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uture in Motion

跑步者专用好“鞋”
Continental 和阿迪达斯在“一起”

阿迪达斯跑步鞋合作案例研究

35000 步的
世界纪录
当轮胎制造专家与跑步鞋专家携手时，带来的
将是能创造数项惊人世界纪录的完美鞋款。

在 2011 年柏林马拉松赛上，Patrick Makau 打破了之前的世
界纪录，将成绩提高了 21 秒。两年后，同样也是肯尼亚人的
Wilson Kipsang 再创佳绩，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跑过勃兰登堡
门，
以令人难以置信的 2:03:23 冲过终点线。
他的成绩比 Makau
还要快 15 秒，在马拉松运动员名人堂中，Kipsang 奠定了自
己的重要地位。
柏林马拉松赛已进入第 40 届，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一项开放
型比赛。与前几年相比，有一部分人最初占据了领先地位。到
31 公里时，包括 Kipsang 在内的三个人跑在最前。31 岁的
Kipsang 一直等到 35 公里，才以最后续存的能量发起决定性
的冲刺。电视评论员也预感到即将产生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声
嘶力竭地呐喊。当肯尼亚人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向终点时，街道
两旁的人群也不断呐喊助威——这完全是一幅激动人心的画
面。
提及 Kipsang 的制胜装备，这位新的世界纪录创造者选择了依
赖 Continental 的技术和专知：和之前的世界纪录创造者
Patrick Makau 以 及 埃 塞 俄 比 亚 传 奇 运 动 员 Haile
Gebrselassie 一样，Kipsang 选择了阿迪达斯跑步鞋，鞋的橡
胶底正是来自汉诺威轮胎制造商 Continental 的研发实验室。
这些顶级赛跑选手完全了解自己的选择：与其他鞋底相比，
Continental 的橡胶底能提高 30%的抓地力。

运用 Continental 抓地力配方的鞋底带来了一项新的世界纪
录：2013 年 9 月 29 日，Wilson Kipsang 以极大优势获得柏
林马拉松赛冠军。

更高抓地力意味着与路面的更佳接触，更好的牵引力传导，从
而提高速度。很多国际马拉松选手都使用了这项技术优势，除
了柏林的新世界纪录以外，还有一些其他赛事纪录，包括 2012
年的伦敦，2013 年的汉诺威和东京。

更快的柏林
柏林是全球速度最快的马拉松赛事之一。在这里改写了多项体
育历史记录——运动员以惊人的意志力耗尽最后能量跑完漫
长的 42.195 公里。
还需要什么？自律的定期培训加上天赋。你就一定能成为一名
马拉松运动员。一切都取决于你！而在赛车运动上，如果没有
具有竞争力的车，即使是最好的车手也无法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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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拉松运动员而言，鞋则是他们利用技术进步提高成绩的
唯一装备。鞋，特别是鞋底，是与沥青路面接触的唯一物体，
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Wilson Kipsang 在通向世界记录之路上历经了多少步，无从记
录。而从开始到结束，马拉松运动员平均蹬地大约 35000 次。
与滚动的轮胎不同，无论你的跑步风格有多少顺畅和标准，每
一步都是一个独立的加速过程。因此抓地力非常重要，可以推
动运动员快速向前。

Continental 鞋底的最大成功：
﹣

2013 年汉诺威马拉松赛上，Continental
为来自南非的 Lusapho April 赞助了新款
adizero adios 跑步鞋，该选手以 2:08:32
的成绩刷新了赛事记录。

﹣

乌 克 兰 选 手 Olena Burkovska 穿 着
adizero adios 跑步鞋，于 2013 年汉诺威
马拉松赛上以 2:27:07 的成绩打破了女
子组赛事记录。

﹣

肯尼亚选手 Dennis Kimetto 穿着 adizero
adios 跑步鞋，于 2013 年东京马拉松赛
上以 2:06:50 的成绩刷新了赛事记录。

﹣

肯尼亚选手 Wilson Kipsang 穿着 adizero
adios 2 跑步鞋，赢得 2012 年伦敦马拉
松赛的冠军。

﹣

肯 尼 亚 选 手 Mary Keitany 穿 着 使 用
Continental 鞋底的跑步鞋，以 2:18:37
的成绩赢得 2012 年伦敦马拉松赛女子组
冠军。

﹣

2011 年，肯尼亚选手 Patrick Makau 在
第 38 届柏林马拉松赛上以 02:03:38 的成
绩冲过终点线，创造了使用 Continental
高抓地力配方鞋底的首个马拉松世界纪
录。

