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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总体上涉及具有结构化中底的高尔

夫球鞋。该鞋包括鞋面、中底和外底。结构化的中

底可以容纳有钉外底和无钉外底。中底的底表面

包括凹部以用于与位于外底的上表面上的互补

的突出部段互锁。当外底的突出部段设置在中底

的凹部内时，中底固定到外底。中底可用于形成

中底/外底组件，其中外底是有钉或无钉的，并且

这提供了成本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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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尔夫球鞋，包括：

鞋面；

中底，其具有上表面和底表面，所述底表面包括凹部，以用于与位于外底的上表面上的

互补的突出部段互锁；以及

外底，其具有上表面和底表面，所述上表面包括突出部段，以用于与所述中底的所述底

表面上的所述凹部互锁，其中所述突出部段设置在所述凹部中，使得所述中底固定到所述

外底，所述鞋面、中底和外底各自具有前足、中足和后足区域以及外侧和内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所述突出部段为盘形，并且具有在约1.5mm

至约4.0mm的范围内的厚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所述突出部段具有在约18.0mm至约23.0mm

的范围内的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在所述外底的所述上表面上具有至少三个

突出部段，并且在所述中底的所述底表面上具有至少三个凹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在所述外底的所述上表面上具有六个突出

部段，并且在所述中底的所述底表面上具有六个凹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在所述外底的前足区域中具有四个突出部

段并且在所述外底的后足区域中具有两个突出部段，并且在所述中底的前足区域中具有四

个凹部并且在所述中底的后足区域中具有两个凹部。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在所述外底的所述上表面上具有九个突出

部段，并且在所述中底的所述底表面上具有九个凹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在所述外底的前足区域中具有五个突出部

段并且在所述外底的后足区域中具有四个突出部段，并且在所述中底的前足区域中具有五

个凹部并且在所述中底的后足区域中具有四个凹部。

9.一种高尔夫球鞋，包括：

鞋面；

中底，其具有上表面和底表面，所述底表面包括凹部，以用于与位于外底的上表面上的

互补的突出部段互锁；以及

外底，其具有上表面和底表面，所述上表面包括突出部段，以用于与所述中底的所述底

表面上的所述凹部互锁，其中所述突出部段设置在所述凹部中，使得所述中底固定到所述

外底；

所述鞋面、中底和外底各自具有前足区域、中足区域和后足区域以及外侧和内侧；并且

其中所述外底的所述底表面包括至少两个鞋钉容座。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所述外底的所述底表面包括至少六个鞋

钉容座。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所述外底的所述底表面包括至少九个鞋

钉容座。

12.一种高尔夫球鞋，包括：

鞋面；

中底，其具有上表面和底表面，所述底表面包括凹部，以用于与位于外底的上表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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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的突出部段互锁；以及

外底，其具有上表面和底表面，所述上表面包括突出部段，以用于与所述中底的所述底

表面上的所述凹部互锁，其中所述突出部段设置在所述凹部中，使得所述中底固定到所述

外底，所述鞋面、中底和外底各自具有前足、中足和后足区域以及外侧和内侧；以及其中所

述外底的所述底表面包括多个突出的牵引构件。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所述外底的所述底表面包括第一组螺旋

路径(A)，每个螺旋路径具有起始点，其中多个螺旋部段从所述起始点辐射，并且其中每个

部段具有不同的弯曲度并且包含子部段；

第二组螺旋路径(B)，每个螺旋路径具有起始点，其中多个螺旋部段从所述起始点辐

射，并且其中每个部段具有不同的弯曲度并且包含子部段；以及

所述第一组螺旋路径(A)是正常的，并且所述第二组螺旋路径(B)与所述第一组螺旋路

径反向，使得当所述螺旋路径彼此重叠时，来自组(A)的螺旋部段的子部段和来自组(B)的

螺旋部段的子部段在所述外底的表面上形成四面的瓦片件，所述瓦片件包含牵引构件，其

中，多个瓦片件包括第一突出牵引构件、相对的第二突出牵引构件以及设置在第一和第二

牵引构件之间的非突出部段，并且其中，所述瓦片件、所述第一和第二突出牵引构件以及所

述非突出部段包括相同的材料并形成一体件。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所述瓦片件、所述第一牵引构件和所述

