须

保障充电过程中的电力测量和付款交易的

安全及可靠性。

例如，电网运营商需要实时且可靠的电能消

耗数据，以有效地管理电力负荷。同样的，

能源供应商需要客户 ID、精确的能耗记录、

最新价格和计费信息，才能创建和发送费用

结算订单。此外，充电装置运营商需要记录

和分析性能数据，以便管理维护他们的设施。

最后，电动汽车充电桩厂商需要监控设备运

行状况，管理软硬件的维护及更新。

此类连接还可以支持各种创新，例如按需

调整电价、鼓励错峰充电、甚至允许车主

将电池中存储的多余电能返售给电网以满

足紧急需求。此外，还能让车主更轻松地

使用汽车，提升他们的满意度。

访问恩智浦网站，了解充电解决方案。

必须保障充电过程中的电力测量

和付款交易的安全及可靠性。

https://www.nxp.com.cn/design/designs/ev-power-inverter-control-reference-platform:RDPWRINVERTER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smart-city/infrastructure/ev-charger:EV-CHA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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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边缘和智能云结合使用，
实现负载平衡，确保电网不
会在充电高峰时段不堪重负。

恩智浦言出必行（且行之必果）
员工参与推动电气化革命

安全连接
谈到安全性，电动汽车可被视作车轮

上的一系列物联网设备的集合，换言

之，它们能够与其他车辆、周边基础

设施、以及云端数据互联，从而获取

实时驾驶信息及娱乐信息、访问和完

成机器学习任务以提升它们的功能（固

定充电桩也可通过相似方式连接）。

然而，这也可能为黑客留下“后门”，

因而电动汽车的网络安全与驾驶和充

电性能同等重要。

就在今年 1 月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上，恩智浦与合作伙伴联合演示了一种

能让用户远程访问电池和电源管理的解

决方案，汽车厂商可利用这一解决方案

提升车辆性能，并支持智能汽车。

通往 2030 年的道路将改变我们的
生活
未来几年，你将看到电动汽车的数量持

续增长或者自己也拥有一辆电动汽车。

据研究机构估计，电动汽车数量十年内

将会增长 10 倍（到 2030 年将从 1000

万辆增长至 1 亿辆甚至更多）。这些车

辆不仅会在其使用寿命内减少碳排放，

而且其对可再生能源需求的相应增加也

将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电气化转型将不仅影响我们的驾驶方

式，还有利于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恩智浦正在助力实现这个绿色未来。

进一步了解行业领先技术—— 
如安全连接。

恩智浦全球各地的许多团队成员正在
逐步接纳电动汽车或混动汽车，这也
改变了他们对汽车的看法。

我们位于奥地利
格拉特科恩工厂
的 战 略 副 总 裁
Thomas Lentsch

表示：“我的车

恩智浦中国
天津办公室
动力传动和
电气化产品
线系统应用

从 2015 年
开始，恩智
浦一直鼓励
员工探索电

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型，开车驰骋在格
拉茨周围的山间公路上，我感觉安静
而舒适。它让我有了完全不同的驾驶
体验：我关注的不再是速度，而是每
次充电后可以行驶的距离，还有驾乘
的平稳性。”

工程师 Robin Liu 也指出，电动汽车
不仅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而且也不
需要牺牲城市驾驶舒适度或里程。他

气化变革。当时，我们在苏格兰格拉
斯哥举办了一次演示活动，雷达产品
经理 Andy Turner 对汽车电气化趋势
坚信不疑。他表示：“我一度沉迷燃
油车，但毫无疑问，电动汽车才是汽
车的未来。从那之后，我家已经陆续
买了四辆不同的电动汽车。”

在新冠疫情期间，电动汽车试驾从未
中断，例如，我们在法国图卢兹的团
队组织了一场活动，演示奥迪的最新
款电动汽车（e-tron 采用了恩智浦的
电池管理系统）。恩智浦不仅仅是在
帮助塑造电气化的未来，这也是我们
的生活方式。

