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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再生能源驱动着当今世界各行各业的运转，超过80%的能源通过火
力发电厂处理，超过80%的能源需求为煤气或汽油，用于交通，制热制
冷，餐饮行业和诸多工商业和消耗能源的行业。不可再生能源燃料供应
有限，每年释放超过30亿吨二氧化碳，危害地球环境，破坏人类自然家
园，扰乱了全球的气候规律。1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电能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通过太阳能、风
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持续满足全球资源需求。电可以用于所有的能源
应用，我们身边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动力来源, 作为一种清洁能源, 无二
氧化碳排放, 能够减少环境污染。

纳微的使命是成为下一代功率半导体行业领导者，实现Electrify Our 
World™的目标。纳微半导体的氮化镓功率芯片可以充分发挥电力效能，
运行可靠, 成本低，充电速度更快。纳微半导体助力世界加速向电力社
会转型，氮化镓技术可以实现和推动所有电气应用：生产更高效，低成
本的可再生能源，所有移动设备和储能系统的充电将更快更高效，加速
电动汽车市场的扩张，并降低成本，建立节能数据中心和5G基站，为数
据处理和通信供能。

2021年是纳微半导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出货及收益均翻倍，以市
场为导向建立设计中心，团队人数增加70%，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在
这样强劲的增速势头下，2021年我们依然实现了每颗芯片范围一，范围
二，范围三 (定义见后文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总体排放量下降5%的
好成绩。

每一颗氮化镓功率芯片的发货可减少4kg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终端应用
中，可最多减少30%二氧化碳的排放，纳微半导体帮助客户通过降低产
品能源消耗，来实现其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2 我们确保在每个主要细分
市场，如移动、用电设备、工业、通信和交通都能实现节能减排，成长
为电气化和能效领域的主要推动者，从而应对国际能源署 IEA发布的《
世界能源展望2021》报告提出的挑战。

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和我们一起实现Electrify Our World™。
 
 
Let’s Go GaNFast!

Electrify Our World TM

Gene Sheridan, 纳微半导体首席执行官
和联合创始人

“纳微半导体在每个主要市场行
业都能帮助实现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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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硅功率芯片到氮化镓功率芯片 (GaN) 的转变将有力促进并加速各
行业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

下一代半导体氮化镓，正逐渐取代传统硅芯片，应用于能量转换和
电池充电领域。

氮化镓功率芯片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等优势，能够以传统硅芯片一
半的体积和重量将功率和充电速度提高3倍，金属镓无毒
无害，是一种容易获得的铝冶炼副产品。

制造和运输氮化镓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比硅低10倍，同时
可以使终端应用的碳排放量减少30%。随着氮化镓提升
电动汽车（EV）性能，预计电动汽车实现全球覆盖的进
程将可加快三年，到2050年前，车辆碳排放有望减少
20%。3   每颗氮化镓功率芯片相比硅方案，可减少4公斤二
氧化碳排放，到2050年，氮化镓的广泛应用有望每年减
少多达2.6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减少650多座燃煤发电
站、60多亿桶石油、5.6亿辆ICE乘用车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或相当于4.7亿多户家庭的年用电量。 4,5

纳微半导体（纳斯达克股票代码：NVTS）成立于2014
年，是氮化镓功率芯片行业的领导者。通过将氮化镓功
率器件与驱动、控制和保护器件相结合，为汽车、消费
者、企业、电动汽车和新能源市场提供更节能、速度更
快、功率密度更高的方案。1

截至目前，纳微半导体已发布或正在申请的专利超过145
项，已发货的GaNFast氮化镓功率芯片超过5000万颗，
终端市场报告的氮化镓失效率为零。2021年10月20日，
纳微半导体敲响了纳斯达克的开市钟声，并以纳斯达克
代码NVTS开始交易。

概述 
加快实现净零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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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镓每年最高可减少2.6亿
吨碳排放, 相当于650座燃煤发
电站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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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镓 GaN, 由镓（原子序数31）和氮（原子序数7）结合而来的化合
物。它是拥有稳定六边形晶体结构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电场强度比
硅高10倍，电子迁移率比硅高2倍。镓在自然界中不以元素形式存在，
它通常是在铝土矿加工成铝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因此来源广、成本
低，提取和精炼过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非常低。而氮就存在于我们呼吸
的空气中。