﹣

在 2013 年第 40 届柏林马拉松赛上，肯
尼亚选手 Wilson Kipsang 以 15 秒优势打
破了之前由其同胞 Patrick Makau 创造
的世界纪录，以 2:03:23 跑完全程，用
Continental 高抓地力配方鞋底创造了连
续第二次马拉松世界纪录。

高科技带来极致抓地力
Kipsang 的同伴 Patrick Makau 今年由于受伤无法参加，他一
直使用“adizero adios 2”跑鞋，且非常相信它的抓地力优势。
Makau 在两年前创造世界纪录后兴奋地表示：“我真的能感
受到它的抓地力，让我在转弯时也能加速。”
欧洲领先轮胎专家德国 Continental 和体育设备生产商阿迪达
斯通过结合双方的专业知识生产出这一鞋款。
德国 Continental
实验室的研发工程师设定研发目标：通过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
的完美配比，显著提升运动员的比赛成绩——无论天气条件、
温度或是路面情况。他们努力的结果有显著回报：提高了
15-30%的抓地力，提升了防滑性，确保了比赛中的完美表现。
德国 Continental 从 2009 年开始为阿迪达斯开发橡胶配方。
此后两家公司之间一直积极展开技术合作，推动研发鞋类产
品，两大品牌向市场推出了针对户外领域的 Terrex 鞋款，成
为徒步旅行者和登山者在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可靠伙伴，可以称
之为鞋类市场的越野轮胎。

Wilson Kipsang 在首创世界纪录时为他最喜爱的鞋签名。

Lusapho April 在 2013 年

汉诺威马拉松赛中以
2:08:32 冲过终点线，创造

了新的赛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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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 80 多种不同的阿迪达斯男女跑步鞋和登山鞋在市场
上销售，全部采用具有超强抓地力的 Continental 鞋底。2012
至 2013 年间，这些鞋款的销量几乎翻了一倍，约达三百万双。
同期户外鞋的销量增加了六倍，充分证明了高科技合作大获成
功。

长期致力于跑步事业

人与机器——在南非的一个慈善项目 Conti
Run 2 Stop Challenge 2012（2012 年 Conti
Run 2 Stop 挑战赛）中，使用 Continental
轮胎的汽车和竞赛专用自行车与穿着
Continental 鞋底跑步鞋的赛跑选手在这里
一较高下。赛跑选手从开普敦直接跑到约翰
内斯堡，而汽车则必须跨越全国沿途，到访
28 家 Continental 经销商。

ContiRunningWeek 每四年举行一次。2012
年，全球 90 多个国家的 18000 多名
Continental 雇员排队参加——只为一个原因，
参与者的人数决定了公司向“Welthungerhilfe”
慈善事业的捐款金额。而在 2012 年，该活动
募集到了 10 万欧元。

Continental 也是跑步项目的积极赞助商，包括自 2011 年开始
的汉诺威马拉松赛。
负责人力资源的执行董事 Elke Strathmann
表示：“我们计划通过今年的主要跑步赛事，代表在我们汉诺
威总部工作的 7000 多名员工拉起运动的大旗。”届时，在下
萨克森联邦州首府汉诺威的整条赛道上都会看到 Continental
标识。
2012 年，400 多名 Continental 员工报名参加了汉诺威马拉松
赛。为了提升士气，公司为每位跑完全程的员工报销了报名费。
自 2011 年 3 月以来，
Continental 一直通过 ProSportHannover
倡议为汉诺威的竞技运动提供支持，还出资赞助了南非 Conti
Run 2 Stop Challenge 2012（2012 年 Conti Run 2 Stop 挑战
赛）慈善项目。“我们很高兴阿迪达斯跑步鞋能与 Continental
的配方技术紧密合作，从而帮助很多专业运动员获得个人最好
成绩并创造赛事记录。这一点表明，从长远来看，即使站在行
业以外的角度，技术和解决方案也具有重要价值。”负责
Continental 全球乘用车轮胎研发的 David O’Donnell 如是说。

访谈
成功故事的诞生
轮胎和鞋底具有一项共同点：负责确保与地面接触的安全性。Continental 和阿迪达斯
两大品牌通过在跑步鞋和户外鞋领域的合作实现了完美互补。在以下访谈中，
Continental 和阿迪达斯的开发人员将讲述双方合作的由来以及漫长艰辛的生产研发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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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ian Dettmer，
Continental 橡胶复

合和工艺开发负责人

Gerd Manz，阿迪

达斯高级创新总
监

Ad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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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de

