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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属于运动装置技术领域，具体

为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包括鞋面、鞋底、

气垫和内置气囊，所述鞋面的底部粘接所述鞋

底，所述鞋底的内腔底部镶嵌所述气垫，所述气

垫的内部粘接所述内置气囊，所述鞋面的表面开

设有散热孔，该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通过

配件的组合运用，可在鞋底的内部开设内槽，并

在内槽中组合气垫，气垫的内部含有内置气囊，

且内置气囊的侧面组合一体成型的气道，并使气

道与气垫外部两侧的气孔插接，在进行穿戴后，

踩踏过程会对内置气囊施力，使内置气囊的内部

气体通过气道均匀分配给气孔，抬起过程会使内

置气囊回弹吸气，便于下一次的气体释放，以增

加鞋体内部的气体循环性，达到辅助散热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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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其特征在于：包括鞋面(100)、鞋底(200)、气垫(300)和

内置气囊(400)，所述鞋面(100)的底部粘接所述鞋底(200)，所述鞋底(200)的内腔底部镶

嵌所述气垫(300)，所述气垫(300)的内部粘接所述内置气囊(400)，所述鞋面(100)的表面

开设有散热孔(120)，所述鞋底(200)的顶部一体成型连接有内槽(210)，所述鞋底(200)的

顶部接触有鞋垫(220)，所述鞋底(200)的顶部镶嵌有脚掌垫(240)，所述气垫(300)的底部

粘接有防滑垫(310)，所述气垫(300)的底部通过所述防滑垫(310)与所述内槽(210)卡扣连

接，所述内置气囊(400)的两侧一体成型连接有气道(410)，所述内置气囊(400)的两侧一体

成型连接有气孔(420)，所述气道(410)的末端与所述气孔(420)的圆周内壁插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其特征在于：所述鞋面(100)的

顶部粘接有防磨块(110)，所述防磨块(110)的材质为亲肤性柔软面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其特征在于：所述鞋面(100)的

顶部粘接有松紧带(130)，所述松紧带(130)的材质为高弹性面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其特征在于：所述鞋垫(220)的

顶部开设有鞋垫孔(230)，所述鞋垫(220)的材质为冰丝面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垫(300)的

高度高于所述内槽(210)的深度，所述气孔(420)的开设高度在所述内槽(210)的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垫(300)的

前侧壁粘接有拉带(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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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运动装置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

背景技术

[0002] 鞋子穿在脚上，用来保护足部，便于行走的穿着物。由皮革、布帛、胶皮等材料制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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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样式功能的鞋子随处可见。

[0003] 鞋子有多种分类，其中运动鞋就是鞋子中的分类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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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 现有的运动鞋在进行使用中已经十分普及，运动鞋因为其使用环境的特殊性，运

动中本身就会产生热量，而运动鞋为了增加安全性，对足部的包裹性也较强，这就会导致运

动鞋的内部热量较大，难以进行散热，影响了运动使用的效果，仅靠单一的开孔散热无法保

证散热的强度，更缺少可以辅助散热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现有的运动鞋在进行使用中已经十分普及，运动鞋因为其使用环境的特殊性，运动中本

身就会产生热量，而运动鞋为了增加安全性，对足部的包裹性也较强，这就会导致运动鞋的

内部热量较大，难以进行散热，影响了运动使用的效果，仅靠单一的开孔散热无法保证散热

的强度，更缺少可以辅助散热的效果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包括鞋

面、鞋底、气垫和内置气囊，所述鞋面的底部粘接所述鞋底，所述鞋底的内腔底部镶嵌所述

气垫，所述气垫的内部粘接所述内置气囊，所述鞋面的表面开设有散热孔，所述鞋底的顶部

一体成型连接有内槽，所述鞋底的顶部接触有鞋垫，所述鞋底的顶部镶嵌有脚掌垫，所述气

垫的底部粘接有防滑垫，所述气垫的底部通过所述防滑垫与所述内槽卡扣连接，所述内置

气囊的两侧一体成型连接有气道，所述内置气囊的两侧一体成型连接有气孔，所述气道的

末端与所述气孔的圆周内壁插接。

[0007] 优选的，所述鞋面的顶部粘接有防磨块，所述防磨块的材质为亲肤性柔软面料。

[0008] 优选的，所述鞋面的顶部粘接有松紧带，所述松紧带的材质为高弹性面料。

[0009] 优选的，所述鞋垫的顶部开设有鞋垫孔，所述鞋垫的材质为冰丝面料。

[0010] 优选的，所述气垫的高度高于所述内槽的深度，所述气孔的开设高度在所述内槽

的上方。

[0011] 优选的，所述气垫的前侧壁粘接有拉带。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通过配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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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运用，可在鞋底的内部开设内槽，并在内槽中组合气垫，气垫的内部含有内置气囊，且

