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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Baettr。
我们努力推动风能，促使其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和备受青睐的能源。Baettr
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见证。 
 
Baettr建立于我们在全球铸造中取得的成就之上。我们与风电行业中的国际生产商合作，通 过
简化流程和降低成本，为合作伙伴创造实际的价值。在将知识和经验应用到零部件设计、铸 
造、机加工、表面处理和装配等各个领域的同时，我们仍在不断的改进工艺，提升操作流程。

我们重视员工和合作。紧密的合作以及对未来共同的愿景能够带来积极的改变。这些改变产 
生的成果终将回馈社会。

作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我们为公司负责，为运营过程中对人们生活和环境产生的影响负责。
基于这份责任，我们充分尊重员工和资源。
我们相信，努力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未来不仅为公司带来更高效益， 
更能为社会带来真正 的富足。

Baettr —— 为下一代铸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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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我们为全球风电行业提供岸上和海上风机零部件设计、铸造、机加工、
表面处理和装配服务。我们与价值链各环节的客户紧密合作，不断整合供应链，
降低总拥有成本（TCO）。努力推动绿色能源成为世界上最低价和备受青睐的能
源。

没有人可以独立改变世界，这一过程需要无数人的付出和努

力。Baettr的价值观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行动之间。 
 
 

追求卓越

优秀是通往卓越的一步，只有勇于去思索探寻，才可以得到进一步的

成长。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令人自豪的成就，我们还是会秉持批判的态

度，寻找能够进步的方法。卓越的人在追寻和创造的道路上从不畏惧

任何挑战。

承担责任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践行对客户、股东和同僚实现自己许下的承诺。

通过优化日常工作流程，促进跨岗位、跨职能、跨领域的合作，我们在

合作过程中不断孕育和产出新鲜的创意想法。高度透明化的工作流

程确保了关键信息能够被及时获取，信息的传达和理解快捷有效。

尊重互助

我们尊重股东、团队成员和合作伙伴的需求，因为这是我们获取发展

空间和成长资源的最佳渠道。我们的真诚为每次合作奠定基石，也是

合作成功的必要保障。

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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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我们成为Baettr

2019年，我们发布了全新品牌Baet-
tr，寓意“更加卓越”，重申承诺：把风
电带给全世界。

快速全球扩张

全球风机行业快速发展。为了保持
靠近新兴市场的战略优势地位，维
斯塔斯新建了多座工厂，其中包括位
于中国徐州的铸造工厂和位于天津
的机加工工厂。

收购Windcast集团

维斯塔斯收购了Windcast集团及其
位于挪威、德国和瑞典的四座铸铁
厂。经此收购，维斯塔斯搭建了风机
设计和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歌博铸造（Global Cast-
ings）成立

德国工业控股公司VTC Partners与
维斯塔斯达成战略协议，收购了位
于挪威、瑞典、德国、中国和丹麦的
两座机加工工厂和四座铸造工厂，一
共拥有1,000多名员工。

德国施塔德新工厂落成

歌博铸造与Norderland/Etanax集
团成立合资企业。施塔德工厂产值
达到25,000吨，能够铸造、机加工
重达80吨的零部件，是推动合作伙
伴迈向下一代风机制造的战略性一
步。

丹麦莱姆机器工厂落成

维斯塔斯相信，风能行业必将大有
可为，因此在丹麦莱姆新建了机械
工厂。工厂占地30,000平方米，为维
斯塔斯机加工短舱和风机叶片。经
过数次现代化升级，莱姆工厂仍然
是我们的总部所在。

2019 2002

2006-
2009

2014 198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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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ttr
地点

德国
Stade 
 
施塔德工厂从2014年开始运营，可以铸造和
机加工重达80吨的零部件。 
工厂位于欧洲中部，可以直接抵达岸上和海上
风机场。工厂提供部件设计、铸造、机加工和
物流优化等全面服务。

产能

• 年产能25,000吨

• 工厂面积达32,844平方米

• 场地总面积达81,412平方米

产能

• 年产能25,000吨

• 工厂面积达22,000平方米

• 场地总面积达442,384平方米

产能

• 年产能达81,000小时

• 工厂面积达18,000平方米

• 场地总面积达120,000平方米

产能 (天津)

• 年产能99,000小时

• 厂面积达30,000平方米

• 场地总面积达54,000平方米

产能 (徐州)

• 年产能90,000吨

• 工厂面积达21,788平方米

• 场地总面积达72,951平方米

丹麦
Lem 
 
丹麦工厂位于战略要地莱姆，靠近德国和瑞
典的铸造工厂，是帮助客户减少库存和库存管
理、优化物流解决方案的重要环节。

瑞典
Guldsmedshyttan 
 
Guldsmedshyttan工厂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
经验，始终引领着岸上风机零部件铸造科技的
创新与发展，帮助客户改善生产流程，优化成
本效益。

