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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具有反应层的鞋类。一种用于鞋

类的紧固系统，包括带子，所述带子作为限制元

件起作用以在带子处于拉紧状态下时将鞋类更

牢固地固定到穿用者的足部。带子可以是由具有

负的泊松比的材料制成的单一带子。带子还可以

具有拥有外层和内层的复合结构，其中内层由具

有负的泊松比的材料制成。当带子在长度方向被

置于拉紧状态下时，带子的厚度和/或宽度可扩

张以增加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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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鞋类物品，包括：

鞋面，其具有内侧面和外侧面；

鞋底，其具有内侧面和外侧面，其中所述鞋底和所述鞋面的内表面配合以界定起作用

以接纳穿用者的足部的内部体积；以及

复合带子，其邻近所述鞋面的所述内表面布置在所述内部体积内，其中所述复合带子

在内侧末端处永久地被附接于所述鞋底的所述内侧面，并且所述复合带子在外侧末端处永

久地被附接于所述鞋底的所述外侧面；

其中所述复合带子包括至少一个反应材料的内层和至少一个无弹性材料的外层；并且

其中所述至少一个反应材料的内层在所述复合带子处于纵向拉紧状态下时在厚度和

宽度中的至少一个上增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类物品，其中所述复合带子完全在所述鞋面内经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类物品，其中所述鞋类物品是鞋、靴子、拖鞋、蛙鞋、凉鞋和

滑冰鞋之一。

4.一种鞋类物品，包括：

鞋面；

鞋底，其具有内侧面和外侧面，其中所述鞋底连接至所述鞋面以界定在所述鞋底和所

述鞋面的内表面之间的内部体积，其中所述内部体积起作用以接纳穿用者的足部；以及

复合带子，其邻近所述鞋面的所述内表面布置在所述内部体积内，其中所述复合带子

具有由反应材料形成的内层和由无弹性材料形成的外层，使得当所述复合带子处于纵向拉

紧状态下时，所述反应材料在厚度和宽度中的至少一个上增加；

其中所述复合带子的所述外层布置在所述复合带子的所述内层和所述鞋面的所述内

表面之间；

其中所述复合带子包括附接至所述鞋底的所述内侧面的第一端和附接至所述鞋底的

所述外侧面的相对的第二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鞋类物品，其中所述鞋类物品是拖鞋和凉鞋中的一种，并且所

述复合带子是鞋跟带子、足弓部带子和鞋前部带子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鞋类物品，其中所述鞋类物品是蛙鞋并且所述复合带子是鞋

跟带子。

7.一种鞋类物品，包括：

鞋面，其具有外侧壁，所述外侧壁布置在内侧面和外侧面中的每一个上，所述鞋面界定

配置成接纳穿用者的足部的所述鞋类物品的内部体积，并且所述鞋面还包括布置在所述鞋

面的内侧面和外侧面之间的鞋舌；

鞋底，其具有内侧面和外侧面；以及

复合带子，其具有内侧末端和外侧末端，所述内侧末端和所述外侧末端两者都布置在

所述内部体积内，其中所述内侧末端永久地被附接于所述鞋底的所述内侧面，并且其中所

述外侧末端永久地被附接于所述鞋底的所述外侧面；

所述复合带子还包括被布置在所述内侧末端和所述外侧末端之间的中间部分，所述中

间部分被配置为在布置在所述鞋类物品的所述内部体积内的足部的足弓上延伸，并且在所

述鞋面的所述鞋舌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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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复合带子包括至少一个无弹性材料的外层和至少一个反应材料的内层；

其中所述至少一个反应材料的内层在所述复合带子处于纵向拉紧状态下时在厚度和

宽度中的至少一个上增加；并且

其中所述复合带子的所述内侧末端和所述外侧末端在所述外侧壁的内部固定至所述

鞋底。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鞋类物品，其中所述复合带子是足弓部带子。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鞋类物品，还包括单一反应带子，所述单一反应带子在所述鞋

底的内侧面处和在所述鞋底的外侧面处被永久地附接于所述鞋类物品的内部。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鞋类物品，其中所述至少一个反应材料的内层包括拉胀材

料。

11.一种鞋类物品，包括：

鞋面，其具有内侧面和外侧面；

鞋底，其具有内侧面和外侧面，其中所述鞋底和所述鞋面的内表面配合以界定起作用

以接纳穿用者的足部的内部体积；以及

复合带子，其邻近所述鞋面的所述内表面布置在所述内部体积内，其中所述复合带子

在内侧末端处永久地被附接于所述鞋底的所述内侧面，并且所述复合带子在外侧末端处永

久地被附接于所述鞋底的所述外侧面；

所述鞋面还包括与所述鞋面的鞋前部部分相关联的前部的部分、与所述鞋面的鞋跟部

分相关联的后部部分和被布置在所述前部的部分和所述后部部分之间的中间部分；以及

其中所述中间部分包括所述复合带子，所述复合带子包括至少一个反应材料的内层和

至少一个无弹性材料的外层，所述至少一个反应材料的内层在所述中间部分处于纵向拉紧

状态下时在厚度和宽度中的至少一个上增加。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鞋类物品，其中所述中间部分从所述鞋面的所述内侧面延

伸至所述鞋面的所述外侧面。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鞋类物品，其中所述中间部分从所述鞋面的喉部开口的任