Adidas
Supernova

Gerd Manz ， Fabian Dettmer ， 阿 迪 达 斯 和
Continental 之间怎么会开始合作的？
Dettmer：一切都始于 2007 年，我们在车间里会见
了阿迪达斯的同行。当时，阿迪达斯正在进行一个
项目，希望提高鞋子的抓地力。根据这个目标，Gerd
Manz 和他的同事希望从橡胶行业寻找一位专家。
因此我们进行了良好合作。
Manz：是的。我们在车间里认识了 Continental 团
队，并与他们一起讨论汽车轮胎和跑步鞋之间的相
似之处。从而产生了这个理念。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并开始试验，最初使用的是用于湿地的摩托车轮胎
橡胶配方。但鞋子的抓地力太强了，以至于你能在
墙上行走，这超过了鞋子所需要的，因为你也需要
所谓的“旋转自由”以防止受伤。

Dettmer：我们确信我们的材料能够帮助阿迪达斯。
毕竟，在 Continental，抓地力意味着短制动距离和
完美操控，令其成为轮胎材料研发的重中之重。我们
最初生产的样品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生产出
比现有鞋底更好的产品。各中区别一目了然。
Adidas adizero
Adios 2

但是为什么在之前已经尝试过所有方案后再去开发
一种全新的鞋呢？
Manz：对产品的期望永远都在提升，特别是在休闲
领域。大家非常重视自己的休闲时间。每个人都渴望
能最好地利用这些时间。在体育运动领域，这意味着
根据你自己的表现自动调高标准。人们越来越不愿意
妥协，在训练时就是如此，更不用说在实际比赛中。
当我们转向户外时，有时设备的质量关系生死。在跑
步时，鞋子的抓地力意味着更佳表现，而对于登山则
是安全系数的保证。

Adidas adizero
adios B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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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tmer：对我们而言，最令人兴奋的是能将
我们的经验运用到跑步鞋领域。当然，这也关
系到将 Continental 呈现到一个全新环境，从
而提升在不同市场的品牌知名度并展现我们
的专知。

技术转让：Continental 的专知
造就了阿迪达斯跑步鞋的最佳
性能。

开发跑步鞋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Manz：我们始终保持对客户的关注。通常情
况下，客户并不能明确说出决定性的区别。因
此我们需要对差异和客户的喜恶进行精确分
析。对于跑步鞋，他们必然希望能够做到快速、
轻便和舒适。而提高这些特性是一个复杂持续
的过程，需要满足多种不同的期望。我们需要
了解鞋子整体的能量管理——支持、稳定、抓
地力……鞋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汽车
轮胎一样，必须能够应对超高负荷，在零下 20
至零上 40 摄氏度之间表现良好，以及其他多
项要求。

Continental 开发人员发现他们自己面对着哪 为了避免给鞋类设计师带来限制，在与白色或
些全新挑战？
浅色鞋底夹层直接接触时不能脱色。而且与轮
胎相比，室内鞋必须做到无痕，这意味着不能
Dettmer：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应对一组全新参
在地板上留下任何痕迹。但事实上许多需求都
数，事实是，与轮胎不同的是，鞋底必须使用
对使用材料的成份具有直接影响，例如配方中
粘胶剂与鞋身结合。
黑色填料的比例。我们必须努力满足橡胶鞋底
的恒定抓地力水平标准。轮胎通常在沥青、混
凝土路面以及偶尔在野外行驶。但对于鞋子来
说，我们必须确保它在瓷砖、油毡、草地、苔
藓和木头上行走的安全性。这与轮胎的属性完
全不同。

在所有季节条件
下具有高耐久性

在湿地和干地上的抓
地力基准
牵引力提高 39%，
加速和停止更快

在哪些阶段让运动员也参与开发过程？如何
参与？

如何对鞋子进行实际测试？鞋底的抓地力来
自哪里？

Manz：最初非常有限，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
我们开始让一流运动员参与样品测试。我们曾
为 前 马 拉 松 世 界 纪 录 保 持 者 Haile
Gebrselassie 提供一双样品鞋用于测试。当他
决定穿着这双鞋参加特里尔著名的新年前夜
比赛时，可以想象我们有多么惊讶。那是 2009
年，当时一直在下雨，部分赛道是铺着鹅卵石
的街道。不仅如此，人群还向赛道抛出了大量
五彩纸屑。因此，Haile 自己决定穿着用湿地
摩托车轮胎材料制作的测试鞋进行比赛。他以
很大优势赢得了胜利！

