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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鞋技术领域的一种多点缓冲

的舒适型运动鞋，包括：鞋底；鞋帮，所述鞋帮设

置在所述鞋底的顶部凹槽内；磁缓冲组件，所述

缓冲组件安装在所述鞋底的内腔；多点鞋垫，所

述多点鞋垫设置在所述鞋底的顶部，所述多点鞋

垫在所述鞋帮的内侧；加热鞋垫，所述加热鞋垫

设置在所述多点鞋垫的顶部，所述磁缓冲组件包

括：上磁石；下磁石，所述下磁石在所述上磁石的

下端，所述下磁石与所述上磁石相对应，所述下

磁石与所述上磁石的相视面磁极相同，所述多点

鞋垫包括：鞋垫本体；多个硅胶凸点，多个所述硅

胶凸点均匀设置在所述鞋垫本体的顶部，本发明

能够提高运动鞋的缓冲能力，延长使用寿命，提

高舒适度，能够对脚底进行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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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点缓冲的舒适型运动鞋，其特征在于：包括：

鞋底(100)；

鞋帮(200)，所述鞋帮(200)设置在所述鞋底(100)的顶部凹槽内；

磁缓冲组件(300)，所述缓冲组件(200)安装在所述鞋底(100)的内腔；

多点鞋垫(400)，所述多点鞋垫(400)设置在所述鞋底(100)的顶部，所述多点鞋垫

(400)在所述鞋帮(200)的内侧；

加热鞋垫(500)，所述加热鞋垫(500)设置在所述多点鞋垫(400)的顶部，所述加热鞋垫

(500)在所述鞋帮(200)的内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点缓冲的舒适型运动鞋，其特征在于：所述鞋帮(200)

包括：

前鞋帮(210)；

后鞋帮(220)，所述后鞋帮(220)设置在所述前鞋帮(210)的右侧；

护腕(230)，所述护腕(230)设置在所述后鞋帮(220)的顶部；

鞋面(240)，所述鞋面(240)设置在所述前鞋帮(210)的顶部斜面和后鞋帮(220)的左侧

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点缓冲的舒适型运动鞋，其特征在于：所述磁缓冲组件

(300)包括：

上磁石(310)；

下磁石(320)，所述下磁石(320)在所述上磁石(310)的下端，所述下磁石(320)与所述

上磁石(310)相对应，所述下磁石(320)与所述上磁石(310)的相视面磁极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点缓冲的舒适型运动鞋，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点鞋垫

(400)包括：

鞋垫本体(410)；

多个硅胶凸点(420)，多个所述硅胶凸点(420)均匀设置在所述鞋垫本体(410)的顶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点缓冲的舒适型运动鞋，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鞋垫

(500)包括：

加热鞋垫本体(510)；

多个安装槽(520)，多个所述安装槽(520)均匀开设在所述加热鞋垫本体(510)的底部；

多个电气石(530)，多个所述电气石(530)均匀安装在所述加热鞋垫本体(510)的顶部，

多个所述电气石(530)与多个所述安装槽(520)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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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点缓冲的舒适型运动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鞋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多点缓冲的舒适型运动鞋。

背景技术

[0002] 鞋子有着悠久的发展史。大约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兽皮缝制

的最原始的鞋。鞋子是人们保护脚不受伤的一种工具。最早人们为了克服特殊情况，不让脚

难受或者受伤，就发明了毛皮鞋子。鞋子发展到现在，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各种样式功

能的鞋子随处可见。鞋可大致分为皮鞋、运动鞋、户外鞋、高跟鞋、旅游鞋、草鞋、布鞋、卷皮

鞋、拖鞋、网球鞋、登山鞋、胶鞋、棉拖鞋、帆布鞋、休闲鞋等。

[0003] 运动鞋是根据人们参加运动或旅游的特点设计制造的鞋子。运动鞋的鞋底和普通

的皮鞋、胶鞋不同，一般都是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能起一定的缓冲作用。运动时能增强弹性，