一侧向所述鞋类物品的鞋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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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反应层的鞋类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4年02月12日，申请号为201480009689.2，发明名称为“具有

反应层的鞋类”的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施方案大体上涉及鞋类物品，并且特别地涉及在意图在体育活动期间使用的

和/或在游戏或运动期间使用的鞋类物品中的限制元件，所述体育活动例如跑步、步行、滑

冰、滑雪、自行车运动或跳跃，所述游戏或运动例如篮球、足球、排球、棒球、橄榄球、网球、曲

棍球、冰球和其他游戏或运动。

背景技术

[0003] 鞋类物品通常具有至少两个主要部件，鞋面和鞋底，所述鞋面提供用于接纳穿用

者的足部的外罩，所述鞋底被固定于鞋面，是与地面或比赛表面的主要接触部。鞋类还可以

使用某类型的紧固系统，例如鞋带或带子(strap)或两者的组合，以围绕穿用者的足部固定

鞋类。当鞋类被解开时，紧固系统允许穿用该鞋类的人容易地将他的/她的足部插入鞋类。

当紧固系统被紧固时，其牢牢地将鞋类保持至足部，并且提供适合于意图的活动或运动的

稳定性和支撑，同时允许足够的灵活性。

发明内容

[0004] 如本文使用的，术语“反应材料”将是指下述的材料：当其被设置为在第一方向上

处于拉紧状态下时，其在与所述第一方向正交的一个或两个方向上增加其尺寸。例如，如果

该材料是以具有长度、宽度和厚度的带子的形式，则当该带子在纵向上(即，长度上)处于拉

紧状态时，其在宽度和/或厚度上增加。反应材料可以具有负的泊松比为特征。相反，常规材

料在它们的长度扩张时趋于在宽度和厚度上收缩。具有这些反应性质的材料的实例是拉胀

材料(auxetic  material)。

[0005] 在一个方面中，鞋类物品包括鞋面、鞋底和带子，所述带子在一端处被附接于鞋类

的内侧面(在鞋面或鞋底的内侧处)，并且在另一端处被附接于鞋类的外侧面(在鞋面或鞋

底的外侧处)。带子包括由反应材料制成的层。此层在本文将被称为“反应层”。反应层被阻

止向外扩张。当穿用鞋类的人参与使带子处于增加的纵向拉紧的活动时，例如跳跃或加速，

反应层增加其厚度和/或宽度并因此将鞋类更稳固地保持在足部上。

[0006] 在另一方面中，鞋类物品包括鞋面、鞋底和由反应材料制成的带子。带子在其内侧

端和外侧端分别被附接于鞋面的内侧面和外侧面，或者分别被附接于鞋底的内侧面和外侧

面。带子部分地或完全地在鞋类中经过，使得当带子处于纵向拉紧状态时，鞋面的织物限制

带子以便当其在厚度上扩张时，带子更牢固地抵着穿用者的足部压紧。

[0007] 在另一方面中，鞋类物品包括鞋面、鞋底和复合带子，所述复合带子在一端处被附

接于鞋类的内侧面，且在另一端处被附接于鞋类的外侧面。复合带子具有至少两层，一层由

无弹性的材料制成而另一层由反应材料即具有负的泊松比的材料制成。无弹性的层用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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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由反应材料制成的层向外扩张，以便当带子处于纵向拉紧状态时，其在厚度和/或宽度上

