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鞋类和饰品

ASICS
知名运动鞋生产商不懈追求卓越性能，维持领先地位；在产品开发流程早期即执行仿真，
为企业打造独特的优势

产品
Femap

业务挑战
形成兼顾优越设计和卓越性能
的鞋类开发方法
及早就设计方向制定明智的决策
将生物力学数据融入产品开发
流程

成功关键
部署易用的分析工具以便非
CAE 专家使用，包括提供适当
的教育和培训

CAE 为设计方向和减少原型制作提供推动

提高鞋类性能的一大主要因素，是计算机辅助

在鞋类设计流程中使用主观的

作用，缩减新产品的开发时间

工程（CAE）技术的积极应用。早在 1987 年

生物力学指标

左右，ASICS 就开始对仿真予以极大的重视。

在 开 发 的早 期阶 段 使 用 CAE

二十五年，不懈追求 CAE

25 年来，ASICS 的专业人员，包括 CAE 专家

工具

ASICS Corporation 运动科学研究所（ASICS）

和其他工程师/研究人员，积极探索各种分析

不仅在运动鞋类市场上倍受青睐，而且也是

工具的应用。其中，性能增强效果最明显的，

普通消费和跑鞋细分市场上的领导者。

要属带 Femap™ with NX™ Nastran®软件

ASICS 鞋类产品的盛誉主要归因于其卓越的

的应用。

将仿真用于沟通和推广宣传目的
开发并部署可以量化产品特性
的工程方法

功能性，而这又可以直接归功于公司持续改
进鞋类性能的不懈努力。

CAE 作为决定开发方向的决策制定工具
根据经验，Nishiwaki 博士留意到，CAE 软件
在很多领域都是优秀的决策制定工具，尤其是
在决定开发方向方面。他举例指出，由于结合
使用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 Femap
with NX Nastran，ASICS 已经减少了、并且还
将继续减少每个项目的实体原型数量。他还指
出，现在降低 CO2 排放不仅是 ASICS 全公司、
而且也是所有制造企业的重要使命。通过在开
发流程早期应用 CAE，不仅大幅减少了制作实
体原型的数量，同时也降低了 CO2 排放。
“有
结果

公司的 CAE 小组，由 ASICS 运动科学研究所

效地利用 CAE 来决定产品的开发方向，帮助

明显减少实体原型的数量

研究员和高级总经理 Tsuyoshi Nishiwaki 博

我们将一般开发项目的周转时间平均缩短了

新产品开发时间缩短 30-35%

士领头。自加入 ASICS 以来，Nishiwaki 博

30-35%，”Nishiwaki 博士说。

减少生产性 CO2 排放（由于缩
短了整个开发流程）
将 CAE 分析结果以图片和影像
的形式用于机构协同和产品营
销的目的

士始终致力于在整个产品开发流程中贯穿
实施和部署最佳的 CAE 工具。在将精力完全

很多 CAE 用户主要专注于分析结果与试验结

投入鞋类产品开发流程之前，Nishiwaki 博

果的匹配度。据 Nishiwaki 说，就鞋类产品的

士曾从事过网球拍等运动用品的研究。

设计而言，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情况。要得出完

Nishiwaki 博士不仅拥有丰富的 CAE 软件应

全一致的结果，材料属性、约束条件和载荷等

用经验，而且还亲自开发了一款数值模型，

所有必要信息都必须是完整的已知条件，尤其

以体现复合材料的机械属性。

是在设计运动鞋类产品的时候，因为需要将人
体的特定身体状况纳入考虑，但此类信息通常
极为多变，有时甚至完全不得而知。比方说，

“Femap with NX Nastran 非
常易于使用，就连很少用或没
有用过数值分析工具的工程
师也可以用。”
Tsuyoshi Nishiwaki 博士
研究员
高级总经理
ASICS Corporation
运动科学研究所

肌肉的弹性/僵硬度通常因个人精神状态改变
而异。因此，即便只有一个条件未知，通常也
就意味着无法获得高度精确的结果。
尽管如此，Nishiwaki 博士再三强调使用 CAE
工具捕捉设计对鞋类性能的影响的重要性。他
解释道，通过仿真可以获得有关鞋底设计的特
别洞见，从而能在开发早期阶段就捕捉到重要
的、有关整体性能的决策制定数据。Nishiwaki
说，正是 Femap with NX Nastran 的这一功
能 ， 帮 助 ASICS 将 产 品 开 发 时 间 缩 短 了
30-35%。

利用主观指标，提高客观性能

言，“保护”功能是次要的。虽然保护性能

Nishiwaki 博士刚开始从事运动鞋类开发工作

很重要，但专业运动员的头等目标是提高成

时，很快便通过 CAE 解决了主观指标的使用

绩。可是对于普通的慢跑爱好者或初初尝试

问题。“虽然有不少生物力学方面的专家一直

体育运动的年轻人来说，损伤保护至为关

在研究人体动作与鞋子之间的关系，但其研究

键。而且，面向普通消费大众的运动鞋必

结果却未能被用来改善鞋类产品的开发流

须满足各种各样的要求，以使大多数消费

程，” Nishiwaki 博士说。

者满意。

“不可思议……现在我们可以将
数值分析和实验数据相结合，

为了对过去只能通过物理方法进行评估的性

优越的分析功能+非凡的易用性=高效的产

用于宣传推广的目的，这是非

能指标进行量化，ASICS 建立了 8 个功能域：

品开发

常宝贵的资产。”