说道：“在城市使用电动汽车可以减
少污染，而且电动汽车安静平稳，虽
然达不到油车加满油后的行驶里程，
但日常通勤绰绰有余。”

https://www.woodmac.com/news/the-edge/future-energy--how-evs-transform-battery-demand
https://www.cnbc.com/2021/07/26/lifetime-emissions-of-evs-are-lower-than-gasoline-cars-experts-say.html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smart-city/infrastructure/ev-charger:EV-CHARGER
https://www.nxp.com.cn/video/audi-e-tron-nxp:AUDI-ETRON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automotive/powertrain-vehicle-dynamics/electrification/battery-management-system-bms:BATTERY-MANAGEMENT-SYSTEM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automotive/powertrain-vehicle-dynamics/electrification/battery-management-system-bms:BATTERY-MANAGEMENT-SYSTEM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smart-city/transportation: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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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电气化生态系统发展
电动汽车充电
高效、智能、安全

高效电能管理
首先是提供的精确安全计量的恩智浦 Kinetis MCU

和 Azure。

EDGELOCK 2GO

允许钥匙和密码轮换以便安装新应用 / 提供商专用证书。

“快速”7 千瓦
充电点

“超快”50 千瓦
充电桩

提供加密协议，实现与电动汽车的安全通信

和密码存储。符合 ISO 15118 标准。

实现电动汽车和云端之间的安全数据传输

（例如计费和新车品牌授权）。

从空电量到充满电

大约 35 分钟

锂离子电池组价格逐步降低

纯电动汽车电池组平均尺寸逐渐增加

千瓦 / 小时

mi

千瓦 / 小时

mi

安全芯片 (SE)

电池充电挑战

如何支付

欧洲市场向多渠道配送模式转变

恩智浦为电动汽车充电系统提供

高精度电能计量产品、智能安全

控制器以及网络安全产品

电能管理和信息安全

电卡

服务站 家庭 工作

公共 服务站

燃料 电动汽车 

智慧城市卡银行卡 手机

恩智浦 MIFARE 和 NFC 读卡器 IC
与 MIFARE® 2GO

•  精确测量电能输出

•  提高边缘设备的功能安全
与网络安全

• 云接入

•  用于计费和控制的标准化
设备 API

•  做好大规模部署准备

•  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学习
(ML)

• 可用性和可靠性

2030 
年目标

在欧盟地区安装至少
15,000 个充电装置

电动汽车电池

8 小时

+100 mi

640 万
2021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 当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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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

通过

增强团队 
凝聚力

包容性洞察 
（Inclusion Insights）

企业文化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我们
必须有改变的意识，并付出行动。

企业文化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我们必须

有改变的意识，并付出行动。恩智浦努力

在全球各个公司建设更具包容性的企业文

化，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包容性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 此， 恩 智 浦 启 动 了 Inclusion Insights

计 划， 在 公 司 上 下 践 行 包 容 性 实 践。

Inclusion Insights 的做法是在会议开始时

围绕具体的包容性主题展开一至五分钟的

交流。计划的目的是定期提醒所有员工，

让他们认识到在工作、家庭及生活的方方

面面保持包容的重要性。

该计划类似于“安全时刻”，在视员工安

全为头等大事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中，

这一概念十分常见。很多公司习惯在任何

会议开始时进行“安全时刻”交流。内容

可以是简单交流紧急出口的位置，也可以

是针对重大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和纠正行

动等进行深入讨论。

“安全时刻”以及现场的安全测量和安全

巡查等其他强调安全的活动，都是在日常

有意识地提醒大家安全的重要性，进而增

强员工安全意识，改变员工的行为习惯。

我们借鉴了这一做法，并应用到包容性

方 面。 在 正 式 会 议 开 始 时， 首 先 开 展

Inclusion Insight 活动，着重强调包容行为，

或者讨论某个具体的包容性主题，例如无

意识偏见。我们有目的地增强包容性意识，

展示我们希望在公司内部看到的行为，这

与恩智浦的核心价值观基础“信任和尊重”

