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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及运动鞋底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及运

动鞋底，其中，所述运动鞋底包括大底和中底，所

述大底包括：第一凹槽，开设在所述大底的触地

面，且对应开设在从脚尖部位沿着鞋底的中轴线

延伸至后跟部位的区域；所述第一凹槽从脚尖部

位沿着鞋底的中轴线向后跟部位延伸开设时，深

度、宽度均逐渐增加；防滑部，设置在所述大底的

触地面，且表面分布若干个带状的第二凹槽；所

述中底包括外环部、对应脚跟部位在所述外环部

上形成的防护部、以及对应后跟外侧在所述外环

部上形成的支撑部；所述支撑部为V字形状，其两

个自由端分别与所述外环部固定连接。通过本实

用新型，能够结合人体脚部的结构的弯曲形态，

提供适配的回弹与支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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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底，包括大底和中底，所述大底连接在所述中底的下表面；其特征

在于，所述大底包括：

第一凹槽，开设在所述大底的触地面，且对应开设在从脚尖部位沿着鞋底的中轴线延

伸至后跟部位的区域；所述第一凹槽从脚尖部位沿着鞋底的中轴线向后跟部位延伸开设

时，深度、宽度均逐渐增加；

防滑部，设置在所述大底的触地面，且表面分布若干个带状的第二凹槽；

所述中底包括外环部、对应脚跟部位在所述外环部上形成的防护部、以及对应后跟外

侧在所述外环部上形成的支撑部；所述支撑部为V字形状，其两个自由端分别与所述外环部

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弹性运动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凹槽的一端设置在所

述大底触地面对应脚尖区域的边缘位置，另一端设置在所述大底触地面对应后跟中心区域

的位置；

所述第一凹槽与所述防滑部一体成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弹性运动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部被所述第一凹槽划

分为：

第一防滑区域，对应覆盖所述大底的前脚掌脚尖至后跟中心所形成的区域的内侧设

置；其触地面分布若干个弧形带状的第二凹槽、以及若干个圆环形的第三凹槽，所述若干个

圆环形第三凹槽以嵌套的排布方式，对应母趾跖骨根部的位置进行设置，所述若干个第二

凹槽以所述若干个第三凹槽的圆心为圆弧圆心，沿着位于最外环的所述第三凹槽依次分

布；

第二防滑区域，对应覆盖所述大底的前脚掌中心至后跟中心所述形成的区域的外侧设

置，其触地面分布的若干个直线带状的第二凹槽，并沿着与中轴线垂直的方向，彼此平行地

依次排布；

第三防滑区域，对应覆盖所述大底后跟中心至边缘的区域设置，其触地面分布的若干

个直线带状的第二凹槽，并沿着与所述中轴线垂直的方向，彼此平行地依次排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弹性运动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大底上还开设第四凹槽，

沿着与所述中轴线垂直的方向贯穿所述大底，且对应足弓至后跟过渡区域进行设置，将所

述第一防滑区域、第二防滑区域分别与所述第三防滑区域彼此隔离开；

所述第一防滑区域的触地面还开设第五凹槽，设置在位于最外环的第三凹槽的外侧，

环绕其设置，且所述第五凹槽为圆弧形状的凹槽，从而将第三凹槽与第二凹槽分隔开来；

所述第三防滑区域的触地面还开设若干个近似V字形状的第六凹槽，彼此平行地依次

分布在所述第三防滑区域与第一防滑区域、第二防滑区域的相邻区域，并与分布在所述第

三防滑区域触地面上的若干个第二凹槽之间形成一预设夹角。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弹性运动鞋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部环绕后跟表面设

置，设置于所述后跟中轴线的部位向上凸起，两端分别向所述后跟两侧延伸，高度逐渐减

小。

6.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包括鞋带、以及紧密贴合所述鞋带下侧设置的鞋面；在所述鞋面

内部预留有鞋眼扣，并且鞋眼扣的内部贯穿连接有鞋带，所述鞋面的下侧紧密贴合有鞋舌

的上侧，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如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运动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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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弹性运动鞋，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鞋面的内侧和外侧的表面

