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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鞋尤其运动鞋的鞋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鞋尤其运动鞋的鞋底(1)，

其中该鞋底(1)具有在纵向方向(L)上的延伸部

和在垂直于纵向方向(L)的竖直方向(V)的延伸

部，其中多个凹部(2)被引入到鞋底(1)中，其中

凹部(2)在垂直于纵向方向(L)且垂直于竖直方

向(V)的横向方向(Q)上延伸并且至少部分地穿

透鞋底(1)。为了以期望的、特定的方式影响鞋底

的弹性性能，根据本发明，在鞋底(1)上没有外力

的情况下，存在凹部的第一组(2‘)，该凹部的第

一组(2‘)在竖直方向(V)上比在纵向方向(L)上

更大，并且在鞋底(1)上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存在

凹部的第二组(2“)，该凹部的第二组(2“)在竖直

方向(V)上比在纵向方向(L)上更小，其中，至少

在部段中的凹部(2‘，2“)的至少一排(3，4)在纵

向方向(L)上彼此相邻地布置，其中第二组的凹

部(2“)被布置在第一组的两个凹部(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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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鞋尤其运动鞋的鞋底(1)，其中，所述鞋底(1)具有在纵向方向(L)上的延伸部和

在垂直于所述纵向方向的竖直方向(V)的延伸部，其中多个凹部(2)被引入到所述鞋底(1)

中，其中所述凹部(2)在垂直于所述纵向方向(L)且垂直于所述竖直方向(V)的横向方向(Q)

上延伸并且至少部分地穿透所述鞋底(1)，

其中，

在所述鞋底(1)上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凹部的第一组(2‘)在所述竖直方向(V)上比在所

述纵向方向(L)上更大，并且

其中，在所述鞋底(1)上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凹部的第二组(2“)在所述竖直方向(V)上

比在所述纵向方向(L)上更小，

其中，至少在部段中的凹部(2‘，2“)的至少一排在所述纵向方向(L)上被布置成彼此相

邻，其中所述第二组中的凹部(2“)被布置在所述第一组中的两个凹部(2‘)之间，

其中，凹部(2‘、2“)的上排(3)和凹部(2‘、2“)的下排(4)至少在部段中沿所述竖直方向

(V)彼此上下地布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排(3)和所述下排(4)相对于彼此布置成使得所述第一组中的凹部(2‘)竖直地

位于所述第二组中的凹部(2“)上方，在所述鞋底(1)上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凹部(2)在第一

方向(R1)上的最大尺寸(G)是所述凹部(2)在垂直于所述第一方向的第二方向(R2)上的最

大尺寸(K)的至少150％，并且其中，在所述横向方向(Q)上观察时，所述凹部(2)具有8的形

状的外围轮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至少部分所述凹部(2)在所述横向方向(Q)

上完全穿透所述鞋底(1)。

3.根据权利要求或2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凹部(2)沿直线方向延伸。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鞋底(1)上没有外力的

情况下，凹部(2)在第一方向(R1)上的最大尺寸(G)是所述凹部(2)在垂直于所述第一方向

的第二方向(R2)上的最大尺寸(K)的至少18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凹部(2)在中心区域具有限制部(5)，

所述限制部(5)具有最小延伸部(K)，所述最小延伸部(K)是在所述第二方向(R2)上的所述

最大尺寸(K)的至多9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最大尺寸(G)在8mm和18mm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余留在所述凹部(2)之间的鞋底(1)的材料

的壁厚(t)至少在部段中是恒定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至少在部段中的所述壁厚(t)在所述壁厚

(t)的平均值的80％和120％之间的范围内。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鞋底包括聚氨酯材料、热塑性聚氨酯

TPU或热塑性弹性体TPE。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鞋底(1)的材料发泡成型。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鞋底的材料具有在0 .20g/cm3和

0.50g/cm3之间的密度。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鞋底的材料具有在30Asker  C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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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sker  C之间的硬度。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鞋底是鞋底中层或包括鞋底中层。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鞋底中层的下方布置有鞋底外层

(6)。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在纵向方向(L)上，所述凹部(2)被布置成

是所述鞋底(1)的总纵向延伸部的至少33％以上。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凹部(2)至少被布置在所述鞋底(1)

的中脚区域和后脚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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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尤其运动鞋的鞋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鞋的鞋底，尤其是运动鞋的鞋底，其中鞋底具有在纵向方向上的