息息相关。

包容性能够带来诸多优势，如提高员工对

公司的认同感、促进团队协作、提升工作

表现、激励创新。当团队成员感觉到自己

在一种包容的氛围中工作时，他们更愿意

大胆提出新颖的想法，挑战固有思维过程，

指出项目潜在风险和时间安排问题等。包

容性环境可以使所有团队成员感觉自己受

到尊重，并激发每个人的最佳工作表现。

我们创建了 Inclusion Insights 资料库，帮助

团队成员为员工大会等正式会议做好准备。

该资料库包含一系列的资料单，涵盖微攻

击、心理安全、弹性工作认可、办公环境等

主题。每张资料单简单介绍了一个特定主题

及其影响，以及一些实用提示和示例。

当团队成员都确信自身的价值，且得到接受

和尊重时，我们就能提高员工认同度、激励

创新和提高盈利能力。每个人都是赢家！

为满足当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队伍的需求，恩智浦副总裁
兼多元化、平等和包容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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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恩智浦网站，阅读有关恩智浦
的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计划的更
多内容。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diversity-equality-and-inclusion:DIVERSITY-AND-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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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和重复利用

回收危险废弃物

“我们更注重寻找机
会重复利用，而不只
是简单填埋。”

Jason Heironimus

奥斯汀工厂环境、
健康与安全 (EHS) 部门

奥斯汀工厂环境、健康与安全 (EHS) 部门

的 Jason Heironimus 表 示：“ 我 们 更 注

重寻找机会重复利用，而不只是简单填埋。

我们努力寻找利用废弃材料的方式和用

途，这样不仅能够增加重复利用和回收率，

还可以让整个供应链从中受益，并且减少

开支。”

例如，Heironimus 发现，半导体工厂废弃

的硫酸在现场和厂区以外都有重复利用的

机会。恩智浦将废弃硫酸复用于工厂废水

和排风控制系统的化学处理中，此外，还

将它们运送到其他地方，用作废水处理化

学品的生产原料。恩智浦奥斯汀工厂每年

用于此类用途的硫酸废弃物达 250 万磅。

另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材料是废弃光刻混

合化学品，它可以用作水泥窑的燃料，

还能用在其他可转化为能源的地方。恩智

浦的回收计划获得了德克萨斯州政府的褒

奖。即便是生产过程产生的乙二醇废弃物

在其他行业也有用武之地。

Heironimus 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废弃物都

可以不经处理而直接重复利用。

“制造半导体通常需使用氢氟酸。我们用

氢氧化钙中和氢氟酸时，会产生氟化钙，

通过水压机将其转化为无水盐。氟化钙可

以用作水泥制造的化学原料，从而减少对

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

“这意味着我们每年可将 180 万磅废弃钙

盐用于其他行业，而不是单纯填埋。这一

项废弃物重复利用计划非常成功。”

另外，恩智浦也会回收利用自己的生产设

备零部件，比如，将一家晶圆厂的基础设

施改造后用于泵送系统和集污舱。这样我

们可以对废液进行进一步分离和收集，让

它们得到重复利用或回收。

Heironimus 说道：“最重要的是，我们必

须与更多企业合作，为恩智浦的废弃物找到

更多的用途。我们不断寻找新的方式，联合

开发解决方案，让企业和环境从中受益。”

恩智浦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两家
工厂将产生的大多数工业“废弃物”
用于其他行业和应用，2021 年整体回
收率达到 87%。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worldwide-locations/united-states: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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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皮肤和其他奇思妙想

构建
生物物联网 (BIO-IOT)