中国
天津、 徐州 
 
在制造规程方面，采用了维斯塔斯全球生产单
元的最佳生产线。徐州工厂应用先进技术，倚
赖优越地理位置，保证保质保量按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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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ttr的服务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使风能成为全球最广泛使用和首选的能
源。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量身定制我们的生产，以确保具有成
本竞争力的生产、快速成型和更短的上市时间。同时确保零
部件的一致、规格准确的品质。

我们通过将自己直接整合到您的价值链中来做到这一点。
作为您的供应商，我们为您生产中的每个环节提供支持。我
们的机构设置使您靠近主要市场。

Baettr提供全方位的零部件解决方案。从设计、铸造和加工到表面处理和装配。通过
将我们直接整合到您的价值链中，我们帮助您实现符合您要求的低成本批量生产。

资质 获得ISO 9001认证 获得ISO 14001认证 获得ISO 45001认证

经济高效的生产
保持成本竞争力。我们的生产体制为您提
供规格准确的低成本批量生产。

优化物流
我们是您的全方位供应商。这意味着降低
运输和物流成本，并降低延误风险。

全面认证
零部件按照规定的健康、安全、环境和质量
标准生产。我们持续监控工作流程。

快速高效的上市
我们不断投资于技术，这使我们能通过快
速成型来实现新型大型涡轮机的精益批量
生产。

优化价值链
使您的价值链保持精益和低风险。我们在
每个环节都为您提供支持：设计、铸造、加
工、表面处理和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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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ttr 卓越设计

方法
为优化制造工艺和降低风机成本而设计的零部件需要技
能、经验和密切的沟通。简单的设计缺陷会产生昂贵的后
果，造成严重的延误甚至危及安全。通过让我们经验丰富的
工程师在制造工艺上为您提供支持，可以确保生产的一致、
成本具有竞争力和规格准确的零部件。

我们认识到新产品上市时间至关重要，在设计和可行性阶
段所投入的时间，确保了在这个系列生产中为稳定工艺提供
了适当的设计。我们是风电零部件的制造专家，我们非常愿
意分享岸上以及海上风机零部件生产的专业知识。

我们与客户密切合作，确保产品顺利如期上市。Baettr “上
市之路”模式确保尽职尽责的服务、提供结构化流程以及符
合APQP4WIND和业内已知标准。

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是经过专业培训的高技能工程师，在
制造、开发、铸造、加工、表面处理、装配以及维护方面具有
多年的设计经验，致力于为客户供应链绩效提供支持。

优点
降低生产成本
失败的设计不仅浪费原材料，更将造成重大损失。我们的
设计工程师助您设计和审核，降低原型设计和生产环节的
总成本。

缩短上市时间
如果您的设计从一开始就进行了优化，产品更成熟，也能更
快速的实施并逐步扩大到批量生产。

重视价值链
让我们助您从头开始优化设计，实现更快速、更低价、更轻
松的全生产阶段顺畅过渡。

专业一览

20多位专业设计工

程师

Vericut机加

工模拟

Magmasoft铸造

模拟

Solid Works 3D建模

和设计

Baettr卓越设计，为您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

资质 获得ISO 9001认证 获得ISO 14001认证 获得ISO 45001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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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ttr 铸造

途径
我们专业致力于生产风电零部件铸件10多年。如今，可再生
能源领域的领先设备制造商依靠我们提供具有成本竞争力
的铸造零部件，这些零部件按规范制造，并确保质量和性能
的一致性。

风电市场正在发生变化。电力成本的降低给市场带来持续
的压力，而高效的生产和合理的利用资源是取得成功的关
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优化生产来实现精益生产，确保每个
零部件按照规格进行制造。

凭借全球搭建的基础设施和专门开发的模具，确保了砂、树
脂和粘合剂得到优化并合理使用，Baettr致力于作为您风
电零部件的首选供应商。

我们不断投资新技术，以顺应市场发展，满足所有监管的
要求。
 

优点
降低生产成本
我们为您保持成本竞争力。全球精益量产流程，确保零部件
满足严苛的规格要求，始终保持一流品质。

认证生产
零部件生产遵守细致入微的质量标准。持续监控整个生产
流程，确保达到严苛的安全标准。

优化物流
我们的全球铸造工厂拥有卓越地理位置，岸上及海上物流
系统发达，减少交付时间和运输成本。

产能

全球3座铸造厂 全球产能达到
140,000吨/年

3座铸造厂总面积
达72,000平方米

最大砂箱尺寸达
6,000 x 10,000 x 
6,000 mm

最大零部件重达
80吨

铸造零部件。铸造未来。

资质 获得ISO 9001认证 获得ISO 14001认证 获得ISO 45001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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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ttr 机加工

途径
细节成就完美——我们采用市场上最先进的机加工技术成
就完美。 
机加工部门靠近铸造和表面处理部门，贴近客户需求，有力
地保证了机加工零部件的精准细致，始终符合规格要求。