扩张以将鞋类更牢固地保持在足部上。

[0008] 在另一方面中，鞋类物品包括：鞋面，其具有内侧面和外侧面；鞋底，其具有内侧面

和外侧面；以及带子，其在内侧末端处被附接于所述鞋面的所述内侧面和所述鞋底的所述

内侧面中的至少一个，并且在外侧末端处被附接于所述鞋面的所述外侧面和所述鞋底的所

述外侧面中的至少一个；其中所述带子包括反应材料，所述反应材料在所述带子处于纵向

拉紧状态下时在厚度和宽度中的至少一个上增加。

[0009] 所述带子可以是复合带子，所述复合带子可具有在所述带子的向外侧处的一个无

弹性层和在所述带子的向内侧处的一个反应层。

[0010] 所述反应层可以在所述带子的每个末端处被永久地附接于所述无弹性层。

[0011] 所述带子可以在所述鞋类物品的足弓部之上经过。

[0012] 所述带子可以是包含反应材料的单一带子。

[0013] 所述带子可被配置为在穿用者的足部的足弓上在所述鞋类物品内经过。

[0014] 所述带子可被配置为在所述鞋类物品的鞋舌上经过。

[0015] 所述带子可以是鞋跟带子。

[0016] 所述带子可以是鞋前部带子。

[0017] 所述鞋类物品是鞋、靴子、拖鞋、蛙鞋、凉鞋和滑冰鞋之一。

[0018] 在另一方面中，鞋类物品包括：鞋面，其具有内侧面和外侧面；鞋底，其具有内侧面

和外侧面；以及单一带子，其在内侧末端处被附接于所述鞋面的所述内侧面和所述鞋底的

所述内侧面中的至少一个，并且在外侧末端处被附接于所述鞋面的所述外侧面和所述鞋底

的所述外侧面中的至少一个；其中所述单一带子包括反应材料的层；并且其中所述反应材

料的层在所述单一带子处于纵向拉紧状态下时在厚度和宽度中的至少一个上增加。

[0019] 所述单一带子可以完全在所述鞋面内经过。

[0020] 所述鞋面可包括在所述鞋面的所述外侧面上的狭缝，并且其中所述单一带子被附

接于所述鞋类物品的所述内侧面的内部，向上经过所述鞋类物品的所述内侧面并跨越至所

述外侧面，从所述外侧面向下至狭缝，穿过所述狭缝并可拆卸地附接于所述鞋面的外部。

[0021] 在另一方面中，鞋类物品包括具有由反应材料制成的内层和由无弹性的材料制成

的外层的复合带子。当复合带子处于纵向拉紧状态时，反应材料在其厚度和/或宽度上增

加，以将鞋类更牢固地保持在穿用者的足部上。

[0022] 所述鞋类物品可以是拖鞋和凉鞋中的一种，并且所述复合带子可以是鞋跟带子、

足弓部带子和鞋前部带子中的一种。

[0023] 所述鞋类物品可以是蛙鞋并且所述复合带子可以是鞋跟带子。

[0024] 在另一方面中，鞋类物品包括：鞋面，其具有内侧面和外侧面；鞋底，其具有内侧面

和外侧面；以及复合带子，其在内侧末端处被附接于所述鞋面的所述内侧面和所述鞋底的

所述内侧面中的至少一个，并且在外侧末端处被附接于所述鞋面的所述外侧面和所述鞋底

的所述外侧面中的至少一个；其中所述复合带子包括至少一个无弹性材料的层和至少一个

反应材料的层；并且其中所述至少一个反应材料的层在所述复合带子处于纵向拉紧状态下

时在厚度和宽度中的至少一个上增加。

[0025] 所述复合带子可通过可拆卸设备被附接于所述鞋面的所述外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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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鞋类物品还可包括单一反应带子，所述单一反应带子在所述内侧面处和在所

述外侧面处被永久地附接于所述鞋类物品的内部。

[0027] 所述至少一个反应材料的层可包括拉胀材料。

[0028] 在另一方面中，鞋类物品包括具有内侧面和外侧面的鞋面。鞋面还包括与鞋面的

鞋前部部分相关联的前部的部分、与鞋面的鞋跟部分相关联的后部部分以及被布置在前部

的部分与后部部分之间的中间部分。中间部分包括反应材料，该反应材料在中间部分处于

纵向拉紧状态下时在厚度和宽度中的至少之一上增加。

[0029] 所述中间部分可从所述鞋面的所述内侧面延伸至所述鞋面的所述外侧面。

[0030] 所述中间部分可从所述鞋面的喉部开口的任一侧向所述鞋类物品的鞋底延伸。

[0031] 在查阅以下附图和详细描述时，实施方案的其他系统、方法、特征和优点对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将是明显的或将变得明显。意图是所有这类另外的系统、方法、特征和优点被

包括在本描述和本概述内、在实施方案的范围内并且通过本申请的权利要求被保护。

附图说明

[0032] 实施方式可以参照以下的附图和描述被更好地理解。图中的部件不一定是按比例

的，而是将重点放在图示实施方式的原理上。此外，在附图中，相同的参考标记表示贯穿不

同视图的相应的部分。

[0033] 图1是具有单一反应带子的实例的鞋类物品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34] 图2是单一带子在其不经受任何纵向拉紧时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35] 图3是单一带子在纵向拉紧状态下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36] 图4是单一带子在增加的纵向拉紧状态下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37] 图5是使用单一带子的实例在比赛表面上的图1中的鞋类物品的实施方式的等距

视图；

[0038] 图6是使用单一带子的实例与比赛表面接触的图1中的鞋类物品的实施方式的等

距视图；

[0039] 图7是使用单一带子的实例的鞋类物品的另一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40] 图8是使用单一带子的鞋类物品的又一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41] 图9是使用复合带子的鞋类物品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42] 图10是复合带子在其不经受任何纵向拉紧时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43] 图11是复合带子在纵向拉紧状态下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44] 图12是复合带子在增加的纵向拉紧状态下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45] 图13是在比赛表面上的图9的鞋类的等距视图；

[0046] 图14是与比赛表面接触的图9的鞋类的等距视图；

[0047] 图15是包括整合的反应带子的鞋类物品的实施方式的等距外侧视图；

[0048] 图16是包括整合的反应带子的鞋类物品的实施方式的等距内侧视图；

[0049] 图17是包括反应带子的鞋面的部分的放大的横截面视图；

[0050] 图18是包括反应带子的鞋面的部分的放大的横截面视图；

[0051] 图19是具有包括反应带子的整体鞋舌的物品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52] 图20是具有整合至鞋面的喉部部分中的反应材料的鞋类物品的实施方式的等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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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0053] 图21是包括包含反应材料的鞋面的鞋类物品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54] 图22是具有用于在穿用者的脚踝处提供增加的支撑的复合带子的鞋类物品实施

方式的等距视图；

[0055] 图23是具有复合带子的凉鞋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0056] 图24是具有复合带子的拖鞋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以及

[0057] 图25是具有复合带子的蛙鞋的实施方式的等距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8] 为了清楚起见，本文中的详述描述了一些示例性实施方案，但本文中的公开内容