第二牵引构件以及所述非突出部段包括橡胶材料。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高尔夫球鞋，其中，所述瓦片件、所述第一牵引构件和所述

第二牵引构件包括热塑性聚氨酯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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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用于有钉外底和无钉外底的中底结构的高尔夫球鞋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20年9月17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号63/079,792 的权益，其全部

公开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总体涉及鞋，并且更具体地涉及具有改进的中底结构的高尔夫球鞋。结构

化的中底可以容纳有钉外底和无钉外底。

背景技术

[0004] 当今，专业和业余高尔夫球手都使用特别设计的高尔夫球鞋。通常，高尔夫球鞋包

括鞋面部分和外底部分，以及将鞋面连接到外底的中底。鞋面具有用于穿插使用者的足部

的传统形状，从而覆盖和保护鞋中的足部。鞋面设计成提供围绕足部轮廓的舒适配合。中底

相对较轻，并为鞋提供缓冲。外底设计成为高尔夫球手提供稳定性和牵引力。外底的底表面

可以包括鞋钉或防滑钉，其设计成通过与地面接触和穿透地面而接合地表面。这些元件有

助于在高尔夫球手行走和打球时为他/她提供更好的足部稳定性和牵引力。

[0005] 通常，术语“鞋钉”和“防滑钉”在高尔夫产业中可互换使用。一些高尔夫球手使用

术语“鞋钉”，因为防滑钉更通常地与诸如棒球、橄榄球和足球的其它运动相关联。其它高尔

夫球手使用术语“防滑钉”，因为鞋钉更通常地与例如径赛或自行车的非草皮运动有关。在

以下描述中，将出于方便的目的而使用术语“鞋钉”。高尔夫球鞋鞋钉可由金属或塑料材料

制成。然而，金属鞋钉的一个问题是它们通常是具有向下延伸的尖端的细长件，该尖端可以

穿透果岭的表面，从而留下孔洞并引起其它损伤。这些金属鞋钉也会对高尔夫球场上的其

它地表面(例如，俱乐部会所中的地毯和地板)造成损坏。当今，大多数高尔夫球场要求高尔

夫球手使用非金属鞋钉。

[0006] 近年来，“无鞋钉”或“无防滑钉”鞋已经变得更加流行。这些外底包含橡胶或塑料

牵引构件，但没有鞋钉或防滑钉。这些牵引构件从外底的底表面突出以接触地面。鞋被设计

用于在高尔夫球场上和场外。也就是说，该鞋为在球场(包括发球区、球道和果岭)上打球的

高尔夫球手提供了良好的稳定性和牵引力。此外，该鞋重量轻、舒适，并且可以在高尔夫球

场外使用。该鞋可以舒适地穿在俱乐部会所、办公室、家庭和其它球场之外的地方。

[0007] 在传统的制鞋操作中，中底可以通过施加粘合剂而附接到鞋面，并且外底可以直

接模制到中底的底表面，或者也可以通过粘合剂固定到中底。一个中底模具用于形成用于

有钉外底的中底，而不同的中底模具用于形成用于无钉外底的中底。用于有钉外底的中底

通常比用于无钉外底的中底具有更大的厚度。来回更换中底模具以便能够制造用于有钉外

底与无钉外底的不同中底是耗时且麻烦的过程。

[0008] 鞋制造商一直在寻找更具成本效益和效率的不同制造方法。需要一种改进的中

底/外底制造系统。鞋制造商应该具有提供更大灵活性的系统，从而可以以快速且成本有效

的方式制造有钉和无钉鞋。鞋制造商应该能够快速地从生产具有有钉外底的鞋转变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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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无钉外底的鞋，反之亦然。还需要一种改进的中底/外底组件，其中，紧固的外底可以是

有钉或无钉外底。本发明提供了具有改进的中底/外底组件以及其它有利特征和益处的这

种制造系统和鞋。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包括结构化中底的高尔夫球鞋。该鞋包括：i)鞋面；ii)具有上