还分别设置第一包覆片、第二包覆片；其中，所述第一包覆片为近似三角形形状，一端与对

应前脚掌外侧的外环部固定连接，另一端延伸至所述后跟的中轴线位置固定连接；

所述第二包覆片为近似三角形形状，一端与对应前脚掌内侧的外环部固定连接，另一

端延伸至与所述后跟固定连接，并与其中轴线保持预定距离。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弹性运动鞋，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包覆片的顶端还设置

一固定装置，在所述第二包覆片的顶端还设置一包覆带，所述包覆带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包

覆片的顶端固定连接，另一端沿着鞋口延伸以覆盖所述鞋舌、鞋带以及鞋扣眼至与所述固

定装置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弹性运动鞋，其特征在于，所述鞋面的前侧固定连接有前

片；所述鞋眼扣包括第一扣眼、第二扣眼以及第三扣眼；其中，所述第一扣眼成对地设置在

所述鞋面上，对应所述鞋舌的两侧分布；所述第二扣眼成对地设置所述鞋面上，且分别与所

述第一包覆片、第二包覆片相邻设置；所述第三扣眼设置在所述前片上，且对应脚尖位置设

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高弹性运动鞋，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前片上覆盖一层防护膜，

所述防护膜从脚尖中心区域向所述鞋舌的根部延伸设置，以形成近似三角形的形状；

所述第三扣眼设置在所述防护膜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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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及运动鞋底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鞋子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及运动鞋底。

背景技术

[0002] 鞋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鞋底是一双鞋子最重要的部件，其

不仅起到最主要的防护作用，且鞋子的弹性、防滑性及舒适度都取决于鞋底的结构及材料。

[0003] 现有的运动鞋的鞋底大多采用MD、RB、EVA等材料制成的多层粘接或者单层的实心

结构，这样鞋底具备一定的柔性和弹性，起到减震的作用，或者通过鞋底直接设置成减震结

构，从而缓解运动过程中的冲击力。但是，根据生物力学的研究，在运动过程中脚部着地是

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中，如果一味的采用避震、减震的手段缓冲，则运动鞋消耗运动过程

中的能量损失较为严重，不利于脚部的发力，并且长时间的行走或者运动中容易造成疲劳，

降低舒适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及运动鞋底，在运动员

行走或者运动过程中，脚部对鞋底本体施加的作用力时能够起到回弹支撑作用，提高鞋底

本体的舒适性。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底，

包括大底和中底，所述大底连接在所述中底的下表面；所述大底包括：第一凹槽，开设在所

述大底的触地面，且对应开设在从脚尖部位沿着鞋底的中轴线延伸至后跟部位的区域；所

述第一凹槽从脚尖部位沿着鞋底的中轴线向后跟部位延伸开设时，深度、宽度均逐渐增加；

防滑部，设置在所述大底的触地面，且表面分布若干个带状的第二凹槽；所述中底包括外环

部、对应脚跟部位在所述外环部上形成的防护部、以及对应后跟外侧在所述外环部上形成

的支撑部；所述支撑部为V字形状，其两个自由端分别与所述外环部固定连接。

[0006] 其中，所述第一凹槽的一端设置在所述大底触地面对应脚尖区域的边缘位置，另

一端设置在所述大底触地面对应后跟中心区域的位置；所述第一凹槽与所述防滑部一体成

型。

[0007] 其中，所述防滑部被所述第一凹槽划分为：第一防滑区域，对应覆盖所述大底的前

脚掌脚尖至后跟中心所形成的区域的内侧设置；其触地面分布若干个弧形带状的第二凹

槽、以及若干个圆环形的第三凹槽，所述若干个圆环形第三凹槽以嵌套的排布方式，对应母

趾跖骨根部的位置进行设置，所述若干个第二凹槽以所述若干个第三凹槽的圆心为圆弧圆

心，沿着位于最外环的所述第三凹槽依次分布；第二防滑区域，对应覆盖所述大底的前脚掌

中心至后跟中心所述形成的区域的外侧设置，其触地面分布的若干个直线带状的第二凹

槽，并沿着与中轴线垂直的方向，彼此平行地依次排布；第三防滑区域，对应覆盖所述大底

后跟中心至边缘的区域设置，其触地面分布的若干个直线带状的第二凹槽，并沿着与所述

中轴线垂直的方向，彼此平行地依次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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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其中，所述大底上还开设第四凹槽，沿着与所述中轴线垂直的方向贯穿所述大底，