可以被应用于包括本文中描述的和在权利要求中叙述的特征中的某些的任何鞋类物品。特

别地，虽然以下详细描述讨论了以比如跑步鞋、篮球鞋、凉鞋和蛙鞋的鞋类的形式的示例性

实施方案，但是本文中的公开内容可以被应用到广泛范围的鞋类。

[0059] 为了一致和方便起见，贯穿对应于图示的实施方案的此详细描述使用了方向性形

容词。如贯穿本详细描述以及在权利要求中使用的术语“纵向”是指延伸部件例如带子的长

度(或最长的尺寸)的方向。此外，如贯穿本详细描述并且在权利要求中使用的术语“横向”

是指沿着部件例如带子的宽度延伸的方向。横向方向通常可垂直于纵向方向。此外，如贯穿

本详细描述并且在权利要求中使用的术语“竖直”是指大体上垂直于横向方向和纵向方向

的方向。竖直方向可以与部件例如带子的厚度或深度相关联。

[0060] 图1是鞋类物品100的实施方案的等距视图。鞋类物品100可包括鞋面101和鞋底

102。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鞋面101还可包括鞋舌104。鞋面101可包括允许穿用者将他的或她

的足部插入鞋类的开口或喉部105。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鞋面101还可包括鞋带103，鞋带103

可被用于绑紧或以其他方式调整围绕足部的喉部105的大小。

[0061] 鞋类物品100可包括用于适应性地绑紧至使用者的足部的构造(provision)。例

如，一些实施方式可并入响应于诸如跳跃、跑步或急转的活动而绑紧的部件，从而最小化在

这样的活动期间使用者的足部与鞋类物品100之间的滑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鞋类物品

100可包括包含反应材料的一个或更多个带子。如先前所讨论的，这类材料可沿着垂直于拉

紧方向的尺寸扩张(例如，在经历长度上的拉紧时在宽度和厚度上扩张)。

[0062] 如贯穿此详述以及在权利要求中所使用的，术语“带子”是指具有比长度和/或宽

度小得多的厚度的任何大体上二维的构件。在一些情况下，带子可具有细长的形状，包括例

如，矩形区域。然而，术语带子不意图被限于特定形状，并且可包括具有任何形状的任何构

件。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带子可延伸穿过鞋面的大部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带子可包

括鞋面的基本上整体。

[006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鞋类物品100可包括反应带子12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反应带

子120可被布置在鞋面101的内部。更特别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反应带子120的第一端121

可被附接于鞋类100的内侧面110的内部的底部，反应带子120的中间部分122可在鞋舌104

下面的穿用者的足部的足弓上经过，并且反应带子120的第二端123可被附接于鞋类物品

100的外侧面111。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反应带子120沿着鞋类物品100的安排可以任何方式

变化。其他可能的安排或构型在以下进一步详细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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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反应带子120可使用缝合、钉住、熔合、粘结剂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永久附接方法被

附接于鞋面101的外侧面和内侧面的内部的底部。反应带子能够可选择地在鞋类的两侧上

被附接于鞋底的上表面，而不是附接到鞋类的内侧。反应带子120在图1中以虚线示出，因为

反应带子120完全在鞋类的内部。

[0065] 当前的实施方式描述了大体上单一的反应带子120。换句话说，反应带子120可包

括单层。然而，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包括反应材料的带子可包含具有不同材料性质的两个或

更多个层或部分。在以下进一步详细地描述了包括反应层和具有与反应层不同的材料性质

的另外的层的复合带子的实例。

[0066] 在不同的实施方式中，反应层120可以由各种材料制成。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反应

带子120可以由具有负的泊松比的任何材料制成，包括例如，拉胀材料。这样的材料可购自

例如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先进织物技术公司和英国波尔顿市的Auxetic技术有限公司。