表面和底表面的中底，底表面包括凹部，以用于与位于外底的上表面上的互补的突出部段

互锁；和iii)具有上表面和底表面的外底。外底的上表面包括突出部段，以用于与中底的底

表面上的凹部互锁，其中突出部段设置在凹部中，使得中底固定到外底。鞋面、中底、以及外

底每个具有前足、中足和后足区域以及外侧和内侧。

[0010] 在一个优选实施例中，突出部段是盘形的，并且具有在大约1.5到大约4.0mm的范

围内的厚度。优选地，突出部段的直径在大约18.0至大约23.0mm的范围内。优选地，在外底

的上表面上具有至少三个突出部段，在中底的底表面上具有至少三个凹部。在一个示例中，

在外底的上表面上有六个突出部段，在中底的底表面上有六个凹部。更特别地，在外底的前

足区域中可以有四个突出部段并且在外底的后足区域中可以有两个突出部段，在中底的前

足区域中可以有四个凹部并且在中底的后足区域中可以有两个凹部。在另一示例中，在外

底的上表面上有九个突出部段，在中底的底表面上有九个凹部。更特别地，在外底的前足区

域中可以有五个突出部段并且在外底的后足区域中可以有四个突出部段，在中底的前足区

域中可以有五个凹部并且在中底的后足区域中可以有四个凹部。

[0011] 在一个实施例中，外底的底表面包括用于容纳两个鞋钉的至少两个鞋钉容座。例

如，外底的底表面可以包括用于容纳六个鞋钉的至少六个鞋钉容座。在另一示例中，外底的

底表面包括用于容纳九个鞋钉的至少九个鞋钉容座。

[0012] 在另一实施例中，外底的底表面包括多个突出的牵引构件。外底的底表面可以包

括瓦片件，如下面进一步描述的。这些瓦片件可包括牵引构件，其中多个瓦片件包括第一突

出牵引构件、相对的第二突出牵引构件以及设置在第一和第二牵引构件之间的非突出部

段，而且其中瓦片件、第一和第二突出牵引构件和非突出部段包括相同的材料并形成一体

件。例如，瓦片件、第一和第二牵引构件和非突出部段包括橡胶或热塑性聚氨酯材料。

附图说明

[0013] 在所附权利要求中阐述了作为本发明的特征的新颖特征。然而，通过参考以下结

合附图的详细描述，可以最佳地理解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以及进一步的目的和伴随的优

点，其中：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高尔夫球鞋的一个实施例的立体图，其详细示出了鞋面；

[0015] 图1A是图1所示的高尔夫球鞋的仰视图，其详细示出了外底；

[0016] 图2是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具有有钉外底和无钉外底的中底/外底组件的制造的

示意图；

[0017] 图3A是本发明的高尔夫球鞋的一个实施例的底部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有钉外

底；

[0018] 图3B是本发明的高尔夫球鞋的一个实施例的底部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无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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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0019] 图4是本发明的中底的一个实施例的底部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六个凹部；

[0020] 图5是本发明的外底的一个实施例的俯视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六个突出部段；

[0021] 图6是本发明的中底的一个实施例的底部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九个凹部；

[0022] 图7是本发明的外底的一个实施例的俯视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九个突出部段；

[0023] 图8是本发明的中底/外底组件的一个实施例的横截面图，其中，外底是有钉外底；

[0024] 图9是本发明的中底的一个实施例的底部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六个凹部；

[0025] 图10是本发明的中底的一个实施例的外侧正视图；

[0026] 图11是本发明的中底的一个实施例的内侧正视图；

[0027] 图12是本发明的高尔夫球鞋的一个实施例的底部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具有鞋钉

容座和牵引构件的有钉外底；

[0028] 图13是本发明的高尔夫球鞋的一个实施例的底部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具有牵引

构件的无钉外底；

[0029] 图14是本发明的高尔夫球鞋的一个实施例的外侧正视图，其详细地示出了鞋面；

[0030] 图14A是图14所示的高尔夫球鞋的俯视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鞋面；

[0031] 图15是本发明的高尔夫球鞋的一个实施例的外侧正视图，其详细地示出了鞋面；

以及

[0032] 图15A是图15所示的高尔夫球鞋的俯视平面图，其详细示出了鞋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参考附图，其中相同的附图标记用于表示相同的元件，特别是图1，示出了本发明