且对应足弓至后跟过渡区域进行设置，将所述第一防滑区域、第二防滑区域分别与所述第

三防滑区域彼此隔离开；所述第一防滑区域的触地面还开设第五凹槽，设置在位于最外环

的第三凹槽的外侧，环绕其设置，且所述第五凹槽为圆弧形状的凹槽，从而将第三凹槽与第

二凹槽分隔开来；所述第三防滑区域的触地面还开设若干个近似V字形状的第六凹槽，彼此

平行地依次分布在所述第三防滑区域与第一防滑区域、第二防滑区域的相邻区域，并与分

布在所述第三防滑区域触地面上的若干个第二凹槽之间形成一预设夹角。

[0009] 其中，所述防护部环绕后跟表面设置，设置于所述后跟中轴线的部位向上凸起，两

端分别向所述后跟两侧延伸，高度逐渐减小。

[001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高弹性运动鞋，

包括鞋带、以及紧密贴合所述鞋带下侧设置的鞋面；在所述鞋面内部预留有鞋眼扣，并且鞋

眼扣的内部贯穿连接有鞋带，所述鞋面的下侧紧密贴合有鞋舌的上侧，还包括如上所述的

运动鞋底。

[0011] 其中，在所述鞋面的内侧和外侧的表面还分别设置第一包覆片、第二包覆片；其

中，所述第一包覆片为近似三角形形状，一端与对应前脚掌外侧的外环部固定连接，另一端

延伸至所述后跟的中轴线位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包覆片为近似三角形形状，一端与对应

前脚掌内侧的外环部固定连接，另一端延伸至与所述后跟固定连接，并与其中轴线保持预

定距离。

[0012] 其中，在所述第一包覆片的顶端还设置一固定装置，在所述第二包覆片的顶端还

设置一包覆带，所述包覆带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包覆片的顶端固定连接，另一端沿着鞋口延

伸以覆盖所述鞋舌、鞋带以及鞋扣眼至与所述固定装置固定连接。

[0013] 其中，所述鞋眼扣包括第一扣眼、第二扣眼以及第三扣眼；其中，所述第一扣眼成

对地设置在所述鞋面上，对应所述鞋舌的两侧分布；所述第二扣眼成对地设置所述鞋面上，

且分别与所述第一包覆片、第二包覆片相邻设置；所述第三扣眼设置在所述前片上，且对应

脚尖位置设置。

[0014] 其中，在所述前片上覆盖一层防护膜，所述防护膜从脚尖中心区域向所述鞋舌的

根部延伸设置，以形成近似三角形的形状；所述第三扣眼设置在所述防护膜的表面。

[0015] 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提供的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及运动鞋底，通过在中底设置外环

部、对应脚跟部位在所述外环部上形成的防护部、以及对应后跟外侧在所述外环部上形成

的支撑部，并将所述支撑部设计成V字形状，其两个自由端分别与所述外环部固定连接，同

时防护部设置于所述后跟中轴线的部位向上凸起，两端分别向所述后跟两侧延伸，高度逐

渐减小，从而将中底的外环部结构设置成流线型山峦式支撑底，一方面能够加持中底的稳

定性，防滑中底后跟过度形变，有效提供脚部的安全防护；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强中底的回弹