[0067] 图1中的调出部分(call-out)示出鞋类100的横截面。特别地，图1的调出部分示出

单一的反应带子120如何安装在鞋面101的织物内。当带子120在拉紧状态下时，其厚度和宽

度增加，如以下参考图2-4所讨论的。因为带子120被鞋面101的织物阻止向外扩张，所以带

子120的厚度的任何增加都将迫使带子120更牢固地压紧足部并因此用于将鞋类更固定地

保持在足部上。

[0068] 虽然图1示出普通的鞋，但鞋类的其他实施方式可包括例如跑步鞋、步行鞋、篮球

鞋、网球鞋、足球鞋、棒球鞋、滑冰鞋或靴子，所有这些都需要将鞋类固定到足部以便最大化

舒适度和性能。

[0069] 图2-4示出反应带子120在纵向拉紧状态下如何表现。在图2中，带子120不在拉紧

状态下，并且其具有厚度T0和宽度W0。在图3中，带子120在拉紧状态下。因为其在拉紧状态

下，其厚度已增加至T1(大于T0)并且其宽度已增加至W1(大于W0)。在图4中，带子120在增加

的拉紧状态下，并且其厚度现在是T2(大于T1)且其宽度现在是W2(大于W1)。因此，如图2-4所

见，反应带子120可随着反应带子120被纵向拉动而在厚度和宽度上扩张。这与在纵向拉紧

状态下(例如在拉伸状态下)通常可在宽度和厚度上收缩的各种其他的带子相反。

[0070] 在一些情况下，在纵向拉紧状态下，在带子120的厚度和/或宽度上的增加与带子

120的长度上的增加可存在线性关系。然而在一般情况下，不一定是这样的关系。在其他实

施方式中，例如，在纵向拉紧状态下，在带子120的厚度和/或宽度的增加与带子120的长度

的增加之间可存在非线性关系。

[0071] 图5和6示出活动中的图1的实施方式。在图5中，鞋类100不与比赛表面接触。反应

带子120仅经历最小的纵向拉紧。由于上述原因，反应带子120的厚度和宽度并不明显分别

大于在其未处于任何拉紧状态下时反应带子120的厚度T0和宽度W0。在图6中，鞋类100与比

赛表面相接触。反应带子120在拉紧状态下，例如，因为穿用者蹬他的或她的足前部以跳跃

或加速。因为其处于拉紧状态下，所以反应带子120的厚度和宽度已经增加。例如，反应带子

120的厚度已经增加至T3(明显大于T0)。此外，随着反应带子120的厚度增加，反应带子120可

对足部提供增加的径向向内的力，从而防止鞋内的滑动并增强对穿用者的支撑。

[0072] 在图1-6中示出的实施方式图示了包括被布置在鞋面内部的反应带子的鞋类物

品。特别地，带子的整体在鞋面的外侧壁的内部布置以及在鞋舌下布置。然而在其他实施方

式中，反应带子的一些部分可在鞋面和/或鞋舌外部延伸。在还有的其他实施方式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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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子的整体可在鞋面和/或鞋舌的外部延伸。

[0073] 图7是鞋类物品的另一实施方式的实例的等距视图。在此实施方式中，鞋类物品

200可类似于以上讨论的鞋类物品100。特别地，鞋类物品200可包括鞋面201、鞋底202以及

鞋带203和鞋舌204。在此实施方式中，反应带子220在鞋舌204以上且在鞋带203以下在鞋类

200内经过。特别地，反应带子220可以例如通过缝合、钉住、熔合或粘结剂而在鞋类外侧面

和内侧面被永久附接于鞋类物品200的内部。虽然反应带子220的末端部分可被布置在鞋面

201内部，但反应带子220的中间部分221可沿着鞋类物品100的外部暴露。反应带子220可分

别被附接于鞋面的内侧面和外侧面内部，或分别被附接于鞋底的内侧面和外侧面。

[0074] 当反应带子220在拉紧状态下时，例如因为穿用者正在跳跃，其厚度和宽度增加，

因此围绕足部收紧鞋类并提供改善的稳定性。在此实施方式中，反应带子220起到抵靠穿用

者的足部的顶部向下压紧鞋舌204的作用，因此在较大面积上分布应力。这样的实施方式可

以在以下情况下选择：即分布由带子施加的应力可能是期望的情况。

[0075] 图8是鞋类物品的实施方式的另一实例的等距视图。在此实例中，反应带子220在

一端处被附接于鞋类200的鞋面201的内侧面的内部的底部或附接于鞋底202。反应带子220

经过侧面且然后是鞋类200的鞋带203和鞋舌204，使得反应带子220的一部分222在鞋舌204

上穿过。反应带子220还可以从鞋舌下经过。反应带子220然后通过狭缝250从鞋类的外侧面

的内部露出。然后使用，例如，如图8中所示的钩环紧固件251例如 或通过某些其

他可拆卸附接方法例如带扣、搭锁、纽扣或鞋带，反应带子220被附接于鞋类的外侧面的外

部。

[0076] 使用图8中所示的构型，反应带子220的有效长度可以被调节。特别地，在反应带子

220与紧固件251之间的附接的点可用作反应带子220的有效末端用于拉紧足部。因此，调节

反应带子220相对于紧固件251的位置允许使用者如所期望地预先拉紧反应带子220。图8的

实施方式允许调节反应带子的有效长度。

[0077] 取决于特定的鞋类，带子(包括反应带子)可以完全地在鞋面内经过，如在图1中所

示的实施方式中，或可以在鞋舌上经过，如图7和8中所示。带子可被缠绕在鞋背上或在鞋前

部上。带子还可以围绕足跟或脚踝被缠绕。在不具有鞋面的鞋类物品例如凉鞋的情况下，带

子可被附接于鞋底。总之，不管附接于鞋面还是鞋底，可使用一个或更多个带子。例如，一个

带子可围绕鞋跟缠绕，第二带子可围绕脚踝缠绕，第三带子可缠绕在鞋背上，而第四带子可

缠绕在鞋前部上。

[0078] 尽管在许多实施方式中带子大体上是矩形的，但其可具有任何适于特定鞋类的形

状，只要其能够具有长度、宽度和厚度的特征。例如，带子可以大致上是矩形的、椭圆形的、

三角形的或梯形的或这些形状的组合。此外，带子的形状可以是规则的或不规则的。

[0079] 鞋类物品的实施方式可使用复合带子而不是单一带子。复合带子可包括不同材料

的两个或更多个层。在一些情况下，复合带子可包括至少两个层，其中两层中的至少一个由

反应材料制成。复合带子可在鞋面内经过，如在图5-8中所示的实例中。如图9所示，复合带

子还可在鞋面上经过而不是在鞋面内经过。

[0080] 图9说明了另一鞋类物品300。鞋类物品300可以包括鞋面301和鞋底302。此外，鞋

类物品300可包括鞋带303以及鞋舌304。

[0081] 鞋类物品300的某些实施实施方式可包括复合带子320。复合带子320，如图9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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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具有至少两个层：在复合带子的向外的侧面上的反应层321和在其向内的侧面上的无弹