“在不仅可再生而且可回收的电源上运行生
物物联网，这是个既有趣又让人期待的想法。”
Arjan Leeuwenburgh

恩智浦半导体设计中心 (CDC) 首席技术官

据估计，到 2030 年，移动和边缘设备数量将达到

750 亿 1，这将产生庞大的电力需求，因此太阳能

和风能等替代能源将更显重要。

恩智浦正积极探索创新

方法，尝试从可再生能

源中获取电能，最近我

们测试了一种由土壤中

的细菌供电的集成电路

(IC)。

1 资料来源：Omdia 2021 年上半年

物联网设备市场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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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皮肤和其他奇思妙想

不可思议的电源
植物生长过程中会产生有机副产品并排

放到土壤中，这些有机物随即被细菌分

离，释放出少量电子。这些电子可通过

类似电池充电的形式进行捕获——将

电荷转移到碳电极（阳极），然后再转

移到对电极（阴极）。通过这种技术获

得的能量，被称为植物微生物燃料电池

(P-MFC)，取决于包括燃料电池尺寸、

土壤类型和温度（在冬季捕获电荷的难

度更大）等多个参数。尽管如此，在典

型温带气候条件下，单个 P-MFC 电池

产生的电量足够运行一个智能传感器，

例如用于环境监控的传感器。

约两年前，恩智浦开始与小型初创公司

Plant-E 合作，他们的环境工程师专门

设计和生产能够收集和释放电能的电子

元件。

恩智浦团队迅速开发出演示这种技术潜

力所需的芯片，随后在位于荷兰埃因霍

温的公司总部进行了现场测试。测试内

容为连接传感器，大约每四小时发送一

次无线更新（每天六次更新），足够监

控水位等物理特性。测试的成功激励着

恩智浦进行更多创新和开发，我们开发的

高级模型在 2022 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进

行了演示，产生的电能足以支持每五分钟

一次的更新，每天产生 290 个读数，这表

明该模型可用于一系列其他传感和连接应

用，包括为边缘节点供电。

Bio-IoT 的潜力

P-MFC 技术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创新挑战，

包括如何在寒冷气候下收集电能。但 Bio-

IoT 蕴含着大量的潜在机遇。试想一下，

乡村地区的农田里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

我们可以利用土壤为传感器供电，监控庄

稼生长情况，或者使用 P-MFC 电池在温

暖季节收集储备电能，以备寒冷季节使用。

将智能手机随手插入身边的盆栽里充电可

能难以实现，但通过持续的创新，我们可

以在低功耗芯片上取得突破，为未来数

百万计的智能设备赋予全新的使用目的、

地点及方式。

在不仅可再生而且可回收的电源上运行生物

物联网，这是个既有趣又让人期待的想法。

恩智浦团队迅速开发出

演示这种技术潜力 

所需的芯片，并在位于 

荷兰埃因霍温的公司 

总部进行了现场测试

https://www.plant-e.com/en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sensors:SN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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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智能、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节能增效
变革所需的工具

智能可穿戴设备技术让我
们的生活更安全、更高效、
更有活力，但它受到至少
两个功能变量的约束

如果人人都做到节能增效，那么整个世界 

也将随之改变。

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理念是通过技术让我们

的生活更安全、更高效、更有活力，但它受

到至少两个功能变量的约束：设备能够做什

么（有多“智能”）；设备充电一次能够工

作多长时间（它的“可持续性”如何？）。

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和智能耳塞等各种可

穿戴设备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是它们

都需要低功耗，恩智浦的节电型 i.MX RT

跨界 MCU 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在 2022 年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 上，恩