的高尔夫球鞋(10)的一个实施例。鞋(10)包括鞋面部分(12)和外底部分(16)以及将鞋面

(12)连接到外底(16)的中底  (14)。图中所示的视图是右鞋，并且可以理解，用于左鞋的部

件将是右鞋的镜像。还应当理解，鞋可以制成各种尺寸，因此鞋部件的尺寸可以根据鞋的尺

寸进行调节。

[0034] 鞋面(12)具有传统的形状，并由标准鞋面材料制成，例如天然皮革、合成皮革、无

纺材料、天然织物和合成织物。例如，可以使用由尼龙、聚酯、聚烯烃、聚氨酯、橡胶及其组合

制成的透气网状物和合成织物。用于构造鞋面的材料基于期望的性质例如透气性、耐久性、

柔韧性和舒适性来选择。在一个优选的示例中，鞋面(12)由工程网面材料制成。鞋面材料被

缝合或结合在一起以形成鞋面结构。鞋面(12)通常包括具有用于穿插足部的开口(20)的足

背区域(18)。鞋面包括覆盖足部的足前部的鞋面前片(19)。足背区域包括鞋舌构件(22)。通

常，鞋带  (24)用于围绕足部的轮廓束紧鞋。然而，可以使用其它的束紧系统，包括金属缆索

(系带)束紧组件，其包括转盘、线轴、壳体以及用于将缆索锁定就位的锁定机构。例如，这种

鞋带束紧组件可从美国博尔艾科技有限公司(Boa  Technology,Inc.,Denver,CO(USA))获

得。应当理解，图1所示的上述鞋面(12)仅代表可用于本发明的鞋构造中的鞋面设计的一个

示例，并且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使用其它鞋面设计。例如，参考图14、

14A、15和15A，示出了可以根据本发明制造的合适的鞋面(12)的其它示例。

[0035] 中底(14)优选由聚合物泡沫材料形成，例如聚氨酯(PU)、乙烯醋酸乙烯酯(EVA)、

橡胶或聚硅氧烷。中底(14)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法构造，例如，模压成型、注射成型、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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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注、铸造等。在一个示例中，中底(14)可以通过注射成型工艺形成，该工艺包括将诸如EVA

的发泡材料注入模具中并允许发泡材料固化并硬化到鞋面(12)上。发泡材料可以渗透穿过

鞋面(12)的纤维。中底(14)可以通过施加粘合剂而附接到鞋面(12)。可替代地，在注入发泡

材料的过程中，通过将鞋面  (12)定位在模具上，中底(14)可在注入步骤中直接附接到鞋面

(16)。鞋楦可以插入到鞋面(12)中以在注射过程期间为鞋面提供结构框架。鞋楦可以是具

有类似于脚的结构的机械形式，并且由诸如木材、金属或高密度塑料等的刚性材料构成。中

底(14)可使用本发明独特的中底/外底组件系统连接到外底(16)，如下面进一步详细描述

的。

[0036] 外底(16)设计成为鞋提供稳定性和牵引力。外底(16)的底表面  (23)包括多个牵

引构件(25)以帮助在鞋和高尔夫球场(场上)或其它表面例如俱乐部会所、街道、办公室、家

庭等之间提供牵引力。外底  (16)的底表面和牵引构件(25)可以由任何合适的材料制成，例

如橡胶或塑料及其组合。可以使用热塑性塑料，例如尼龙、聚酯、聚烯烃和聚氨酯。可使用的

合适的橡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聚丁二烯、聚异戊二烯、乙丙橡胶(“EPR”)、三元乙丙橡胶