什么是氮化镓,它将如何实现“Electrify Our World™”？

氮化镓能够以传统硅芯片一半的体积和重量将功率和充电速度提高3
倍，同时节约高达40%的能源。纳微半导体的GaNFast™氮化镓功率芯
片将氮化镓功率器件与驱动、控制和保护功能相结合，提供更便捷、体
量更小、速度更快、功率密度更大的解决方案。

国际能源署（IEA）指出，各国目前的气候承诺并不足以实现《巴黎协
定》的目标，我们距离《巴黎协定》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的目
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目标差距”。1

从使用传统化石能源向使用可再生能源和电力系统转变的进程中，氮化
镓是解决“目标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

“氮化镓加快了我们从依赖化石
燃料到高效运用可再生能源和
电力系统的转化”

 全球各国目前宣布承诺的减排总量仅能弥补与净零排放目标之间不到20%的差距 
注：STEPS=如果全球各国不做出减排努力，2030年全球碳排放总量；
APS=各国目前宣布的减排总量承诺
NZE=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减排量
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差距”，摘自IEA《世界能源展望2021》报告。

氮化镓提高了电能的效率，降低了成本，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加速全
球从依赖燃煤发电向使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转变，以及加速传统燃
油汽车交通工具、建筑和工厂向使用清洁电能转变。

2030年三种情景下能源和工业生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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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氮化镓,它将如何实现“Electrify Our World™”？

温室气体（GHG）核算体系——建立全球综
合标准化框架，以衡量和管理私营和公共部门
的运营、价值链及缓释行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GHG）。该核算体系以企业为基础定义了范
围 1、2和3的排放量，纳微半导体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采用了GHG的核算体系标准。

纳微半导体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纳微半
导体可持续发展报告内容与SDG中对清洁能源，
平价能源、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及气候行动领域
提出的目标相对应。

科学碳目标倡议组织（SBTi）——纳微半导体
是该组织的成员，2021年7月，纳微半导体承诺
在《2015年巴黎协议》规定的2050年最后期限
前帮助实现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1.5摄氏度的商
业抱负。

 
Earth-Shift Global（ESG）——根据
ISO14040/14044开展独立生命周期评估
（LCA：从产品设计到处置/回收的估算
二氧化碳足迹）的权威第三方组织。根据
ISO14040/14044评估了纳微GaNFast氮化镓功
率芯片和65W移动充电器的基准。纳微半导体
与ESG合作，针对GaNFast氮化镓功率芯片和
65W笔记本电脑适配器开展生命周期评估。

挪威船级社（DNV）——鉴证与风险管理领域
备受尊敬的独立专家，为纳微半导体进行全球
市场宏观节能减排评估和预测，对纳微下一代
氮化镓功率芯片在全球范围内的减排效益、多
市场机会做出评估。

来自第三方的权威可持续发展及
CarbonNeutral®证书颁发机构。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
候变化条约，由196个缔约方于2015年12月12
日在第21届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
并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其目标是限制全球
气温增幅，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增幅不超过2
摄氏度，最佳目标是增幅不超过1.5摄氏度。

台积电——世界级晶圆生产合作伙伴，已对可
持续发展作出明确承诺。

领先的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生态体系的一部分, 纳微半导体致力于提高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纳微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参考信息来源、纳微的成员身份、承诺、合作审计师及合作伙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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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GHG）核算体系设定了三个“范围”（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
三），以分类二氧化碳排放的类别。由于纳微半导体采用“无晶圆厂”制造
模式，与台积电（TSMC）等世界级公司合作进行晶圆/芯片制造，且自身
并不拥有设施或车辆，因此范围一（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

范围二（能源采购）和范围三（上游活动、废物排放等）排放如下所示。

按单位计算，2021年排放量减少了5%，而目标是在2022年再减少3%或以
上的排放量。

纳微半导体采用综合生命周期评估（LCA）法来确定二氧化碳排放足迹，
并根据温室气体核算标准进行报告。

积极减少企业排放量

纳微半导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作为纳微半导体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承诺的一部分，纳
微净零倡议的内容包括企业碳足迹的年度测量与报告、产品和
系统级生命周期评估（LCA）、内部重点改进举措、在客户, 
供应商，投资者的合作和支持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纳微半导体每千颗芯片的范围1、2和3排放总量（二氧
化碳吨数）