智浦演示了帮助可穿戴设备节能增效的解

决方案。在智能手表中，i.MX RT500 MCU

可在高性能和低功耗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

每充电一次，电池可以使用三周。

它已用于 Garmin Venu2 和 Amaz�t GTR 

3 Pro 智能手表等产品。

这种创新对个人和全球都会产生影响：

个人用户工作和生活的位置称为“边缘”，

智能技术在边缘实现节能增效的同时，

也以更低功耗的方式将这些益处带给更

多用户。考虑到每个季度有数百万设备

销往全球各地，即使功耗稍微降低一点，

也能够减少对增设发电厂的需求。

如果人人都做到节能增效，那么整个世

界也将随之改变。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mobile/wearables:WEARABLES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mobile/wearables:WEARABLES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rm-microcontrollers/i-mx-rt-crossover-mcus:IMX-RT-SERIES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rm-microcontrollers/i-mx-rt-crossover-mcus:IMX-RT-SERIES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rm-microcontrollers/i-mx-rt-crossover-mcus/i-mx-rt500-crossover-mcu-with-arm-cortex-m33-dsp-and-gpu-cores:i.MX-R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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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恩智浦企业 
可持续发展报告

恩智浦在 2022 年 4 月发布了 2021 年企业

可持续发展报告，详细介绍了我们在过去一

年的工作进展情况，并阐明了引导公司未来

发展的策略和重点领域。下文介绍我们去年

取得的重要成绩，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承诺。

恩智浦 2021 年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

绩表明，我们在不断努力打造更美好、更安全、

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CSR 报告亮点

任重道远

恩智浦 2021 年 
企业可持续发展 
报告：
在运营、监管和业绩上取得
持续进步的一年

https://www.nxp.com/docs/en/supporting-information/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2021.pdf
https://www.nxp.com/docs/en/supporting-information/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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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报告亮点