延伸部和在垂直于纵向方向的竖直方向上的延伸部，其中，多个凹部被引入到鞋底中，其

中，凹部在垂直于纵向方向且垂直于竖直方向的横向方向上延伸，并且至少部分地穿透鞋

底，其中，存在凹部的第一组，在鞋底上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该凹部的第一组在竖直方向上

比在纵向方向上更大，其中存在凹部的第二组，在鞋底上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该凹部的第二

组在竖直方向上比在纵向方向上更小，其中至少在部段中，凹部中的至少一排在纵向方向

上彼此相邻地布置，其中第二组中的凹部被布置在第一组中的两个凹部之间，其中，至少在

部段中，凹部的上排和凹部的下排在竖直方向上彼此上下地布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运动鞋的情况下，尝试通过鞋底的几何设计给予鞋底一定的和期望的弹性性

能。这意味着，当受到鞋的穿着者的重量时，鞋底在竖直方向上表现出期望的变形性能，特

别是在竖直方向上施加的力和应变之间的特定特征曲线。

[0003] 从DE  20  2005  017  043  U1中已知上述类型的鞋底。在US  2008/127513  A1，DE  34 

40  206  A1，US  2009/0064542  A1和US  2  983  056  A中示出了类似的解决方案。

[0004] 还从US  2983056  A中已知另一鞋底。本文中的鞋底的本体在横向方向上提供有多

个凹部，因此在横向方向上看，这些凹部被圆形地、侧向地形成在鞋底上。这些凹部具有不

同的直径，其中具有较小直径的一个凹部位于具有较大直径的两个凹部之间。这样的凹部

可以用于影响鞋底的弹性性能或减震性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基于的目的是以一种期望的、预定的改进的方式影响鞋底的弹性和减震

性能的方式来进一步开发上述类型的鞋底。

[0006] 通过本发明的这个目的的解决方案的特征在于，两排相对于彼此布置成使得第一

组中的凹部竖直地位于第二组中的凹部上方，其中，在鞋底上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凹部在第

一方向上的最大尺寸是凹部在垂直于第一方向的第二方向上的最大尺寸的至少150％，并

且其中，在横向方向上观察时，凹部具有8的形状的外围轮廓。

[0007] 至少部分的凹部优选地在横向方向上完全穿透鞋底。

[0008] 因此凹部优选地沿直线延伸，因此它们相应地被设计成直的和线性的。

[0009] 在鞋底上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优选地，凹部在第一方向上的最大尺寸因此是该凹

部在垂直于第一方向的第二方向上的最大尺寸的至少180％。在这种情况下，该凹部在中心

区域中优选地具有限制部，该限制部具有最小延伸部，该最小延伸部是在该第二方向上的

最大尺寸的至多90％，优选地至多80％。

[0010] 因此，最大尺寸优选地在8mm与18mm之间，特别优选地在10mm与15mm之间。

[0011] 余留在凹部之间的鞋底的材料的壁厚优选地至少在部段中是基本上恒定的。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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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止，优选地是，至少在部段中的壁厚在壁厚的平均值的80％和120％之间的范围内(壁