机加工是把原始铸件转变为可装配零部件的关键步骤。绝
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一旦精准程度不足，可能导致延误或
制造错误，造成严重损失。为了向合作伙伴提供更快速、更
优质的机加工服务，确保全部交付零部件满足规格要求，
我们大力投资技术，推动技术进步。我们将始终确保全球
机加工部门靠近铸造工厂，

进一步完善机加工流程，助您实现有竞争的灵活成本。

优点
降低生产成本
所有机加工部门均采用市场领先技术，将延误和生产错误
降至最低。

品质认证
机加工部门拥有全部品质和安全相关认证。

优化价值链
时间就是金钱。机加工部门靠近铸造和表面处理部门，为您
节省时间和成本。

精准、一致的机加工。

产能

3座工厂总面积达48,000

平方米

最大零部件重达80

吨

年产能达192,000

小时

资质 获得ISO 9001认证 获得ISO 14001认证 获得ISO 45001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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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ttr 表面处理

途径
为全世界最好的零部件提供最好的保护。

为零部件提供最佳保护，延长服务生命周期，表面处理是其
中的关键环节。我们持续投资新技术、自动化和员工专业技
能，确保表面处理质量满足所有监管要求。

专业的表面处理部门源于卓越的机加工部门，帮助客户优
化和管理整个供应链。我们相信，精益、高效和透明的价值
链至关重要。

优点 
优化价值链
消除风险，节省成本。专业机加工部门靠近机加工和装配现
场，为您提供快速、高效的服务。

品质认证
表面处理部门拥有全部质量和安全相关认证。我们高度重
视并遵守环保法律。

优化价值链
使您的价值链保持精益和低风险。我们在每个环节都为您
提供支持：设计、铸造、加工、表面处理和装配。

产能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保护。

2座工厂总面积达到

48,000平方米

最大零部件重达40吨24/7全年无休运行，满足

24/6运行机加工产能

资质 获得ISO 9001认证 获得ISO 14001认证 获得ISO 45001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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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ttr 装配
途径
我们保证每一次都按质按量完成。风电行业面临优化成本
的需求，快速高效的物流解决方案是实现目标的重要因素。
我们靠近全球各大风电市场，与客户近在咫尺。因此，我们
可以为制造商提供可靠的分部装配解决方案，包括已完成
的机加工铸件和铸造部件。这样便大幅降低复杂程度，优
化到达风电场的整个供应链。

故障和延误源于物流问题，影响施工安排，造成严重的损
失。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合作伙伴避免出现难以预见的物流
问题，我们整合了分部装配和物流使之成为我们的一项核
心竞争力。保质保量，按时交付每一个零部件是我们的终极
目标。

我们根据客户生产和位置量身打造分部装配和物流解决
方案。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处理从小型零部件到卡车大小尺
寸的大型零部件的装配和运输。通过整合服务和合作伙伴
的价值链，我们避免了不必要的风险，优化了整体控制。因
此，实现了有竞争力的成本、无故障风机建设，减少了库存
和人工成本。

这便是我们为充满不确定性的风电行业提供确定性的方
法。

优点
促进增长
借助高效的分部装配和物流服务，合作伙伴可以更多地关
注生产增长，不必担心物流风险管理。

减少库存
高效无忧的物流服务有助于减少库存和库存管理时间。最
重要的是降低风险，实现持续运营。

靠近客户装配现场
我们的基础设施和工厂拥有卓越地理位置，保证在靠近风
机装配或施工现场附近完成生产、机加工和表面处理。

装配
装配车间均按照规定的健康、安全、环境和质量标准进行
认证。

资质 获得ISO 9001认证 获得ISO 14001认证 获得ISO 45001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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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ttr 职业

Baettr 价值观

我们的优势

承担责任 追求卓越 尊重互助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5

座工厂

每年交付6,000多个风

机零部件

在快速发展的市场占

据领先地位

1,100多名员工

与我们共同成长。加入这个强大的全球企业

每一天，我们努力推动风能，促使其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
和备受青睐的能源。作为Baettr的一分子，我们拥有同样的
信念：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未来，不仅为公司带来更高效
益，更能给为社会带来真正的富足。

您将和同事们一起，设计和制造风机零部件，这些风机将竖
立在全世界的各个地点。我们一致在寻找拥有杰出技能和
想法的您，加入我们的全球销售、管理和制造团队。

加入我们，您的收获不仅是金钱。在与同事的相处中发展您
的技能并成就与众不同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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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ttr.com

Denmark
Baettr Lem A/S  
Smed Hansens Vej 27
莱姆，丹麦
+45 7217 0110

Denmark
Baettr Sales & Services A/S  
Smed Hansens Vej 27
莱姆，丹麦
+45 7217 0110

Germany
Baettr Stade GmbH 
Johann-Rathje-Köser-Strasse 7
施塔德，德国
+49 4146 9299 305

博途新能源（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
新环南街97号
300462 中国
+86 22 5880 2701

博途新能源（徐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振兴大道79号
221004 中国
+86 516 6860 5551

Sweden
Baettr Guldsmedshyttan AB 
Elzwiks väg 1
瑞典
Sweden
+46 581 45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