任重道远

从环保的角度来看，与 2020 年相比，我

们在 2021 年成功地将标准化碳足迹（范

围 1 和 2）减少 11%。我们的碳足迹主要

来自于公司使用市政电力，以及由于使用

全氟碳化物 (PFC) 和导热流体 (HTF) 导致

的排放。

恩智浦的目标是到 2035 年实现碳中和，

2022 年初，我们正式承诺执行基于科学的

目标计划 (SBTi)。除了 2035 年碳中和目标

之外，恩智浦的另一个长期目标是过渡到

100% 可再生能源，在 2021 年，我们所用

电力的 31% 来自可再生能源。

另外，在 2021 年，恩智浦的标准化耗水

量相对于 2020 年减少 11%，整体废弃物

回收率提升至 76%（在本期《可持续发展

故事》的第 17-18 页讲述了位于德克萨斯

州奥斯汀的两家晶圆厂如何进行废弃物回

收和重复利用）。

再次强调，恩智浦所有冶炼厂都通过了针

对钨、钽、锡和金的“无冲突矿物”冶炼

厂认证（上一期杂志的第 8-9 页介绍了相

关内容）。

2021 年，恩智浦新增近 8,000 名雇员，其

中包括约 3,300 名女性员工，这一增长非

常喜人。目前，恩智浦全球团队中有 37%

为女性员工，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不断增

加。在美国，非裔美国人以及西语 / 拉丁

族裔员工的整体比例有所增加。我们制定

了新的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政策，我们在

奥斯汀和奥地利的工厂被评选为“最适合

工作的公司”或最佳雇主。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之旅仍在继续，为此我

们定期分析现有设备的性能，并寻求利用

可持续技术进行升级的机会。我们还在探

索使用替代化学品和 / 或材料的机会，力

图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新成果。

监管

去年，恩智浦落实了多项监管举措。首先

恩智浦任命了两位新董事会成员，他们拥

有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方面的背景。

此外，董事会定期审查我们的 ESG 策略和

长期目标。我们扩充了内部 ESG 管理委员

会，直接对接公司更多部门。

我们的进步得到行业认可，规模最大的独

立 ESG 评级机构之一 MSCI 在 2021 年将

我 们 的 评 级 从 B+ 提 高 到 AA。MSCI 和

其 他 几 家 领 先 的 评 级 机 构（ 包 括 ISS 和

Sustainalytics）都将恩智浦列为同类企业

中的领先企业。

2021 年， 恩 智 浦 的

标准化耗水量相对于

2020 年减少 11%，

整 体 废 弃 物 回 收 率

提升至 76%

https://www.nxp.com.cn/docs/en/brochure/SUSTAINABILITY-MAG-FALL2021.pdf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diversity-equality-and-inclusion:DIVERSITY-AND-INCLUSION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nxp-semiconductors-shareholders-appoint-new-directors:NW-SHAREHOLDERS-APPOINT-NEW-DIRECTORS
https://www.msci.com/
https://www.issgovernance.com/esg/
https://www.sustainalytics.com/about-us?utm_term=esg%20investing%20companies&utm_campaign=SFS+-+Competitor+Campaign&utm_source=adwords&utm_medium=ppc&hsa_acc=4619360780&hsa_cam=14815855113&hsa_grp=127480111893&hsa_ad=548925311664&hsa_src=g&hsa_tgt=kwd-358752292775&hsa_kw=esg%20investing%20companies&hsa_mt=b&hsa_net=adwords&hsa_ver=3&gclid=CjwKCAjwopWSBhB6EiwAjxmqDbookfmyAPBWp0HsL3qXv4dyZ6BVJFVeAdt0ztAFjn3uD0yIvNe6wxoCtMYQAv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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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恩智浦相信我们能够成为推动变革的强大

动力。去年，我们不断推出创新解决方案，

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2021 年，我们发布了最新一代的高性能

i.MX 应用处理器，它可以在计算机网络

边缘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从而降低设备

能耗。我们还发布了 eIQ®，它是一款易

于使用的软件开发工具套件，可以帮助厂

商轻松地为边缘智能家居和工业设备添加

智能。

恩智浦在 2021 年取得的另一项进步是推

出跨界微控制器，它可以让可穿戴设备和

智能手表充满电后的续航时间延长三倍

（在特定使用条件下），从而减少碳足迹。

在汽车电气化方面，恩智浦取得了重大进

步，我们的电池管理系统目前广泛应用于

中国的大型 eBus 电动巴士车队和印度的

电动自行车。同时，我们的功能安全 SiC

逆变器解决方案减少了电机的开关损耗。

欢迎阅读最新报告，了解恩智浦创新
成果和其他动态内容。

ESG 使命
开拓创新，打造更美好、更安全、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战略 指导原则

创新
推动创新，实现更美好、更安全、更加

可持续的世界

在运营中优化资源使用，带来正面的社

会影响

通过我们越来越多元化的全球团队，积

极推动履行可持续发展使命

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全球可持续发

展计划。通过提高经营和运营中的信息

透明度，明确责任机制，建立信任关系

尊重人权，营造道德、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寻求持续改进以保护地球环境

营造相互信任和尊重的环境，让团队成员携手

合作，推动创新，充分释放他们的全部潜能

通过稳定的治理体系、适当的目标和流程，

主动评估风险，增强企业韧性

不断突破，探讨新方法，开发创新的可持续

发展产品和解决方案

环境

社会

治理

恩智浦相信我们能够成为推动变

革的强大动力。去年，我们不断

推出创新解决方案，助力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未来。

CSR 报告亮点

任重道远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rm-processors/i-mx-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9-processors:IMX9-PROCESSORS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rm-processors/i-mx-applications-processors/i-mx-9-processors:IMX9-PROCESSORS
https://www.nxp.com.cn/design/software/development-software/eiq-ml-development-environment:EIQ
https://www.nxp.com.cn/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rm-microcontrollers/i-mx-rt-crossover-mcus:IMX-RT-SERIES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automotive/powertrain-vehicle-dynamics/electrification:ELECTRIFICATION
https://www.nxp.com/docs/en/supporting-information/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2021.pdf


16    |    可持续发展故事

开拓创新，
造福公众

打造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参与全球合作

恩智浦致力于打造更美好、更安全、更加可

持续的世界，这一承诺激励我们参与了数十

个合作研究项目，包括与政府、学术机构、

非营利性机构和企业合作伙伴的合作项目，

在方法、标准和解决方案上进行创新，提供

可扩展和值得信赖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下面是近期的几个
亮点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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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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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P 团队将负责处理合作项目涉及到的各