性层322。通常，反应层321和无弹性层322可具有不同的材料特性。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反应

层321可由具有负的泊松比的材料制成，以便当反应层321沿着第一方向被置于拉紧状态

时，反应层321可在大体上与第一方向正交的方向上扩张。因此，例如，当反应层321在沿着

复合带子320的纵向方向上被置于拉紧状态时，反应层321可在厚度或宽度或在厚度和宽度

两者上扩张。此外，当拉紧在纵向方向上被应用于无弹性层322时，无弹性层322基本上抵抗

在纵向方向以及横向方向和竖直方向上的扩张。如以下进一步详细描述的，反应层321和无

弹性层322的这种安排允许反应层321在与其长度正交的尺寸上的扩张以促进对足部增加

支撑的方式被控制。

[0082] 可使用任何材料或材料的组合以实现对于反应层321和/或无弹性层322的以上讨

论的材料性质。无弹性层322可由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材料制成：帆布、尼龙、 丁

尼布、EVA或其他在拉紧状态下不明显拉伸的材料。反应层321可由具有负的泊松比的任何

材料制成，包括，例如，拉胀材料。这样的材料可购自例如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先进织物

技术公司和英国波尔顿市的Auxetic技术有限公司。然而，将理解，反应层通常可由展示上

述材料性质的任何材料制成，所述性质包括在与所施加的拉紧的方向正交的方向上扩张。

[008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反应层321可仅在其两个纵向末端处例如通过缝合或钉住或

通过使用粘结剂而被附接于无弹性层322。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反应层321和无弹性层322可

以在任何其他区域联结。在还有的其他实施方式中，反应层321可被布置为邻近无弹性层

322，但不与无弹性层322直接联结。

[0084] 复合带子320可在鞋类物品300内经过，或在鞋类上经过，如下所述。取决于特定的

鞋类和具体的应用，例如，复合带子320的两端可被附接于鞋面301的内侧面和外侧面。在其

他实施方式中，例如，它们还可附接于鞋底302或附接在鞋面301与鞋底302的界面处。附接

方法可以是固定或可拆卸的，所述固定例如缝合、钉住、熔合或使用粘结剂，所述可拆卸的

例如通过使用带扣、纽扣、钩环紧固件例如 搭锁或鞋带。

[0085] 在图9中所示的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无弹性层322通过缝合在鞋类300的内侧面上

被附接于鞋类300(在图9中未示出)。其通过缝合部330被附接于鞋类300的外侧面。如图9中

的调出部分所示以及参照图10-12在以下更详细地描述的，当反应层321不处于拉紧状态

时，其具有厚度T0和宽度W0。

[0086] 图10-12是示出复合带子在拉紧状态下其几何结构如何变化的等距视图。图10是

复合带子320在其不处于拉紧状态下时的等距视图。反应层321被注解为将反应层的宽度指

定为W0并且将反应层的厚度指定为T0。反应层321在两端通过缝合部323而被附接于无弹性

层322。在当前的实施方式中，反应层321没有以任何其他的方式被附接于无弹性层322。然

而可能的是，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反应层321和无弹性层322可在其他位置处被附接。在还有

的其他实施方式中，反应层321和无弹性层可以在任何位置处都不附接于彼此。

[0087] 图11是复合带子320在其处于纵向拉紧状态下时(如由在带子的两端处的箭头所

指示的)的实例的等距视图。如图11所示，反应层321的厚度T4和宽度W4相较于反应层不处于

拉紧状态时(如图10中所示)的厚度T0和宽度W0被增加。换句话说，T4大于T0且W4大于W0。

[0088] 图12是复合带子320在其相较于图11中所示的实例处于增加的纵向拉紧状态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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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例的等距视图。在此情况下，反应层321的厚度T5和宽度W5相较于反应层处于较少的拉

紧状态下时(如图11中所示)的厚度T1和宽度W1已经增加。换句话说，T5大于T4且W5大于W4。

[0089] 为了清楚，在图10-12中所示的复合带子实施方式中，无弹性层在其任何尺寸上都

不经历任何明显的变化。长度可增加最小限度的量，并且无弹性层可在其宽度及其厚度上

具有甚至更小和更不明显的变化。然而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复合带子可包括在一个或更多