(“EPDM”)和丁苯橡胶等，以及它们中的两种或更多种的共混物。在图1A中，外底(16)包括牵

引构件(25)  和鞋钉(防滑钉)(21)。鞋钉(21)通常由塑料材料制成。外底(16) 的底表面包

括模制的容座，以用于将鞋钉(21)固定到鞋，如下面进一步描述的。下面将进一步详细描述

本发明的外底(16)的结构和功能。

[0037] 通常，足部的解剖结构可以被分成三个骨区域。后足区域通常包括脚踝(距骨)和

足跟(跟骨)。中足区域包括形成足部纵弓的骰骨、楔骨和舟骨。前足区域包括跖骨和脚趾。

返回参考图1，外底(16)具有顶表面(未示出)和底表面(23)。中底(14)连接到外底(16)的顶

表面，如以下进一步详细讨论的。鞋面(12)可以如上所述地连接到中底(14)。

[0038] 转到图1A，外底(16)通常包括用于支撑前足区域的前足区域(26)；用于支撑包括

足弓区域的中足区域(28)；以及用于支撑包括脚跟的后足区域的后足区域(30)。通常，前足

区域(26)包括外底的与脚趾和连接跖骨与趾骨的关节相对应的部分。中足区域(28)通常包

括外底的与足部的足弓区域相对应的部分。后足区域(30)通常包括外底的与足部的后部相

对应的部分，包括跟骨。

[0039] 外底还包括外侧(31)和内侧(32)。外侧(31)和内侧(32)延伸穿过每个足部区域

(26、28和30)并与外底的相对侧对应。外底的外侧或边缘(31)与穿着者的足部的外部区域

相对应。外边缘(31)是穿着者的足部的通常离穿着者的另一只足最远的一侧(即，其是更靠

近第五脚趾(小脚趾)的一侧)。外底的内侧或边缘(32)与穿着者的足部的内部区域相对应。

内边缘(32)是穿着者的足部的通常离穿着者的另一只足最近的一侧(即，更靠近拇趾(大脚

趾)的一侧)。

[0040] 更特别地，外侧(31)和内侧(32)围绕外底(16)的周界或周边从外底的前端(27)延

伸到后端(29)。前端(27)是外底的对应于脚趾区域的部分，后端(29)是对应于足跟区域的

部分。如上所述的外底的区、侧面和区域不是为了精确地划分外底的区域。相反，这些区、侧

面和区域旨在表示外底的一般区域。鞋面(12)和中底(14)也具有这样的区、侧面和区域。每

个区、侧面和区域也可以包括前部和后部。

[0041] 参考图2‑7，在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外底的顶表面(33)包括用于与中底(14)的底表

面(35)上的凹陷区域或凹部(44)互锁的凸块或突出部段(40)。互补的突出部段(40)和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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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连接在一起以形成锁定的中底/外底组件。还将粘合剂施加到中底(14)的底表面(35)

和/ 或外底(60，62)的顶表面(33)，以结合并增强中底到外底的附接。在图2中，凹部(44)被

示出为中底(14)中的切除部分，其具有竖直侧壁表面(50)和水平上壁表面(52)。突出部段

(40)具有相应的垂直侧壁表面(54)和水平上壁表面(56)，当外底和中底连接在一起时，它

们与凹部(44)的侧壁表面(50)和上壁表面(52)配合。

[0042] 在图2中，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可以使用的外底结构(60，62)的两个示例。在一个示

例中，外底(60)包含鞋钉(防滑钉)(66)并且可以被称为有钉外底；而在可替代的示例中，外

底(62)不包含鞋钉并且可以被称为无钉外底。无钉外底(62)优选地包括总体上以(70)表示

的牵引构件。

[0043] 更具体地说，在一个实施例中，使用本发明的中底(14)制造“有钉”或“有防滑钉”