性，结合人体脚部的结构的弯曲形态，提供适配的回弹与支撑功能。进一步地，大底包括表

面根据运动过程中脚部的受力规律设置防滑部，且每个防滑部根据其设置的位置分布不同

的凹槽或凸起，也增加鞋底本体在受力状态下的下压力以及缓冲性能，同时也保证了鞋底

的抓地力及各个方向的摩擦力，使得运动员在做各种脚部动作时都能够快速做出反应，不

会出现打滑的现象；鞋面通过第一扣眼、第二扣眼、第三扣眼以及包覆和固定装置的设计，

实现特别的穿绳设计，以及良好的包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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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中的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底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中的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底的外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中的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底的内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中的一种高弹性运动鞋的外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中的一种高弹性运动鞋的内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中的一种高弹性运动鞋的鞋跟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中的一种高弹性运动鞋的鞋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首先对本实用新型所涉及到的现有技术名词进行如下解释。

[0024] EVA(Ethylene  Vinyl  Acetate  Copolymer，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其应用领域

相当广泛，尤其在制鞋工业，被应用于中高档旅游鞋、登山鞋、拖鞋、凉鞋的鞋底和内饰材料

中。

[0025] TPU(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s，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是由二苯甲烷

二异氰酸酯(MDI)或甲苯二异氰酸酯(TDI)等二异氰酸酯类分子和大分子多元醇、低分子多

元醇(扩链剂)共同反应聚合而成的高分子材料，具有其它塑料材料所无法比拟的强度高、

韧性好、耐磨、耐寒、耐油、耐水、耐老化、耐气候等特性，同时他具有高防水性透湿性、防风、

防寒、抗菌、防霉、保暖、抗紫外线以及能量释放等许多优异的功能，是一种成熟的环保材

料。

[0026] 为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附图

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7] 请同时参阅图1～3，一种高弹性运动鞋底100，包括大底1、中底2；其中，大底1连接

在中底2的下方。

[0028]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大底1由3D高弹材料制成；所述中底2由3D橡塑材料制成。

[0029] 所述大底1包括第一凹槽11以及防滑部12，其中，所述第一凹槽11开设在所述大底

1的中心位置，即，从脚尖开设沿着鞋底的中轴线A‑A’向后跟延伸；所述防滑部12形成在所

述大底1的触地面，且表面分布若干个带状的第二凹槽120，以在所述防滑部12的表面形成

防滑纹路。

[0030] 具体地，所述第一凹槽11从脚尖向后跟延伸时，其深度逐渐增加。

[003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凹槽11从脚尖向后跟延伸时，其宽度逐渐增加；其中，所述第

一凹槽11的宽度为沿着与中轴线A‑A’垂直的方向测量所述第一凹槽11得到的数据。

[0032]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凹槽11的一端设置在所述大底1触地面对应脚尖区域

的边缘，另一端设置在所述大底1触地面对应后跟中心区域的位置。

[0033] 所述第一凹槽11与所述防滑部12是一体成型，以形成所述大底1。

[0034] 所述防滑部12被所述第一凹槽11划分为第一防滑区域121、第二防滑区域122以及

第三防滑区域123；其中，所述第三防滑区域123对应覆盖所述大底1后跟中心至边缘的区域

设置，所述第一防滑区域121对应覆盖所述大底1的前脚掌脚尖至后跟中心所形成的区域的

内侧设置，所述第二防滑区域122对应覆盖所述大底1的前脚掌中心至后跟中心所述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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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外侧设置。

[0035] 所述第一防滑区域121的触地面除分布若干个带状的第二凹槽120，还分布若干个

圆环形的第三凹槽124；具体地，所述若干个圆环形第三凹槽124以嵌套的排布方式，对应母

趾跖骨根部的位置进行设置，分布在所述第一防滑区域121触地面的第二凹槽120为圆弧形

状，以所述若干个第三凹槽124的圆心为圆弧圆心，沿着位于最外环的第三凹槽124依次分

布。

[0036] 所述第二防滑区域122的触地面分布的若干个带状的第二凹槽120为直线型，并沿

着与中轴线A‑A’垂直的方向，彼此平行地依次排布。

[0037] 所述第三防滑区域123的触地面分布的若干个带状的第二凹槽120为直线型，并沿

着与中轴线A‑A’垂直的方向，彼此平行地依次排布。

[0038] 所述大底1上还开设第四凹槽13，沿着与中轴线A‑A’垂直的方向贯穿所述大底1，

且对应足弓至后跟过渡区域进行设置，将所述第一防滑区域121、第二防滑区域122分别与

所述第三防滑区域123彼此隔离开。

[0039]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防滑区域121的触地面还开设第五凹槽125，设置在位