种运营、财务和法律问题，让恩智浦的技术工程师专注于研发工作。

这些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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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手合作伙伴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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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更强大的电池 扩展自动化
如果电池能够支持更远的行驶里程、缩短

充电时间且增强安全性，用户就会更有信

心、更容易接纳电动汽车 (EV)。恩智浦与

其他欧洲技术合作伙伴共同参与项目，开

发性能更强大的电池。

该项目名为 LIBERTY，除了优化电池，项目

任务还包括标准化电动汽车安全性和性能测

试，半自动电池拆卸协议拟定，以降低回收

和重复利用的成本。LIBERTY 的目标是直接

满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7、9 和

13，同时协调利用创新资源，应对气候变化。

恩智浦参与合作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开发用

于电池感测、诊断、控制的智能解决方案

和工具。这些解决方案和工具可以实现精

确而经济高效的电力计量，发现在电池使

用寿命内逐渐恶化的隐藏性能问题，及早

检测到电池之间的自放电率的细微变化。

作为为汽车和工业应用（包括 12V、48V、

高电压和电池组监控应用）提供可扩展电

池管理系统 (BMS) 的领先供应商，恩智浦

始终处于电气化转型的前沿。

最近，恩智浦参与完成了一个大型研究项目，

目的是开发网络安全和安全技术架构，大规

模用于自动驾驶汽车、铁路和医疗保健系统。

该项目名为 SECREDAS（跨域可靠自动化

系统产品安全项目），其目的是构建参考模

型，将高安全性和隐私保护结合在一起，同

时确保功能安全和运行性能，可用于未来的

汽车和设备，以增加自动化技术的应用。

参与这个项目的 70 多个合作伙伴分别来自

工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专注于创建概

念“蓝图”，用于扩展互联自动驾驶汽车的

网络安全和安全技术，这些技术也适用于铁

路运输、健康诊断、分析和通信领域的自动

化系统。

在这个项目中，恩智浦扮演着领导角色，

运用我们在车载网络、汽车高端处理器、

V2X、安全连接等产品和解决方案领域的专

业知识，帮助确保这些技术的安全使用。

最近，恩智浦参与

完成了一个大型研

究项目，目的是开

发网络安全和安全

技术架构，大规模

用 于 自 动 驾 驶 汽

车、铁路和医疗保

健系统。

打造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携手合作伙伴

那么“性能更强大的电池”是什么样的呢？不妨想象一下：

•  将电动车的行驶里程提升 20%（达到约 310 英里）

•  充电时间缩短一半（不到 20 分钟将电池电量充满）

•  使 用 寿 命 再 延 长 12 年（ 达 到 约 300,000 公 里 或

186,000 英里，增加约 140,000 公里或 87,000 英里）

•  在电池组被换下后，可以找到新的用途，让它们焕发

“第二次生命”

https://www.nxp.com.cn/company/blog/better-batteries-will-help-speed-up-ev-adoption:BL-BETTER-BATTERIES-WILL-HELP
https://www.libertyproject.eu/
https://www.nxp.com.cn/company/blog/building-trust-into-autonomous-technologies:BL-TECHNOLOGIES-SECREDAS-PROJECT
https://secredas-projec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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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
人工智能
未来十年内，预期将有数十亿部新型智