2020-2022年纳微半导体温室气体排放概要

（二氧化碳千克） 2020年企业
排放

2021年企业
排放

2020年每千
颗芯片产生的

碳排放

2020年每千
颗芯片产生的

碳排放

范围 1 公司设施 - - 0 0

范围 1 公司车辆 - - 0 0

范围 2 购买能源 143,077 336,485 0.01 0.01

范围 3 购买商品和服务 115,000 415,639 0.01 0.02

范围 3 生产资料 55,072 119,440 0.00 0.01

范围 3 生产废物 1,293 5,823 0.00 0.00

范围 3 商务旅行 310,454 81,404 0.03 0.00

范围 3 员工通勤 122,157 55,527 0.01 0.00

范围 3 租赁资产 116,361 187,079 0.01 0.01

范围 3 销售产品的加工 2,571,250 4,622,864 0.23 0.19

范围 3 销售产品的使用 11,024,053 23,382,751 0.98 0.98

范围 3 产品寿命终止 45 132 0.00 0.00

范围 3 总计 14,315,684 28,870,659 1.27 1.21

二氧化碳
吨数

2020年企
业排放

2021年企
业排放

2022年企
业排放（
目标）

二氧化碳
吨数

2020年每
千颗芯片
产生的碳

排放

2021年每
千颗芯片
产生的碳

排放

2022年每
千颗芯片
产生的碳
排放（目

标）

范围 1 - - 0 范围 1 0 0 0

范围 2 - - 0 范围 2 0.01 0.01 0.01

范围 3 143,077 336,485 0.01 范围 3 1.28 1.21 1.17

总计 115,000 415,639 0.01 总计 1.29 1.22 1.1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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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宽禁带”半导体, 氮化镓的效率远高于硅，因此当
功率或电流容量既定时, 氮化镓的基本裸片尺寸要小得多。
芯片更小意味着每块晶圆上可以搭载更多的单元，因此如
果晶圆加工中使用等量的能量/二氧化碳和化学品，那么每
块氮化镓芯片的碳足迹便更少。

2020年，氮化镓功率芯片场效应管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是传
统硅场效应管的4倍。如果把纳微半导体专有的横向氮化镓
集成技术（包括关键性质的氮化镓功率芯片和氮化镓驱动
器的单片集成）考虑在内，则同等功能和特性可将上述减
排效益增至5倍。

纳微半导体每隔10到12个月推出新一代GaNFast氮化镓功
率芯片，进行升级换代。同时随着氮化镓功率芯片产量增
加，晶圆直径从150mm（6英寸）增加到200mm（8英寸),
预计节能减排效益将提高10倍。

氮化镓:与传统硅相比二氧化碳减排量最多高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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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10-12个月推出新一代氮化镓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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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客户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氮化镓功率芯片使电源和充电系统能够以更高的频率运行，开关频率比传统硅功率芯片高20倍，这意味着功率可提高3倍或充电速度快3倍，体积和
重量减半，并且“运行”节能高达40%。这些应用优势为纳微半导体的客户和最终用户带来了商业利益，也带来了积极的环境效益。案例包括：

 除了同类减排之外，还有几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催化剂有助
于减少二氧化碳足迹。通用串行总线（USB）“C型”连接器
和电源传输（PD）协议使充电实现标准化，并且使充电器
和移动设备能够混搭起来使用。

部分移动消费电子厂商在移动设备包装盒内取消标配充电
器，让消费者使用已有充电器，或购买小型、轻便、快速
和高效的氮化镓快充，杜绝材料和能源浪费。

氮化镓的应用加速了另一项变革，是催生了更高功率的多端口充电器，例如65W三合一（2个C口和1个A口）充电
器，它可以同时为三个独立的移动设备（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耳机）快速充电，其体积、重量和零售价
格仅为独立充电器的三分之一。

到2025年，将氮化镓应用于所有移动设
备可节省90多亿千瓦时发电量所产生的
碳排放，或减少相当于60多亿公斤二氧
化碳排放量，相当于130万辆内燃机乘用
车或近140亿桶石油产生的碳排放。6