有的还能防止脚踝受伤。所以，在进行体育运动时，大都要穿运动鞋，尤其是高烈度体能运

动，如：篮球、跑步等。运动鞋的线条特点是：线条复杂，形式多样。有单线、双线、假线、明线、

虚线、轮廓线、棱线、接缝线、装饰线等，可同时运用在一双鞋上，不拘泥于一种。多以弧线为

主，直线比例较少。

[0004] 现有的运动鞋的缓冲多是通过鞋底的材质进行缓冲，或者利用弹簧进行缓冲，亦

或者通过空气进行缓冲，采用材质缓冲的运动鞋造价较高，不利于市场的开展，弹簧具有疲

劳强度，达到一定的疲劳强度弹簧将不具有缓冲的作用，影响运动鞋的使用寿命，空气缓冲

的缓冲力度不足，并且现有的运动鞋的保暖效果差，舒适度不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点缓冲的舒适型运动鞋，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现有的运动鞋的缓冲多是通过鞋底的材质进行缓冲，或者利用弹簧进行缓冲，亦或者

通过空气进行缓冲，采用材质缓冲的运动鞋造价较高，不利于市场的开展，弹簧具有疲劳强

度，达到一定的疲劳强度弹簧将不具有缓冲的作用，影响运动鞋的使用寿命，空气缓冲的缓

冲力度不足，并且现有的运动鞋的保暖效果差，舒适度不足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多点缓冲的舒适型运动鞋，包

括：

[0007] 鞋底；

[0008] 鞋帮，所述鞋帮设置在所述鞋底的顶部凹槽内；

[0009] 磁缓冲组件，所述缓冲组件安装在所述鞋底的内腔；

[0010] 多点鞋垫，所述多点鞋垫设置在所述鞋底的顶部，所述多点鞋垫在所述鞋帮的内

侧；

[0011] 加热鞋垫，所述加热鞋垫设置在所述多点鞋垫的顶部，所述加热鞋垫在所述鞋帮

的内侧。

[0012] 优选的，所述鞋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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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前鞋帮；

[0014] 后鞋帮，所述后鞋帮设置在所述前鞋帮的右侧；

[0015] 护腕，所述护腕设置在所述后鞋帮的顶部；

[0016] 鞋面，所述鞋面设置在所述前鞋帮的顶部斜面和后鞋帮的左侧面。

[0017] 优选的，所述磁缓冲组件包括：

[0018] 上磁石；

[0019] 下磁石，所述下磁石在所述上磁石的下端，所述下磁石与所述上磁石相对应，所述

下磁石与所述上磁石的相视面磁极相同。

[0020] 优选的，所述多点鞋垫包括：

[0021] 鞋垫本体；

[0022] 多个硅胶凸点，多个所述硅胶凸点均匀设置在所述鞋垫本体的顶部。

[0023] 优选的，所述加热鞋垫包括：

[0024] 加热鞋垫本体；

[0025] 多个安装槽，多个所述安装槽均匀开设在所述加热鞋垫本体的底部；

[0026] 多个电气石，多个所述电气石均匀安装在所述加热鞋垫本体的顶部，多个所述电

气石与多个所述安装槽一一对应。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能够提高运动鞋的缓冲能力，延长

使用寿命，提高舒适度，能够对脚底进行保暖，上磁石通过粘合剂安装在鞋底的内腔顶部，

下磁石通过粘合剂安装在鞋底的内腔底部，通过磁石同性相斥的原理增加运动鞋的缓冲

性，既不会如空气缓冲的缓冲力不足，亦不会如弹簧缓冲具有疲劳强度，能够在保证缓冲力

度的同时延长使用寿命，鞋垫本体铺设在鞋底的顶部，硅胶凸点的数量与上磁石的数量相

同，硅胶凸点的位置与上磁石的位置相对应，通过多个硅胶凸点能够保障脚底与鞋底之间

的缓冲性，提高舒适度，安装槽的数量与硅胶凸点的数量相同，安装槽的位置与硅胶凸点的

位置相对应，安装槽与硅胶凸点相匹配，加热鞋垫本体通过安装槽与硅胶凸点的配合使用

平铺在鞋垫本体的顶部，多个电气石通过粘合剂均匀安装在加热鞋垫本体的顶部，多个电

气石与多个安装槽一一对应，通过电气石对较低进行加热，并且突出的电气石能够起到对

脚底进行按摩的作用，提高舒适度的同时保障身体健康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鞋底剖视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鞋帮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缓冲组件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多点鞋垫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加热鞋垫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100鞋底、200鞋帮、210前鞋帮、220后鞋帮、230护腕、240鞋面、300磁缓冲组