个尺寸上明显改变的、不同于反应层的层。例如，一些实施方式可包括在处于纵向拉紧时在

长度上增加而在宽度和/或厚度上收缩的弹性层。

[0090] 图13是活动中的鞋类物品的等距视图。在此实例中，因为足部仍未到达地面，复合

带子320不经历实质性的纵向拉紧。因为复合带子320不经历实质性的纵向拉紧，所以反应

层321具有的厚度和宽度基本上不大于在反应层321不处于拉紧状态下时的厚度T0和宽度

W0。

[0091] 在图13中所示的实例中，复合带子320通过带扣331被附接于鞋类物品300的外侧

面。还可以使用任何其他可拆卸的设备例如钩环紧固件(例如 )、鞋带、搭锁或其他

可拆卸的机械设备，或通过永久附接部例如缝合部、钉、熔合部或粘结剂来附接复合带子

320。复合带子320可通过，例如，使用永久附接方法例如缝合、钉住、熔合或粘结剂而被附接

于鞋类物品300的内侧面。

[0092] 图14是图13中所示的鞋类物品在该鞋类猛烈压紧比赛表面时(例如因为穿用者在

跳跃或向前加速)的等距视图。在此情况下，复合带子320处于比图13中所示的实例更大的

拉紧状态下。因为反应层321处于拉紧状态下，所以其厚度和宽度分别增加至T6和W6。因为反

应层321被无弹性层322限制，所以其向下(或径向向内地)更牢固地向鞋类的顶部压紧。同

时，反应层321的增加的宽度导致在复合带子320与鞋类物品300的顶部之间较宽的接触区

域。这些作用两者(增加的厚度和增加的宽度)都用于将鞋类物品300更牢固地保持在穿用

者的足部并因此对穿用者提供更多的稳定性。

[0093] 复合带子可使用任何类型的附接机制被附接于鞋类的任何部分，所述附接机制包

括永久附接机制例如缝合、钉住、使用粘结剂或熔合；或可拆卸的机制例如带扣、钩环紧固

件、搭锁或鞋带。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永久附接方法可被用在内侧面上，并且永久或可拆卸

的方法可被用在外侧面上。然而，其他实施方式可包括在外侧面上的紧固件。

[0094] 在图9和13-14中一般地示出的鞋类代表很多种鞋类，包括例如跑步鞋、步行鞋、登

山靴、工作靴、网球鞋、慢跑鞋、篮球鞋、足球鞋、棒球鞋、滑冰鞋、滑雪靴和其他类型的鞋类。

[0095] 具有反应材料的带子(包括单一带子和复合带子)可被布置在鞋类物品的任何部

分上。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带子可被定位在鞋背上，如图1、5-9和13-14中所示。在其他实施

方案中，带子可围绕脚踝和/或鞋跟缠绕。在还有的其他实施方式中，带子可被定位在鞋类

的鞋前部处。

[0096] 在不同的实施方式中，带子可具有任何类型的形状。虽然带子在图中被示出为具

有大体矩形形状，但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带子可具有椭圆形形状或允许材料在拉紧状态下

在一个方向上被保持的任何其他形状。对于带子的其他可能的形状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

圆形、三角形、矩形、多边形、规则的和不规则的形状。

[009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反应材料可被整合在鞋面内。特别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反

应材料可包括鞋面的一个或更多个部分或区段。反应材料的这些部分可邻近更多常规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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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材料布置。

[0098] 图15至21图示了用于将反应材料整合至鞋面中的还有的另外的构型。首先参考图

15和16，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反应材料可包括鞋面材料的区段。作为实例，鞋类物品430可包

括鞋面432。鞋面432可包括前部部分434、后部部分436以及被布置在前部部分434与后部部

分436之间的中间部分438。中间部分438可被进一步分为外侧中间部分440和内侧中间部分

442，它们可通过喉部开口446分开。在一些情况下，前部部分434和后部部分436可包括常规

的鞋面材料例如合成革、网状材料以及可能的其他材料。特别地，前部部分434和后部部分

436可包括具有正的泊松比的材料。相反，在一些情况下，中间部分438(包括外侧中间部分

440和内侧中间部分442两者)可由具有负的泊松比的反应材料制成。因此，中间部分438可

包括在纵向拉紧状态下在厚度上扩张的部分。此外，相较于前部部分434和后部部分436，中

间部分438的相对窄的宽度可允许中间部分438以与带子类似的方式操作，从而以与先前的

实施方式的带子类似的方式将足部的径向部分限制在鞋面432内。

[0099] 图15和16图示了包括反应材料的中间部分438的实施方式，所述反应材料通常与

由前部部分434和后部部分438界定的鞋面432的外表面448齐平。然而在其他实施方式中，

中间部分438可在鞋面432的外表面448之下凹进或延伸至鞋面432的外表面448以上。例如，

图17图示了鞋面432的部分的横截面视图，其中中间部分437被凹进外表面448以下。类似

地，图18图示了鞋面432的部分的横截面视图，其中中间部分439被提高到外表面448以上。

此外，虽然当前的实施方式讨论中间部分相对于鞋面的外表面的相对位置，但在其他实施

方式中，中间部分可类似地相对于鞋面的内表面是齐平的、被凹进的或被降低的。

[0100] 图19图示了包括具有整体鞋舌454的鞋面452的鞋类物品450的实施方式的示意

图。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鞋面452还可包括与鞋面452整合的反应带子456。反应带子456可从

鞋面452的外侧面至内侧面连续地延伸。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鞋面452可在没有传统的鞋带