能设备用于家居和工业领域，人工智能

将继续发展，应用更广，构建起全面且

强大的智能基础设施，能够跨越整个大

洲，将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连接起来。

人工智能物联网 (AIoT) 兑现承诺、造福

人类的前提是得到用户的信任，让人们相

信它安全且高效。恩智浦已经发布了开创

性白皮书《算法道德》，阐述了人工智能

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及其在边缘计算领域

的应用，点击此处阅读该白皮书。

智能安全可信物联网项目 (InSecTT) 旨

在提供可解释的、值得信任的人工智能

技术。这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通用跨域

技术模块，面向安全可靠的智能无线系

统，适用于跨域用例，如医疗保健、智

能基础设施、城市公共运输、航空、汽车、

铁路、制造、海运、建筑和管理。我们

希望通过这种技术创新，帮助提高用户

信任度，鼓励用户采用新技术。

恩智浦是 InSecTT 的核心领导团队成员，

负责管理各个项目中总计 40 多个合作

伙伴，并为特定使用场景提供技术能力，

例如无线连接，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互操

作、信息保密增强可靠性和可信度，以

及防范黑客等对抗样本。我们通过为汽

车、工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应用提

供强大的人工智能产品组合，逐渐累积

深厚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再以此回馈社

会，促进技术进步。

有关恩智浦公共合作计划的更多信息，
请阅读智慧生活博文页面带研究和创新
标签的故事。

人工智能物联网 (AIoT) 兑现承诺、造福

人类的前提是得到用户的信任，相信它

安全且高效。

打造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携手合作伙伴

https://www.nxp.com/docs/en/white-paper/AI-ETHICAL-FRAMEWORK-WP.pdf
https://www.nxp.com.cn/company/blog/the-insectt-project-building-a-trustworthy-artificial-intelligence-of-things:BL-THEINSECTT-PROJECT
https://www.insectt.eu/project-overview/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smarter-world-blog:BLOGS?start=0&max=12&language=en&query=Topics%3E%3Ec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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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初创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事业

科技向善孵化器

恩智浦的长远目标是打造更美好、更安

全、更加可持续的世界。为此，我们举

办了极限科技挑战 (XTC)，竞赛受联合

国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启发，旨在

帮助初创公司进行 10 个类别的创新，

包括清洁能源和环境、数字健康、交通

运输、可持续智慧城市。

在印度，我们连续两年举办了区域竞赛。

第一年共有超过 192 家印度初创公司申

请参赛，近 60 名评估人员在一个月内

进行评比。排名前十位的初创公司可在

数月内免费使用先进实验室设备，并获

得技术和合作伙伴支持，帮助他们将创

意转化为初步的产品原型。三家优胜企

业将获得现金奖励，并在恩智浦印度公

司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开发各种创意，

例如电池组设计和生产，推动印度的电

动汽车发展，或者开发微型气体传感器，

让家庭更加安全。

恩智浦首席技术官 Lars Reger 解释说：

“我们拥有数量庞大的客户群，他们擅

长将芯片技术应用于各种终端客户创新

产品。因此，我们十分期待进一步扩展

生态系统，让初创公司也加入我们的行

列，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应用我们的技术。

作为首席技术官，我非常希望能为初创

公司提供一个平台，极限科技挑战竞赛

将有助于实现这个愿景。”

我们还首次在荷兰和比利时举办了 XTC

区域竞赛。优胜公司成功开发出了提高

计算机芯片冷却效率的解决方案，同时

还可以降低能耗并提升芯片性能。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一家参赛的生物科技公

司使用啤酒废弃物和其他食物副产品，

制造出了一次性塑料的替代品。作为奖

励，另一家决赛选手公司获准参加全球

竞赛，这是对他们创新的认可，他们模

拟自然细胞膜，制作出了不会引起排斥

的高性能医疗设备涂层。

恩智浦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不仅可以实现

可持续发展功能，例如电池管理，还能

帮助开发人员设计更易于使用、更安全

可靠、能耗更低的解决方案。

来自印度、荷兰、比利时以及其他 18

个地区的优胜者将参加 XTC 全球决赛。

https://extremetechchallenge.org/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www.nxp.com.cn/company/about-nxp/leadership-team/lars-reger:LARS-REGER
https://extremetechchallengenetherlands.org/
https://www.nxp.com.cn/applications/automotive/powertrain-vehicle-dynamics/electrification/battery-management-system-bms:BATTERY-MANAGEMENT-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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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智浦、恩智浦品牌标识和恩智浦“智慧生活，安全连结”是NXP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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