内置气囊的侧面组合一体成型的气道，并使气道与气垫外部两侧的气孔插接，在进行穿戴

后，踩踏过程会对内置气囊施力，使内置气囊的内部气体通过气道均匀分配给气孔，抬起过

程会使内置气囊回弹吸气，便于下一次的气体释放，以增加鞋体内部的气体循环性，达到辅

助散热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鞋底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气垫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气垫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00鞋面、110防磨块、120散热孔、130松紧带、200鞋底、210内槽、220鞋垫、

230鞋垫孔、240脚掌垫、300气垫、310防滑垫、320拉带、400内置气囊、410气道、420气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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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 本发明提供一种便于辅助散热的运动鞋，通过配件组合运用，便于增加辅助散热

效果，提高运动鞋使用的舒适性，请参阅图1-5，包括鞋面100、鞋底200、气垫300和内置气囊

400；

[0021] 请再次参阅图1，鞋面100的顶部具有防磨块110，具体的，鞋面100的顶部粘接有防

磨块110，防磨块110的材质为亲肤性柔软面料，鞋面100的表面开设有散热孔120，散热孔

120便于对鞋面100的内部进行空气交换，以起到辅助散热的目的，防磨块110的设置可对脚

跟位置进行接触，以降低运动中与鞋体的磨损，保证舒适性；

[0022] 请再次参阅图3，鞋底200的顶部与鞋面100的底部固定连接，具体的，鞋面100的底

部粘接鞋底200，鞋底200的顶部一体成型连接有内槽210，鞋底200的顶部接触有鞋垫220，

鞋底200的顶部镶嵌有脚掌垫240，脚掌垫240的材质可为弹性材料也可为气囊，起到了辅助

缓冲的目的，以保证舒适性以及和气垫300的配合度，其中内槽210的整体结构需于气垫300

的整体结构相同；

[0023] 请再次参阅图3-4，气垫300的底部与鞋底200的顶部固定连接，具体的，鞋底200的

内腔底部镶嵌气垫300，气垫300的底部粘接有防滑垫310，气垫300的底部通过防滑垫310与

内槽210卡扣连接，防滑垫310可增加与内槽210底部接触过程的摩擦力，起到了防滑的效

果；

[0024] 请再次参阅图5，内置气囊400与气垫300固定连接，具体的，气垫300的内部粘接内

置气囊400，内置气囊400的两侧一体成型连接有气道410，内置气囊400的两侧一体成型连

接有气孔420，气道410的末端与气孔420的圆周内壁插接，气孔420的数量理论上是与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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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的数量相匹配的，具体气孔420和气道410的数量按照实际散热要求进行增减；

[0025] 在具体的使用时，首先在鞋面100的顶部具有防磨块110和松紧带130，便于增加穿

戴中的包裹感，并在鞋面100的侧面组合散热孔120，在鞋底200的顶部开设内槽210，并在内

槽210的内部内置气垫300，气垫300的内部安装有内置气囊400，内置气囊400的两侧组合有

气道410，气道410与气垫300侧面开设的气孔420插接，在进行内置气囊400踩踏的过程中，

会把内置气囊400内部的气体通过气道410传输，并用气孔420传递出去，便于增加内部空气

交换速度，增加辅助散热的效果，同时在脚部抬起时，内置气囊400回缩吸气，使内置气囊

400中重新充满空气，便于下一次踩踏循环，使气流可通过含有鞋垫孔230的鞋垫220扩散出

去，鞋垫220自身材质为冰丝材料，使用舒适凉爽，便于保证散热的效果。

[0026] 请再次参阅图3，为了便于增加鞋面100的包裹性，具体的，鞋面100的顶部粘接有

松紧带130，松紧带130的材质为高弹性面料，松紧带130的设置可在穿点后对脚背位置进行

弹性包裹，以增加稳定性。

[0027] 请再次参阅图3，为了增加气体流动的配合性，并增加足部接触过程的舒适性，具

体的，鞋垫220的顶部开设有鞋垫孔230，鞋垫220的材质为冰丝面料，鞋垫孔230的设置可增

加气体交换的速度和效果。

[0028] 请再次参阅图3-4，为了便于保证气体发散的有效性，具体的，气垫300的高度高于

内槽210的深度，气孔420的开设高度在内槽210的上方，可按照实际需要对气垫300的整体

高度进行调整，以保证使用的配合度。

[0029] 请再次参阅图4，为了便于对气垫300进行拆卸，方便进行后期清洁和更换，具体

的，气垫300的前侧壁粘接有拉带320，拉带320可在被拉扯的过程中把气垫300从内槽210中

抽出。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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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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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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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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