于最外环的第三凹槽124的外侧，环绕其设置，且所述第五凹槽125为圆弧形状的凹槽，从而

将第三凹槽124与第二凹槽123分隔开来。进一步地，对应足弓区域设置在所述第一防滑区

域121触地面的若干个第二凹槽123的分布方向与对应前脚掌区域设置在所述第一防滑区

域121触地面的若干个第二凹槽123的分布方向相反。

[0040]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三防滑区域123的触地面还开设若干个近似V字形状的第

六凹槽126，彼此平行地依次分布在所述第三防滑区域123与第一防滑区域121、第二防滑区

域122的相邻区域，并与分布在所述第三防滑区域123触地面上的若干个第二凹槽120之间

形成一预设夹角。

[0041] 进一步地，在所述若干个第六凹槽126分布的区域中心还设置一标识印刷区127，

所述标识印刷区127的表面平滑，用于印制标识。

[0042] 在本实施例中，由每个第一凹槽11、第二凹槽120、第三凹槽124、第四凹槽13、第五

凹槽125、以及第六凹槽126分布在所述第一大底11而形成的凸起的触地端外缘基本齐平。

[0043] 在大底1的触地面设置表面分布带状凹槽的防滑部12，保证了鞋底的抓地力及在

前进、后退方向上的摩擦力；同时，通过第一防滑区域分布的圆环转凹槽、第三防滑区域分

布的V字型凹槽，保证鞋底在运动时不会出现横向打滑的情况，能够确保运动员在做各种脚

部动作时都能够快速做出反应，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进一步地，在大底1上开设第一凹槽

13，能够在脚步运动弯折的时候，不至于由于设置的防滑凹槽而出现横向的过渡弯折，能够

加强鞋底的强度，保证了运动员在做各种脚部动作时都能够保持鞋底的稳定性，不会出现

过度弯曲而扭脚的现象，同时，增强鞋底的柔韧性与稳定性。

[0044] 请同时参阅图2～3，所述中底2包括外环部21、对应脚跟部位在所述外环部21上形

成的防护部22、以及对应后跟外侧在所述外环部21上形成的支撑部23。其中，所述外环部21

与所述防护部22是一体成型，由3D橡塑材料制成，保证运动鞋具有轻便舒适的特点，使得鞋

底不仅具有高弹性、高强度、高伸长率性能，还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优异的耐热老化性能。

所述支撑部23由TPU材料制成。

[0045] 具体地，所述支撑部23为V字形状，其两个自由端分别与所述外环部21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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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后跟采用半包围式的环状TPU设计，防止中底后跟过度形变，有效提供安全防护。

[0047] 请同时参阅图6，所述防护部22环绕所述后跟422设置，具体地，所述防护部22的两

端向后跟422的两侧延伸，且位于后跟422中轴线的部位向上凸起，从而形成中间高、两侧低

的形状。

[0048] 请同时参阅图4～7，一种高弹性运动鞋400，包括鞋带41，所述鞋带41的下侧紧密

贴合有鞋面42，且鞋面42的内部预留有鞋眼扣43，鞋眼扣43的内部贯穿连接有所述鞋带41；

所述鞋面42的下侧紧密贴合有鞋舌44的上侧。

[0049] 所述鞋面42的前侧固定连接有前片421，且前片421的内部缝合固定有网面；所述

鞋面42的后侧固定连接有后跟422，所述后跟422部位与所述外环部21固定连接。

[0050] 所述后跟422的中心位置还设置第一提带423以及第二提带424；具体地，所述第一

提带423的两端环绕后跟422的两侧设置，以横向缝制在所述后跟422上；所述第二提带423

沿着所述后跟422的中轴线设置，以竖直缝制在所述后跟422上。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提带