缓冲、稳定、灵活、贴合、耐久、抓握、重量

Nishiwaki 博士指出，所有研发（R&D）专业

Tsuyoshi Nishiwaki 博士

及通风。之后，ASICS 又通过实验和假设，设

人员都使用 CAE 工具，而不只限于分析专

研究员

定了每个域的指标。例如，为了设定缓冲特性

家，是实现高效产品开发的关键。但他又补

高级总经理

的指标，ASICS 假设这些特性与胫骨的加速密

充道，为了便于工程师使用，软件的易用性

ASICS Corporation

切相关。通过一系列实验，公司发现当鞋底吸

也至为重要，而这正是 Femap with NX

运动科学研究所

收低频波时，鞋子的缓震特性更佳。然后，基

Nastran 的脱颖之处：作为一款功能强大的

于这一知识，ASICS 着手通过 CAE 确定具体的

分析工具，它非常易于操作，可以满足大范

缓冲指标。

围用户的需求。

“不管是面向专业的运动员，还是偶尔跑跑步
的人，鞋类的设计流程是一样的，” Nishiwaki
博士说。“事实上，普通的慢跑爱好者反而需
要更好的性能特点。” Nishiwaki 博士指出，
鞋子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提高用户的表现；
二是保护用户免于受伤。对于专业运动员而

“Femap with NX Nastran
帮助我们创建了一个非常
高效的产品开发流程。”
Tsuyoshi Nishiwaki 博士
研究员
高级总经理
ASICS Corporation
运动科学研究所

解决方案/服务

“Femap with NX Nastran 非常易于使用，

Femap with NX Nastran

就连很少用或没有用过数值分析工具的工

www.siemens.com/plm/femap

程师也可以用，” Nishiwaki 博士说。
“经过
一两天的培训，工程师就能独立使用 CAE

客户主要业务

了。即便工程师完完全全是个新手，丝毫没有
CAE 方面的经验，也可以通过从三维 CAD 软

ASICS 致力于生产和销售运动

件中导入几何体，轻松地开始数值分析工作，

证最优的质量，我们认为产品设计人员对分析

及休闲用品。

使用自动网格划分功能创建网格，分析鞋底凹

工具的使用，对改进最佳实践有着十分关键的

www.asics.com

槽的最佳深度，以及确定避震胶的位置。
”

作用。目前，我们正在为该领域部署 Femap

客户位置

Nishiwaki 博士指出，通常只有功能性较低

with NX Nastran。”

兵库
日本

的分析软件才有如此高的易用性，但 Femap

分析软件促进沟通和市场营销

with NX Nastran 却突破了常规。
“完全没有

自部署 Femap with NX Nastran 以来，产品开

任何收敛性问题；非线性分析的代码增强完

发部门大大改善了其工程师与非工程师之间

全如我们所愿。该解决方案的功能甚至足以

的有效沟通。甚至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也大有

“Femap with NX Nastran 非常

满足数值分析专家的合理使用要求，我们希

改善。“不可思议……现在我们可以将数值分

易于使用，就连很少用或没有

望将来发布的版本能进一步提高此类应用。

析和实验数据相结合，用于宣传推广的目的，

用过数值分析工具的工程师也

我们对于此软件高度平衡的功能性和实用

这是非常宝贵的资产，” Nishiwaki 博士说。

可以用。”

性感到非常满意。Femap with NX Nastran

“通过利用数值分析，我们可以用动画的形式

“Femap with NX Nastran 帮助

帮助我们创建了一个非常高效的产品开发

演示开发流程。现在，就连对相关技术知之甚

我们创建了一个非常高效的产

流程。至于以后如何进一步深化应用这一软

少的人也能理解我们的鞋类开发流程，这样一

品开发流程。至于以后如何进一

件，维持竞争优势，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来，他们就能更好地了解我们 ASICS 品牌背后
的科技和艺术。目前，这些资料已被用在与

步深化应用这一软件，维持竞争
优势，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

事实上，ASICS 的确正在推广 Femap with

ASICS 经销商及销售代表的销售会、乃至于面

Tsuyoshi Nishiwaki 博士

NX Nastran 的应用。目前，公司正在为其产

向广大消费者的公众研讨会上。”

研究员

品设计人员部署该软件。ASICS 的鞋类产品

高级总经理

性能超群；但 Nishiwaki 表示，出色的设计

易用性和足以满足数值分析专家的卓越功能，

ASICS Corporation

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面向广大消费者的跑

是令 Femap with NX Nastran 脱颖而出的典

运动科学研究所

鞋。“现实的情况是，一双鞋不管性能如何

型特性；也正是这些特性，帮助 ASICS 将 CAE

卓越超群，如果其设计不具有很强的吸引

应用推广至众多开发领域和项目；而其实施结

力，其适销性也不会高，”他说。
“为了开发

果，是为开发前端带来可观的效益，尤其是对

同时满足设计和功能需求的鞋类产品，并保

非仿真专家的团队成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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