Dettmer：有趣的是，鞋子的接触面并不比汽
车轮胎小很多。要了解抓地力来自哪里，我们
必须要看宏观层面。在牵引过程也就是力量传
送过程中失去了多少能量？此时有多少能量
转化为热量？在比较测试中，我们能够确定通
过使用我们的配方，抓地力提高了 15-30%。
但同样重要的是了解材料在鞋类生产各种加
工步骤中的表现。我们在汉诺威的测试实验室
中考虑了所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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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z：Continental 进行的测试与我们在自己
实验室里进行的测试形成了相互补充。我们研
究的是湿地和干地上的牵引力指标以及阻尼。
鞋底如何在粗糙、不均匀和光滑表面上拥有更
佳表现？此外还有一些有害物质方面的严格
规定。毕竟，鞋子是服装中的一种。我们在各
款鞋子中使用的所有橡胶配方都受到严格控
制，以符合我们的高品质标准。

跑 步 鞋 从 初 步 设 想到 生 产 准备 需 要 多 长 时
间？与轮胎相比情况如何？
Dettmer：轮胎的开发时长差别很大。取决于
使用现有技术能否满足动态操控的要求，或是
需要使用全新方法对各项属性进行重大改进，
如停车距离、滚动阻力和里程。在后一种情况
下，开发一个新的轮胎系列很可能要耗时两到
三年。轮胎设计也需要与胎面花纹一起修改，
对部件材料进行提升和相互协调。但当全套新
技术融入产品时，可能需要三到五年。
Manz：一款标准跑步鞋从设想到生产准备通
常需要大约 18 个月。在这一次的特别合作中，
我们为初次见面到生产成品留出了三年。同
时，相互合作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即使
将 Continental 材料与我们和巴斯夫一起开发
的全新跑步鞋底结合，也毫无问题。

你们不仅开发了 Continental 鞋底跑步鞋，也
包括户外鞋。跑步鞋和户外鞋之间的主要差异
是什么？
Manz：两种鞋款的主要功能都是抓地力和牵
引力，但对于跑步鞋，关注点在于效能和加速
等性能属性，而户外鞋主要侧重于保护和安全
方面。

在鞋底花纹设计方面，我们也采用了轮胎技术
中的很多元素应对动态户外运动在性能和牢
固性方面的巨大要求，如探险和徒步旅行。
Dettmer：当谈到鞋底花纹的概念时，我们在
山地自行车领域的经验非常有用。你不能简单
地将 MTB 轮胎胎面进行 1：1 的转换，在崎岖
地形上几何结构的表现以及如何使用用于特
定用途的鞋底纹理模块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但我们也必须考虑鞋子的视觉吸引力，因
为跑步者和徒步旅行者对鞋子的样式有自己
的要求——我们当然希望满足这些要求。

设 计 研 究 ： 配 备
Continental 技术的高科技
鞋款在阿迪达斯的开发部
门初步成形。

经验创造完美
德国 Continental 为路面和双足带来完美抓地力
德国 Continental 专家为汽车轮胎赋予了路面所需的抓地力，凭借可靠的高质量鞋底和鞋跟，
他们也能为城市人行道和山路上行走的人们提供安全保障。总部位于汉诺威的工程师们通过
将轮胎研发上的努力转移到极限运动世界，凭借他们的专知开创出一片全新天地。

“Huberbuam”探险队在攀登
仙宫山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极
度崎岖的地形。在面对冰川、
岩屑、冰面和岩石时，一双最
好的鞋是必备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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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快乐的征服者：Alexander 和 Thomas
Huber 在攀登仙宫山南峰后与 Mario Walder
（中）在一起。

无论你需要登山或是徒步行走，Continental
都能满足你的需求。Continental 产品能为跑
步者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抓地力，在训练和比赛
中的每英里路程都能发挥作用。此外，
Continental 产品还能满足登山和户外爱好者
的需求，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脚下的鞋都能为
你提供最佳保护。