的外底(60)。大多数高尔夫球场要求高尔夫球手在其鞋上使用非金属鞋钉。外底(60)的底

表面(65)包含模制的容座(插孔)(68)，用于将鞋钉(66)固定到鞋。通常使用塑料鞋钉(66)，

它们通常具有圆形的基部(71)，在该基部的一面上具有中央钉头。在圆形基部(71)的另一

面上，具有带牵引突起(74)的径向臂(72)。在鞋钉(66)  上的钉头周围间隔布置有螺纹，用

于插入螺纹容座(68)中。这些塑料鞋钉(66)能够容易地紧固并随后从锁定容座(68)中移

除，这倾向于比金属鞋钉较少地损坏果岭和俱乐部地板表面。

[0044] 鞋钉(66)优选地可拆卸地紧固到外底(60)中的容座(68)。鞋钉  (66)可以容易地

插入容座(68)和从容座中移除。通常，可以通过将鞋钉(66)插入然后沿顺时针方向轻微扭

转而将其固定在容座(68)中。为了从容座(68)中取出鞋钉(66)，可以沿逆时针方向稍微扭

转。

[0045] 在图2中，示出了有钉外底(60)的截面的一个示例。图3A更详细地示出了具有总共

六个防滑钉(66)的全鞋有钉外底(60)。如上所述，中底(14)和有钉外底结构(60)彼此连接

并锁定，以形成耐用的中底/  有钉外底组件。还将粘合剂施加到中底(14)的底表面(35)和/

或外底  (62)的顶表面(33)，使得中底能够紧密地紧固到外底。有钉外底(60) 的突出凸块

(40)卡扣到中底的凹部(44)中。鞋(10)还包括鞋面(在这些视图中未示出)。

[0046] 在一个可替代的外底实施例中，“无钉”或“无防滑钉”外底(62)  使用本发明的中

底(14)模具制造。这些鞋外底(62)具有包含橡胶或塑料牵引构件(70)但没有鞋钉或防滑钉

(66)的底表面(41)。牵引构件(70)从外底的底表面(41)突出以接触地面。返回参照图2，示

出了无钉外底(62)的截面的一个示例。具有多个牵引构件(70)的全鞋无钉外底(62)在图3B

中更详细地示出。如上所述，在该示例中，中底(14)  和无钉外底结构(62)彼此连接并锁定

以形成中底/无钉外底组件。鞋还包含鞋面(在该视图中未示出)。这些具有牵引构件(70)的

无钉鞋被设计用于高尔夫球场上和球场外。也就是说，这些鞋为在球场(包括发球区、球道

和果岭)上打球的高尔夫球手提供了良好的稳定性和牵引力。此外，该鞋重量轻、舒适，并且

可以在高尔夫球场外使用。该鞋可以舒适地穿在俱乐部会所、办公室、家庭或其它球场之外

的地方。

[0047] 转到图4到7，示出了结构化的中底(14)和外底(60，62)的不同实施例。在图4中，中

底(14)的底表面包括六个凹部(44)，其适于容纳有钉或无钉外底结构(60，62)的顶表面上

的突出部段(40)。继而，如图5所示，外底(60，62)包括六个突出部段(40)，用于插入到中底

的六个凹部(44)中。以这种方式，互补的中底(14)和外底结构(60，62)被锁定并固定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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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外底的上表面(33)具有与中底的底表面(35)  配合的结构。即，外底的上表面(33)包括

向上延伸并与中底的底表面  (35)中的凹部(44)互锁的突出部段(40)。因此，当中底连接到

外底时，突出部段(40)设置在凹部(44)内。突出部段(40)与凹部(44)  配合，以将中底(14)

固定到有钉或无钉的外底结构(60，62)。在图6  和7中，示出了包含九个凹部(44)的中底结

构(14)和包含九个用于卡入凹部(44)的突出部段(40)的互补外底(60，62)。

[0048] 在一个优选实施例中，中底(14)由乙烯醋酸乙烯酯(EVA)材料制成，并且外底(16)

由橡胶材料制成。如图8所示，橡胶突出部段(40)  覆盖在鞋钉容座(68)上。橡胶突出部段

(40)优选地具有厚度(通常以“A”表示)在约1.5mm至约4.0mm的范围内的盘状形状。更优选

地，突出部段(40)具有在约2.0mm至约2.5mm的范围内的厚度。部段(40) 的平坦表面(通常

以“B”表示)优选地具有在大约18.0至大约23.0mm的范围内的直径。更优选地，突出部段

(40)具有在约21.0mm至约22.0mm 的范围内的直径。EVA中底的全宽度(通常以“C”表示)优

选地在约35  至约45mm的范围内。

[0049] 设置在外底上的突出部段(40)可以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只要它们能够与中底

