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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land Golf
客户简介： Jeffrey Brunski
Jeff Brunski 是加州亨廷顿海滩 Cleveland Golf 的性能研究工程师。Cleveland Golf
是一家领先的设备制造商，致力于价值 75 亿美元的高尔夫球用具行业。Jeff 及其团
队负责通过研究和虚拟分析来改进高尔夫球杆的性能。按照传统方法，Jeff 的团队需
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将概念设计转化为样品，对其进行试验及评估，以确定新设计或
改动后的设计特性会对性能造成何种影响。

挑战
Cleveland Golf 的目标是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高尔夫球用具制造商。公司
需要对大量的设计可行性进行彻底、快速的评估，以便为各种技能水平的
高尔夫球手生产顶级的球杆。
为此，
公司需要 Jeff 及其团队每月都能创作、
制作并测试众多样品，以便快速优化高尔夫球杆的设计。考虑到制作样品
所需的前期时间和成本，传统的“制造与试验”设计方法已无法满足这一
要求。

解决方案
Patran、Nastran 及 Dytran 有限元分析软件。

成效
如今，Jeff 的性能研究团队在一天内就可以完成一种新式或者改进后的高
尔夫球杆的建模和虚拟测试——设计效率提高了 3000%。

案例分析
Cleveland Golf 每年都会将新式的高尔夫球杆设计投放到这个竞争激烈且
看重性能的市场中。在激烈的竞争中，Cleveland 的管理层为 Jeff 设下的
挑战就是找出能够真正优化其高尔夫球杆性能的方法，这意味着要对数百
种设计改型逐一进行评估。
Jeff 表示：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以便
能够迅速了解设计更改如何影响杆头与高
尔夫球撞击时这个重要时刻所发生的一
切。这决定了每次击打的自旋、轨迹和距
离，以及球手对球杆的感受。我们意识到，
仿真是我们能够加快进度的唯一方法，并
且无需雇佣更多的工程师，也不必建造更
大型的试验设施。”
Jeff 的团队开始对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评
估，以找到让他们能够准确可靠地分析高
尔夫球杆复杂物理现象的解决方案。Jeff
CG14 挖起杆
指出：
“大多数高尔夫球手尚未意识到设计
一款高尔夫球杆所包含的复杂工程。我们微调了球杆的固有频率，将能量
从杆头传递到球上，由杆头表面击打球产生自旋，并且还利用其它的关键
特性来帮助球手在高尔夫球场上更好地发挥。

这一切都在几分之一秒的撞击瞬间出现，因
此对于工程师来说极具挑战性，他们要同时
对所有这些特性进行优化。
”
Jeff 及其团队对所有的候选软件进行了评
估，并选择了 MSC 软件的 MasterKey 系
统来帮助他们改进整个流程。
“我们有各种各
样的工程问题需要解决，从应力分析到显式
动力学以及流体—结构相互作用，但我们并
不希望在某个方面做出妥协，这是因为高尔
夫球在球场上的表现取决于经过优化的球杆
的方方面面。MasterKey 许可系统使我们能
够使用应用于各种领域的顶尖仿真工具，而
无需花费大量资金来分别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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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Jeff 及其团队可在一天内对新设计或者改动后的设计进行全面的分
析，工程设计速度提升了 3000%。Metalwoods 开发经理 Nate Radcliffe
表示：
“Jeff 及其团队让 Cleveland Golf 在球场及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大
多数消费者不会
看到自己手中高
我们意识到，仿真是我们能
尔夫球杆的工程
含金量，但他们会
够加快进度的唯一方法，并且无
认识到我们的球
杆能让他们在整
需雇佣更多的工程师，也不必建
轮中打出更高的
水平。通过采用先
造更大型的试验设施。
进的仿真技术，
Jeff 的团队不仅使 Cleveland Golf 的业务更加兴隆，而且让我们的客户
也成了更加出色的高尔夫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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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land Classics 是 SRI Sports Limited 旗下
的品牌。SRI Sports 总部位于日本神户，是全球第
四大高尔夫球用具公司，也是全球领先的高尔夫技术
专利持有者。SRI Sports 于 2007 年 12 月收购了
Cleveland Golf。SRI Sports 在全球拥有并经营着数
个品牌，这些品牌的组合效应使其成为日本头号高尔
夫球杆品牌以及第二大高尔夫球品牌，此外还在欧洲
和北美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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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land Golf 被公认为产品创新的领跑者之一，也
是首屈一指的高尔夫挖起杆摇篮。Cleveland Golf 在
加州 Huntington Beach 总部拥有超过 325 名雇
员、全美销售人员 65 名、三家国际子公司（日本、
欧洲及加拿大），在世界各地有 26 家分销商。作为
拜伦尼尔森锦标赛和克利夫兰大学生棕榈锦标赛（位
于艾肯的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赞助商，Cleveland Golf
通过为青少年、大学生提供支持积极参与高尔夫球手
的培养，同时还推动高尔夫巡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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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land Golf 引以为傲的是其专业的巡回赛工作
人员：Vijay Singh、Boo Weekley、David Toms 以
及众多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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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www.clevelandgolf.com、
www.srixon.com、www. nevercompromise.com 及
www.clevelandclassicsappar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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