系统的情况下操作，从而提供松弛的配合，直到拉紧被施加，在此时，反应带子456可围绕足

部收紧。

[0101] 参考图20和21，反应材料可被整合至物品的不同区域中。例如，参考图20，物品460

可包括反应部分462，该反应部分462沿着喉部开口446的任一侧上的大部分延伸。特别地，

反应部分462被看到具有比图15和16中示出的中间部分438实质上更大的宽度。在还有的其

他实施方式中，反应材料471可包括鞋面470的大部分，如图21中所示。在图21的实施方式

中，当沿着与鞋面470的表面大致平行的任何方向被拉紧时，鞋面470的基本上全部都可在

厚度上增加。

[0102] 因此，将理解的是，实施方式可包括具有各种包括反应材料的不同部分的鞋面。这

些部分(还被称为带子)的大小、形状和位置可根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因素而变化：鞋类

的类型、无活动期间期望的支撑、各种类型的活动期间期望的支撑、用于支撑的期望的位置

以及其他因素。

[0103] 图22是具有绕过脚踝的复合带子的鞋类物品(这种情况下是hi-top鞋)的等距视

图。复合带子420具有内部反应层421和外部无弹性层422，即，复合带子420类似于图10-12

中所示的复合带子。复合带子420通过鞋带403被适当地保持在鞋类的一侧上。其然后围绕

穿用者的脚踝经过鞋面401至鞋类的另一侧，在该另一侧处，其通过鞋带403被保持。当穿用

者弯曲或转动他的或她的脚踝、由此对复合带子420产生另外的拉紧时，内部反应层在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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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宽度上扩张，由此对穿用者的脚踝产生另外的支撑。

[0104] 图23、24和25分别示出在凉鞋、拖鞋和蛙鞋上使用复合带子的实例。在每个实例

中，复合带子具有内部反应层和外部无弹性层。外部无弹性层用于在内部反应层处于拉紧

状态下时限制该层，使得反应层被迫对穿用者的足部施加另外的压力，且由此将鞋类更牢

固地保持到足部上。

[0105] 图23是具有围绕足跟、在脚背处和在足前部处缠绕的复合带子的凉鞋的等距视

图。在不同的实施方式中，凉鞋可具有这些复合带子中的任一个或两个、或所有三个复合带

子。还有的其他实施方式可包括四个或更多个复合带子。此外，一些实施方式可并入单一带

子和复合带子的组合。

[0106] 复合带子521、复合带子522和复合带子523通常类似于图10-12中所示的复合带

子。每个复合带子可包括外部无弹性层530和内部反应层531，如在图23中对于复合带子522

特别指示的。在此实例中，复合带子521在足部的任一侧都被附接于复合带子522。然而在其

他实例中，其可被附接于鞋底的任一侧上。可使用永久附接方法例如缝合、钉住、熔合或粘

结剂，或通过可拆卸方法例如带扣、钩环紧固件、钩、纽扣或鞋带，将复合带子522和复合带

子523附接于鞋底。

[0107] 图24是在鞋前部处具有复合带子的拖鞋600的等距视图。复合带子621通常类似于

图10-12中所示的复合带子(包括外部无弹性层630和内部反应层631)。可使用永久附接方

法例如缝合、钉住、熔合或粘结剂，或通过可拆卸方法例如带扣、钩环紧固件、钩、纽扣或鞋

带，将复合带子621附接于鞋底602的一侧。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复合带子621可通过永久附

接方法被附接于鞋底602的另一侧。其能够可选择地被附接于鞋面601的侧面。

[0108] 在图24的实施方式中，当带子621未处于拉紧状态下时，穿用者的足部将舒适地适

应于拖鞋600中，但是当穿用者步行时将绑紧以便防止拖鞋滑离足部。

[0109] 图25是具有围绕鞋跟的复合带子的蛙鞋700的等距视图。复合带子720通常类似于

图10-12中所示的复合带子，即，其具有内部反应层721和外部无弹性层722。其可使用永久

附接方法例如缝合、钉住、熔合或粘结剂，或通过可拆卸方法例如带扣、钩环紧固件、钩、纽

扣或鞋带，而被附接于鞋跟的一侧。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复合带子720可通过永久附接方法

被附接于鞋跟的另一侧。

[0110] 在图25的实施方式中，蛙鞋700通常将在带子721未处于拉紧状态下时通过带子

721被相当紧地保持在穿用者的足部上。然而，当穿用者在游泳时踢他的或她的足部时，在

带子721上的增加的拉紧提供增加的绑紧以将蛙鞋700更牢固地固定到足部。

[0111] 除了以上描述的鞋类物品，单一反应带子或包括反应层的复合带子可被用于许多

其他类型的鞋类，例如靴子、滑冰鞋、滑雪靴、芭蕾舞鞋、橄榄球鞋、自行车鞋、足球鞋和篮球

鞋。在任一个或更多个不同的位置，例如在鞋背、鞋跟、脚踝和鞋前部处，这些鞋类物品可包

括一个或若干单一或复合的带子。

[0112] 以上描述已描述了反应材料，其在纵向拉紧状态下时在厚度和宽度两者上增加。

然而，本文的公开内容可被用于仅在厚度上增加或仅在宽度上增加的反应材料。这些尺寸

变化中的任一种都将改善带子牢固地将鞋类保持在足部上的能力。

[0113] 尽管已经描述各种实施方式，但本说明书旨在是示例性的，而不是限制，并且将对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明显的是，在本实施方案的范围内的许多更多的实施方案和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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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能的。因此，除非鉴于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实施方式不是受限制的。此外，各种修

改和改变可以在所附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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