厚的平均值是算术平均值，其是针对在鞋底的外侧表面的给定限定区域上的相邻凹部之间

的相应壁厚来确定的)。

[0012] 鞋底优选地由聚氨酯材料、热塑性聚氨酯(TPU)或热塑性弹性体(TPE)组成或至少

包括这种材料。鞋底的材料因此优选地发泡成型。

[0013] 鞋底的材料优选地具有在0.20g/cm3和0.50g/cm3之间的密度。鞋底的材料优选地

具有30Asker  C和50Asker  C之间的硬度。

[0014] 鞋底可以设计为鞋底中层。因此，鞋底外层可以放置在鞋底中层下方。

[0015] 在纵向方向上，凹部优选地被布置成式鞋底的总纵向延伸部的至少33％以上。它

们优选地至少被布置在鞋底的中脚区域和后脚区域中。

[0016] 鞋底的所提出的设计使得可以以简单的方式影响鞋底的弹性性能和缓冲性能或

硬度的控制。通过凹部的设计，当鞋底加载装备有鞋底的鞋的穿着者的重量时，可以实现期

望的弹性偏转。

[0017] 本发明是基于所谓的“机械金属材料”的使用，其中旨在将不同尺寸的不同排的凹

部(在横截面中已知的主要是圆形的或椭圆形的凹部)引入或将引入鞋底中以便实现鞋底

的特定的弹性性能或缓冲性能。这实现了“工程减震”，其中弹性特性或减震特性遵循期望

的特征曲线。

[0018] 当施加由鞋的穿着者的重量引起的变形力时，产生的单元以特定的方式塌陷，使

得可以实现特定的弹性特征或减震特征。

[0019] 在这方面，可以说，由于结构本身形成连贯的系统并且各个材料部段相互依赖，实

现了鞋底结构的“可设计折叠或塌陷”。

[0020] 所提出的结构的优点可以导致“负刚度”，即如果鞋底在竖直方向上稍微被压缩，

则鞋底以限定的方式塌陷。还可以以上述方式构造鞋底，使得其一方面具有足够的弹性度，

另一方面由于变形力而吸收变形能量。

附图说明

[0021] 在附图中，示出了本发明的实施例。

[0022] 图1示出了运动鞋的鞋底，其中鞋底包括鞋底中层和鞋底外层；

[0023] 图2更详细地示出了在垂直于鞋底的纵向方向并且垂直于竖直方向的横向方向上

看到的根据图1的截面“X”；以及

[0024] 图3示出了鞋底中的具有几何形状的细节的凹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图1示出了鞋底1，其在纵向方向L(对应于具有鞋底的鞋的纵向轴线)和竖直方向V

(竖直方向V指示当鞋或鞋底按照预期使用时站立在地面上时的方向)上延伸。此外，鞋底1

在横向方向Q上延伸，该横向方向Q垂直于纵向方向L和竖直方向V。

[0026] 鞋底1在本文中被设计为鞋底中层，鞋帮(未示出)以已知方式附接到鞋底中层的

上侧。鞋底外层6附接到鞋底的底部。

[0027] 凹部2被结合到鞋底1中。优选地，这些凹部在鞋底1的整个宽度上在横向方向Q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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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在图2和图3中示出了凹部2的设计和布置的细节。为此目的，图2示出了根据图1的细

节“X”，并且图3示出了单个凹部2的优选设计的几何设计。

[0028] 如结合图1在图2中所示，凹部2的两排3和4被结合到鞋底1中。因此，采用两组凹部

2：

[0029] 凹部的第一组2‘以这种方式被设计，该方式为在鞋底1上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凹部2

‘在竖直方向V上比在纵向方向L上更大。然后，存在凹部的第二组2“，同样在鞋底1上没有外

力的情况下，第二组凹部2“在竖直方向V上比在纵向方向L上更小。如在图2中所示，在纵向

方向L上的每排3、4中，凹部2‘、2“被布置成以在第一组的两个凹部2‘之间布置第二组的凹

部2“的方式彼此相邻。

[0030] 这些单独的凹部2‘、2“各自以当在横向方向Q上观察时它们具有“8”的形状的方式

来设计。特别参见图3。

[0031] 相应地，每个凹部2‘、2“在第一方向R1上具有最大尺寸G(优选地在10mm与15mm之

间)；在垂直于第一方向R1的第二方向R2上，凹部2‘、2“的最大尺寸用K表示。尺寸G优选地是

尺寸K的至少150％(特别优选地甚至至少180％)。

[0032] 在沿着第一方向R1上的延伸部的中心区域中，凹部2‘、2“具有限制部5(其导致“8”

的形状)，使得凹部2‘、2“在此处具有最小延伸部k。这个最小延伸部k优选地是尺寸K的至多

90％，特别优选地为至多80％。

[0033] 还必须提及在相邻的凹部2‘、2“之间产生的余留壁厚t。这在图2中在不同点处表

示。如果确定在选定区域(如图2所示的区域)上的对应的壁厚t之间的(算术)平均值，则优

选地旨在使壁厚t保持基本上恒定。确切地说，这可以量化成以下效果：在所选定区域的任

何点处的壁厚t不小于平均壁厚t的80％并且不大于120％。

[0034] 通过所提出的设计，可以实现鞋的鞋底具有特定的弹性性能或缓冲性能，因此，特

别是当承受鞋的穿着者的重量时，由于凹部而发生鞋底的预定塌陷，这提供了令人愉快的

穿着感觉。

[0035] 附图标记：

[0036] 1 鞋底

[0037] 2 凹部

[0038] 2‘  第一组的凹部

[0039] 2“  第二组的凹部

[0040] 3 凹部的排

[0041] 4 凹部的排

[0042] 5 限制

[0043] 6  外鞋底

[0044] L 纵向方向

[0045] V 竖直方向

[0046] Q  横向方向

[0047] R1  第一方向

[0048] R2  第二方向

[0049] G 凹部在第一方向上的最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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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K 凹部在第二方向上的最大尺寸

[0051] k 最小延伸

[0052] t 壁厚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12423616 B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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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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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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