上的凹部(44)互锁。例如，突出部段(40)可以具有矩形、三角形、正方形、球形、星形、菱形、

棱锥形、箭头形、杆形或圆锥形等。突出部段(40)的形状和尺寸与凹部(44)的形状尺寸相对

应，从而它们可以彼此互锁。这样，外底结构(60，62)连接并锁定到中底结构(14)。

[0050] 还应当理解，任何数量的突出部段(40)可以设置在外底的顶表面上，并且任何数

量的凹部(44)可以设置在中底的底表面上。在图4和5  中，中底(14)包括六个凹部(44)，其

适于容纳有钉或无钉外底结构(60，  62)的六个突出部段(40)。在图6和7中，中底(14)包括

九个凹部(44)，其适于容纳外底(60，62)的九个突出部段(40)。然而，图4‑5和6‑7  所示的中

底/外底组件仅是一些实施例，并且应认识到，本发明不限于这些示例。

[0051] 如图2和3A‑3B所示以及如上所述，本发明的结构化的中底(14) 的一个优点是它

可以适应以下两者：i)包含鞋钉的外底(“有钉”外底)，和ii)不包含鞋钉的外底(“无钉”外

底)；并且这些外底将在下面进一步详细描述。因此，相同的中底(14)模具可以用于制造有

钉外底(60)  或无钉外底(62)。有钉和无钉的外底(60，62)对于同一中底可互换。由于鞋制

造商只需要打开一个中底模具来制造根据本发明的有钉或无钉外底的鞋，因此显著地节约

了成本。这种制造方法(其中仅一个中底模具用于将中底固定到不同的外底)比使用多个中

底模具的方法更有效且经济有利。鞋制造商使用本发明的中底模具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该模具可以用于以快速和有效的方式制造有钉或无钉的外底。

[0052] 本发明还包括用于制造鞋的方法，其中提供了用于制造具有上表面和底表面的中

底的中底模具，中底的底表面包括凹部。该方法还包括提供鞋面和鞋外底，其中外底具有上

表面和底表面。外底的上表面包括突出部段，以用于与中底的底表面上的凹部互锁，使得中

底固定到外底。鞋面还具有顶表面和底表面，其中鞋面的底表面通过粘合剂或其他合适的

紧固装置固定到中底。鞋面、中底以及外底每个具有前足、中足和后足区域以及外侧和内

侧。

[0053] 有钉外底

[0054] 有钉外底(60)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鞋钉容座(68)和鞋钉(防滑钉)(66)，并且该容

座和鞋钉可以以如下面进一步讨论的各种各样的图案排列。

[0055] 例如，返回参考图3A，外底(60)包含总共六(6)个鞋钉(66)；在前足区域中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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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钉(66)并且在后足区域中有两个鞋钉(66)。在其它实施例中，外底(60)包含总共九(9)个