424的一端固定在所述防护部22上，并沿着后跟422的中轴线向上延伸并覆盖部分第一提带

423的表面。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提带423、第二提带424均由半透明编织材料制成。

[0051] 所述鞋面42两侧分别与所述后跟422两侧对应缝合固定，以形成所述运动鞋400整

体。在所述鞋面42的内侧和外侧的表面，还分别设置第一包覆片425、第二包覆片426；其中，

所述第一包覆片425为近似三角形形状，一端与对应前脚掌外侧的外环部21固定连接，另一

端延伸至所述后跟422的中轴线位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包覆片426为近似三角形形状，一

端与对应前脚掌内侧的外环部21固定连接，另一端延伸至与所述后跟422固定连接，并与其

中轴线保持预定距离。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包覆片425由半透明贴膜材料制成，例如，

HF‑WV04542P；所述第二包覆片426由皮革材料制成，例如，DE‑41。

[0052] 进一步地，在所述第一包覆片425的顶端还设置一固定装置427，相应地，在所述第

二包覆片426的顶端还设置一包覆带428，所述包覆带428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包覆片426的顶

端固定连接，另一端沿着鞋口延伸，相应地覆盖鞋舌44、鞋带41以及鞋扣眼43，至与所述固

定装置427固定连接，起到辅助收紧鞋口鞋带、增强鞋面包覆效果的作用。在本实施方式中，

所述包覆带428由具有弹性的针织材料制成，具体地，所述包覆带428的宽度为25mm；所述固

定装置427为搭扣，其一端固定在所述第一包覆片425表面，另一端与所述包覆片428的自由

端固定连接，以实现可打开、扣住的效果。

[0053] 进一步地，所述鞋眼扣43包括第一扣眼431、第二扣眼432以及第三扣眼433；其中，

所述第一扣眼431成对地设置在所述鞋面42上，对应所述鞋舌44的两侧；所述第二扣眼432

成对地设置所述鞋面42上，且分别与所述第一包覆片425、第二包覆片426相邻设置；所述第

三扣眼433设置在所述前片422上，且对应脚尖位置设置。

[0054]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扣眼431的数量为3对，所述第二扣眼432的数量为1对，

所述第三扣眼433的数量为1个；其中，所述第三扣眼433由TPU材料制成。

[0055] 进一步地，在所述前片421上覆盖一层防护膜429；所述防护膜429由防水材料制

成。其中，所述第三扣眼433设置在所述防护膜429的表面；具体地，所述防护膜429从脚尖的

中心区域向鞋舌44的根部延伸设置，以形成近似三角形的形状。

[0056]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鞋面42由透气纱架贾卡材料制成，具备良好的透气性能。

[0057] 利用本实用新型，通过在中底设置外环部、对应脚跟部位在所述外环部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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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部、以及对应后跟外侧在所述外环部上形成的支撑部，并将所述支撑部设计成V字形

状，其两个自由端分别与所述外环部固定连接，同时防护部设置于所述后跟中轴线的部位

向上凸起，两端分别向所述后跟两侧延伸，高度逐渐减小，从而将中底的外环部结构设置成

流线型山峦式支撑底，一方面能够加持中底的稳定性，防滑中底后跟过度形变，有效提供脚

部的安全防护；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强中底的回弹性，结合人体脚部的结构的弯曲形态，提供

适配的回弹与支撑功能。进一步地，大底包括表面根据运动过程中脚部的受力规律设置防

滑部，且每个防滑部根据其设置的位置分布不同的凹槽或凸起，也增加鞋底本体在受力状

态下的下压力以及缓冲性能，同时也保证了鞋底的抓地力及各个方向的摩擦力，使得运动

员在做各种脚部动作时都能够快速做出反应，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鞋面通过第一扣眼、第

二扣眼、第三扣眼以及包覆和固定装置的设计，实现特别的穿绳设计，以及良好的包覆性

能。

[005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

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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