件、310上磁石、320下磁石、400多点鞋垫、410鞋垫本体、420硅胶凸点、500加热鞋垫、510加

热鞋垫本体、520安装槽、530电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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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6] 本发明提供一种多点缓冲的舒适型运动鞋，能够提高运动鞋的缓冲能力，延长使

用寿命，提高舒适度，能够对脚底进行保暖，请参阅图1，包括：鞋底100、鞋帮200、磁缓冲组

件300、多点鞋垫400和加热鞋垫500；

[0037] 请参阅图1-2，鞋底100为中空设置；

[0038] 请参阅图1和图3，鞋帮200设置在鞋底100的顶部凹槽内，鞋帮200包括：

[0039] 前鞋帮210缝制在鞋底100的顶部凹槽内；

[0040] 后鞋帮220设置在前鞋帮210的右侧，后鞋帮220与前鞋帮210为一体化剪裁加工而

成，后鞋帮220缝制在鞋底100的顶部凹槽内；

[0041] 护腕230设置在后鞋帮220的顶部，护腕230与后鞋帮220为一体化剪裁加工而成；

[0042] 鞋面240缝制在前鞋帮210的顶部斜面和后鞋帮220的左侧面；

[0043] 请参阅图1、图2和图3，缓冲组件200安装在鞋底100的内腔，磁缓冲组件300包括：

[0044] 上磁石310通过粘合剂安装在鞋底100的内腔顶部；

[0045] 下磁石320在上磁石310的下端，下磁石320与上磁石310相对应，下磁石320与上磁

石310的相视面磁极相同，下磁石320通过粘合剂安装在鞋底100的内腔底部，通过磁石同性

相斥的原理增加运动鞋的缓冲性，既不会如空气缓冲的缓冲力不足，亦不会如弹簧缓冲具

有疲劳强度，能够在保证缓冲力度的同时延长使用寿命；

[0046] 请参阅图1、图2和图5，多点鞋垫400设置在鞋底100的顶部，多点鞋垫400在鞋帮

200的内侧，多点鞋垫400包括：

[0047] 鞋垫本体410铺设在鞋底100的顶部；

[0048] 多个硅胶凸点420均匀设置在鞋垫本体410的顶部，硅胶凸点420的数量与上磁石

310的数量相同，硅胶凸点420的位置与上磁石310的位置相对应，通过多个硅胶凸点420能

够保障脚底与鞋底100之间的缓冲性，提高舒适度；

[0049] 请参阅图1、图2、图5和图6，加热鞋垫500设置在多点鞋垫400的顶部，加热鞋垫500

在鞋帮200的内侧，加热鞋垫500包括：

[0050] 加热鞋垫本体510平铺在鞋垫本体410的顶部；

[0051] 多个安装槽520均匀开设在加热鞋垫本体510的底部，安装槽520的数量与硅胶凸

点420的数量相同，安装槽520的位置与硅胶凸点420的位置相对应，安装槽520与硅胶凸点

420相匹配，加热鞋垫本体510通过安装槽520与硅胶凸点420的配合使用平铺在鞋垫本体

410的顶部；

[0052] 多个电气石530通过粘合剂均匀安装在加热鞋垫本体510的顶部，多个电气石530

与多个安装槽520一一对应，通过电气石530对较低进行加热，并且突出的电气石530能够起

到对脚底进行按摩的作用，提高舒适度的同时保障身体健康的作用。

[0053]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参考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然而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

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改进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换其中的部件。尤其是，只要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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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冲突，本发明所披露的实施例中的各项特征均可通过任意方式相互结合起来使用，在

本说明书中未对这些组合的情况进行穷举性的描述仅仅是出于省略篇幅和节约资源的考

虑。因此，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文中公开的特定实施例，而是包括落入权利要求的范围内的所

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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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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