阿迪达斯
Terrex Fast R
med GTX

Continental 在登山靴领域拥有令人特别骄傲
的 资 产 。 坚 固 的 Robusta 、 Contrec 和
Berghaken 鞋底花纹多年以来表现可靠，在德
国军队使用的“Springerstiefel”靴上也展现
了它们的勇气。这些鞋底都保持着重载登山、
徒步和工作靴的经典元素。但自 Continental
公司于 1871 年成立以来，Continental 也为经
典的男女低帮鞋制作鞋底和鞋跟，125 多年来
一直是知名鞋类生产商的供应商，并成为许多
制鞋匠的首选。
现在，Continental 决定将其在制鞋方面的历
史专知提升到更高水平。不仅为高科技马拉松
跑步鞋开发了无与伦比的鞋底材料，帮助专业
运动员创造世界记录，也使业余爱好者发挥个
人最佳水平，而且还将其延伸到了户外领域。
户外运动最关注是的安全和坚固。通过与阿迪
达斯合作，由 Fabian Dettmer 领导的开发团
队发挥了公司在轮胎研发领域的丰富经验，创
造出能满足极端天气挑战的橡胶配方。为了确
保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具有超强抓地力以及
节省上下攀爬时耗费的力量，Continental 开
发工程师不懈努力，为徒步旅行者和极限运动
爱好者带来了从内华达山脉到南极地区都能
适用的创新技术。

阿迪达斯 Terrex Fast R

阿迪达斯 Terrex Fast R 和阿迪达斯 Terrex Fast R
med GTX 使用 Continental 鞋底，即使在具有挑战
性的表面上，抓地力也比其他户外鞋高出 30%。

为极端户外条件提供抓地力

采用最佳橡胶配方对鞋子来说是一项关键因
素。该材料由 Continental 开发，在湿地和干
Thomas 和 Alexander Huber 是两位杰出的极 地条件下都能比同类鞋底提高 30%的抓地力。
限运动爱好者，他们又被称为“Huberbuam”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安全考量——特别是考虑
（Huber 男孩）。兄弟俩都对登山充满热情， 到登山者会遇到天气条件的不断变化。此外，
痴迷于大多数人不会考虑的挑战。他们对山脉 特殊鞋底材料还在纹理设计上为设计师开辟了
了如指掌，并参与了阿迪达斯 Terrex 户外鞋 新的方向。创造一款完美的户外鞋底是一项非
系列的开发，包括 Terrex Fast R Mid GTX 快 常细致的工作，需要匹配各个鞋钉相互之间的
速登山鞋——12 款采用先进马牌技术的鞋款 形状和布局。
之一。

新鞋底产生的超强磨擦力意味着只需要相对较
小的接触面就能产生所需的附着力。使特殊开
口鞋底花纹深入松软地面，防止打滑——所有
这一切令其成为越野跑和严酷条件徒步的理想
之选。

阿迪达斯跑步鞋合作案例研究

与德国 Continental 一起畅游巴芬岛
对 Huber 兄弟而言，测试 Terrex 系列性能的潜力意味着得深
入到野外。与另一位登山者 Mario Walder 一起，他们动身前
往巴芬岛，目标是成为首个攀上 1000 米高仙宫山南峰的人。
在比北极圈更北的加拿大北极群岛，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挑战
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活动的极限。仅仅是跋涉到山脉主体就
意味着对人力和物力的严峻考验，而且，团队还必须找到方法
通过遍布岩石的北极沙漠，四周都是积雪和冰川。但他们不仅
完成了这次旅行，还成为征服加拿大远北地区的第一人。
Richie Schley 和 Tim“Livewire”Shieff 接受的任务也同样艰
巨。作为加拿大专业山地自行车运动员和英国自由跑世界冠
军，两人将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惠斯勒山的山地车公园，他
们在这里使用德国 Continental 产品。Schley 的车轮使用的是
德国 Continental 轮胎，而 Shieff 穿着使用德国 Continental
鞋底的阿迪达斯 Terrex 鞋。他们表演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技
巧，最后两位运动员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德国
Continental 产品的超强抓地力，惊险飞跃以及在树木和岩石
上进行高速转弯将是不可能的。
“我不得不适应新环境，”Shieff
如是说，他更习惯在水泥地而不是树叶上训练。“但在这里，
我突然发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穿着“普通”鞋跨大步爬上湿漉漉的树干。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德国 Continental 正与阿迪达斯合
作举办登山活动。将来，除了登山者和徒步旅行者，单板滑雪
爱好者也将从德国 Continental 的技术中受益。市场上最新推
出的是 Blauvelt 滑雪板靴，它是一种基于可靠技术的超高质量
产品。阿迪达斯极限运动设计总监 Katie Becker 解释道：“这
种靴子采用我们的专利 Adiprene 泡沫材料及 Aerotherm 纳米
技术，具有很强的保暖性。而德国 Continental 橡胶则提供了
一流的抓地力。”

专业山地自行车运动员
Richie Schley 和自由跑世
界 冠 军 Tim “ Livewire ”
Shieff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惠斯勒山的山地车公园将
德国 Continental 的性能发
挥到极限。

“我突然发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英国自由跑世界冠军 Tim“Livewire”Shi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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