变革的市场催化剂

a）高效率意味着低温运行，最
小化或消除对散热器和大体积充
电器外壳的需求。

b）氮化镓的运行频率更高，因
此芯片周边所需的无源元件（磁
性元件、滤波器、电容器等）和
机械元件（PCB、外壳、散热器
等）的数量更小、体积更小，从
而减少对石油/精炼的需求，降
低运输成本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c）更高效的运行可降低造成 
的能耗。

65W充电器第三方全生命周期分析
（硅改氮化镓功率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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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 
每年减排1000多万吨二氧化碳和节约19亿美元电费支出
在数据中心行业，从传统的硅升级到高效的氮化镓后, 可将用电量最多减少10%——如果所有数据中心均进
行上述升级，则可以将能源需求减少15太瓦时以上, 每年节省19亿美元的电力成本，并减排二氧化碳1000万
吨——相当于200多万辆燃油乘用车行驶一年的排放量。7,5

氮化镓功率芯片降低了每瓦能量转换和存储的成本，最多可减少25%的成本——可缩
短太阳能设备安装后成本回收的时间，加速太阳能应用的广泛普及。住宅太阳能领域
的领导者8 Enphase Energy宣布，他们的下一代微型逆变器将从硅升级为氮化镓，原
因是氮化镓能够将微型逆变器的速度提高10倍，从而大幅降低成本。

降本25%, 加速住宅的太阳能普及

为了支持气候行动，欧盟通过了一项立法（2009/125/EC号指令, 2019年附件, 规定从2023年1月1日起，新建数据中心电源必须达到最严格
的80+的“钛金级”效率水平。高效服务器电源领域的龙头企业Compuware表示，“纳微的氮化镓是一项突破性新技术，可大幅减少体积、节约
能源和增加功率密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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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镓技术在解决电动汽车制造商面临的设计和可持续性挑战方面，以
及在推动电动汽车大规模普及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氮化镓可以改
善的电动汽车电源应用主要有以下三种：车载充电（OBC）、直流转直
流和牵引驱动。

碳化硅（SiC）与氮化镓一样也是“宽禁带”材料，已在市场中成熟应用约
15年，因此在电动汽车领域有一定普及，尤其在卡车和公共汽车的大功
率牵引驱动器方面。但是，碳化硅开关速度较慢且缺乏集成潜力，这意
味着它无法实现氮化镓带来的系统速度、效率和功率密度。

对于乘用车，Brusa等电动汽车公司表示，他们已从硅过渡到碳化硅，但

为了更高的效率、更小的尺寸和更低的系统成本，他们将转而使用氮化
镓。10 电动汽车从单电机发展到轮内电机就需要使用氮化镓的高效率、小
尺寸的优势。

从硅过渡到氮化镓功率芯片可以将电动汽车的全球普及时间提前三年，
并且在2050年前有望将道路部门的排放量每年减少20%。3

使电动汽车普及时间提前三年,
将道路部门排放量减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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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氮化镓功率芯片大幅减少制造和运输过程中的二氧化碳足
迹，此外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显著降低，以及在终端设备“运行
中”效率的提升，我们可以展示从硅升级到氮化镓功率芯片所实
现的单位净效益。

根据2020年的数据，与传统的硅芯片相比，每颗氮化镓功率芯
片可以减少4千克二氧化碳排放量。2

纳微半导体致力于企业和行业范围内的电气化创新和二氧化碳减
排，努力实现《巴黎协议》设定的目标。

纳微半导体跟踪氮化镓芯片的出货量，并估算其使用时间，从而
计算出运行中二氧化碳减排总量。

截至2021年12月底，超过35000000颗氮化镓功率芯片已进入移
动快充市场，节约了12.6吉瓦时以上的能源，减少了9000吨以上
的运行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也减少了芯片周边器件，充电
器所需材料，包装所需材料和运输成本下降所产生的50000吨二
氧化碳减排量。

纳微半导体向数据中心、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等高功率市场的扩张
将加速能源节约和二氧化碳减排。

截至2021年：纳微半
导体氮化镓已减排超过
59000吨二氧化碳

每颗氮化镓功率芯片可减少4千克二氧化碳排放量

截止2021年12月，超过3500万颗纳微氮化镓功率芯片已经成功发货，以上统计图表默认芯片发货到交付给终端用户使用存在6个月的延迟，
因此仅显示了2500万颗芯片“在使用中”。

截止2050年：估计氮
化镓一年可减排26亿公
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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