鞋钉(66)；在前足区域中有五个鞋钉(66)并且在后足区域中有四个鞋钉(66)。优选地，有钉

外底(62)包含总数在五(5)到九(9)个鞋钉的范围内的鞋钉。这些鞋钉(66)可以以各种图案

布置在前足、中足和/或后足区域上。而且，覆盖鞋钉容座(68)的突出部段(40)可以位于有

钉外底(60)的顶表面(33)上的多个位置。也就是说，这些突出部段(40)可以以各种图案布

置在前足、中足和/或后足区域上，使得它们可以与位于中底中的互补凹部互锁。

[0056] 如图9至12所示，外底(60)包括总共六(6)个鞋钉；在前足区域中有四个鞋钉，在后

足区域中有两个鞋钉。在图9中，示出了具有用于外底的六个突出部段(40)的六个互补凹部

(44)的中底(14)的仰视图。在图10和11中，示出了中底结构(14)的外侧视图(31)和内侧视

图(32)。转到图12，示出了具有用于容纳六个鞋钉(66)的六个鞋钉容座(68)的外底。如图12

所示，外底包含用于鞋钉(66)的鞋钉容座(68)以及牵引构件(70)。这种包含鞋钉(66)和牵

引构件(70)的外底被认为是有钉外底。

[0057] 有钉外底(60)被配置为在高尔夫运动期间接触地面。鞋钉(66)  可以具有各种形

状和尺寸。鞋钉(66)被设计成接合地面并提供与地面增加的接触面积。这有助于在高尔夫

球手走过球场并进行回合时为他/她提供在草皮上的更好的足部牵引力。应当理解，图12所

示的上述有钉外底(60)仅代表可用于本发明的鞋构造中的有钉外底的一个示例，并且在不

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使用其它外底设计。

[0058] 无钉外底

[0059] 无钉外底结构(62)可以包含任何数量的牵引构件(70)，并且牵引构件可以以各种

各样的图案布置。例如，如图13所示，无钉外底(62)  不包含任何鞋钉；相反，仅存在牵引构

件(70)。以与上述图9‑12所示的中底结构(14)类似的方式，外底(62)的顶表面可以包含六

个突出部段(40)，用于卡合到中底(14)的底表面中的六个互补凹部(44)中。还将粘合剂施

加到中底(14)的底表面(35)和/或外底(62)的顶表面  (33)，使得中底能够紧密地紧固到外

底。以这种方式，中底用于固定无钉外底(62)以形成中底/无钉外底组件。

[0060] 图13所示的无钉外底(62)被配置用于在高尔夫球场上和球场外提供牵引力。也就

是说，该鞋为在球场(包括发球区、球道和果岭)上打球的高尔夫球手提供了良好的稳定性

和牵引力。这些表面被称为“场上”表面。而且可以在高尔夫球场以外使用。该鞋可以舒适地

穿在俱乐部会所、办公室或其它普通地方。这些表面可以被称为“场外”表面。当在许多不同

的表面上进行许多不同的活动时，例如网球、壁球、短柄墙球、街头曲棍球、垒球、足球、橄榄

球和航海，可以穿上这种鞋。该鞋在坚硬和柔软表面上提供了牵引和抓地力。这些鞋具有多

表面牵引力(MST)  外底结构。牵引突起部(70)可以具有各种形状和尺寸。牵引构件(70)  可

以是任何合适的形状，包括但不限于矩形、三角形、正方形、球形、星形、菱形、棱锥形、箭头

形、杆形或圆锥形。而且，牵引构件(70) 的高度和面积可以相同或不同。牵引构件(70)设计

成接合地表面并提供与地面增加的接触面积。

[0061] 如上所述，图1‑15A所示的上述有钉和无钉外底结构(60，62)仅表示可用于本发明

的鞋构造中的外底的一些示例，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其它有

钉和无钉外底。例如，其它合适的外底包括Bidal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2020/0077734‑A1和

US  2020/0146389‑A1和US‑2020‑0146389‑A1、Bento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  2020/0046072‑

A1、以及Bacon的美国专利9,999,275和10,595,585中描述的结构，这些专利的公开内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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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引用并入本文。

[0062] 在一个特别优选的实施例中，外底具有一种几何构型，使得外底的底表面包括第

一组螺旋通道(A)，每个螺旋通道具有一个起始点，从该点辐射多个螺旋部段，其中每个部

段具有不同的弯曲度并包含子部段；以及第二组螺旋路径(B)，每个螺旋路径具有一个起始

点，多个螺旋部段从该点辐射，并且其中每个部段具有不同的弯曲度并且包含子部段。第一

组螺旋路径(A)是正常的，第二组螺旋路径(B)与第一组螺旋路径反向，从而当螺旋路径彼

此重叠时，来自组(A)的螺旋部段的子部段和来自组(B)的螺旋部段的子部段在外底的表面

上形成四面的瓦片件。如上所述，这些瓦片件包括牵引构件，其中多个瓦片件包括第一突出

牵引构件、相对的第二突出牵引构件和设置在第一和第二牵引构件之间的非突出部段，并

且其中瓦片件、第一和第二突出牵引构件和非突出部段包括相同的材料并形成一体件。优

选地，该一体件由橡胶材料制成。

[0063] 当在本文阐述数值下限和数值上限时，可以预期可以使用这些值的任何组合。除

了在操作示例中，或者除非另外明确地说明，所有的数值范围、量、值和百分比，例如用于材

料的量的那些数值和说明书中的其它数值，可以被理解为前面有词语“大约”，即使术语“大

约”可能没有明确地与该值、量或范围一起出现。因此，除非有相反的指示，否则说明书和所

附权利要求中所阐述的数值参数是近似值，其可以根据本发明寻求获得的期望特性而变

化。

[0064] 还应当理解，术语“顶部”、“底部”、“上部”、“下部”、“向下”、“向上”、“右”、“左”、

“外侧”、“内侧”、“前部”、“后部”等是用于基于一个视角指代元件的一个位置的任意术语，

并且不应当被解释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65] 可以理解，在本文描述和示出的鞋材料、设计和结构仅代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材料、设计和结

构进行各种改变和添加。所有这些实施例都旨在由所附权利要求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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