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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鞋类制品的张紧系统

(57)摘要

鞋类制品(100)可包括张紧系统，该张紧系

统具有多层鞋面(102)和相对窄的套楦。鞋面

(102)的一层可以附接到套楦的外周边(820)。鞋

面(102)的另一层可以附接到鞋底结构(104)的

一部分。另外，可以通过折叠包括第二层(424)的

层压结构来形成系带区域。鞋面(102)的第三层

可以在鞋类制品(100)内提供靴，该靴构造成接

收脚(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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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鞋类制品，包括：

前足区域、中足区域、足跟区域、外侧部和内侧部；

鞋面、鞋底结构和套楦；

所述鞋底结构包括近侧鞋底表面，所述近侧鞋底表面面向所述鞋类制品的内部腔体；

所述套楦附接到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中心鞋底部分；

所述鞋面包括内部部件和外部部件；

所述内部部件包括构造成接收脚的靴，其中所述内部部件的第一底部边缘附接到所述

套楦的周边边缘；

所述外部部件包括第一层、第二层和两个层压结构，其中所述第一层形成所述鞋类制

品的面向外的表面，其中所述鞋面的所述外部部件的所述第一层包括：(a)外侧上部部分，

所述外侧上部部分沿所述近侧鞋底表面从所述套楦的所述周边边缘延伸到所述近侧鞋底

表面的外侧外边缘；以及(b)内侧上部部分，所述内侧上部部分沿所述近侧鞋底表面从所述

套楦的所述周边边缘延伸到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内侧外边缘；并且

所述第二层设置在所述内部部件和所述第一层之间，其中所述第二层的第二底部边缘

附接到所述套楦的周边边缘，所述第二层的第二底部边缘邻近所述内部部件的第一底部边

缘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两个层压结构中的每一个包括分层结构，

所述分层结构包括顶部覆盖层、底部覆盖层、所述第一层的一部分和所述第二层的一部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近侧鞋底表面在所述中足区域中具有第

一宽度，所述套楦在所述中足区域中具有第二宽度，并且其中所述第一宽度基本上大于所

述第二宽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两个层压结构包括设置在所述外侧部上

的外侧层压结构和设置在所述内侧部上的内侧层压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两个层压结构中的每一个包括多个孔口，

所述多个孔口构造成接收系带元件。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外侧层压结构包括折叠边缘。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类制品，其还包括从所述足跟区域中的所述套楦的周边边

缘延伸穿过形成在所述鞋面中的狭槽的环状股线，所述环状股线为系带元件提供孔眼。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内部部件还包括整合的鞋舌。

9.一种鞋类制品，包括：

前足区域、中足区域和足跟区域；

鞋面、鞋底结构和套楦；

所述鞋底结构包括近侧鞋底表面，所述近侧鞋底表面面向所述鞋类制品的内部腔体，

所述近侧鞋底表面包括内侧鞋底部分、中心鞋底部分和外侧鞋底部分，所述中心鞋底部分

在所述内侧鞋底部分和所述外侧鞋底部分之间延伸且与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外侧外边缘

和内侧外边缘向内隔开；

所述套楦附接到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中心鞋底部分；

所述鞋面包括外层、中间层和内层，其中所述中间层的大部分设置在所述外层和所述

内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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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内层形成靴，所述靴被构造为接收脚；

所述外层包括内侧上部部分、覆盖部分和外侧上部部分；

所述外层的内侧上部部分附接到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内侧鞋底部分，所述外层的外侧

上部部分附接到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外侧鞋底部分；

其中所述外侧上部部分从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所述外侧外边缘延伸到所述套楦的外

侧周边边缘，并且其中所述内侧上部部分从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所述内侧外边缘延伸到所

述套楦的内侧周边边缘；

所述中间层包括内侧附接部分和外侧附接部分，其中所述外侧附接部分在所述套楦的

外侧周边边缘处附接到所述套楦，并且其中所述内侧附接部分在所述套楦的内侧周边边缘

处附接到所述套楦；

所述中间层还包括内侧部部分和外侧部部分，所述内侧部部分包括内侧自由部分和内

侧层压部分，所述内侧自由部分从所述内侧附接部分延伸到所述内侧层压部分；并且

所述内侧层压部分设置在内侧层压结构内。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近侧鞋底表面在所述中足区域中具有第

一宽度，所述套楦在所述中足区域中具有第二宽度，并且其中所述第一宽度基本上大于所

述第二宽度。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内侧上部部分在所述中足区域中具有

第三宽度，所述外侧上部部分在所述中足区域中具有第四宽度，并且其中所述第三宽度和

所述第四宽度一起包括所述第一宽度。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内侧层压结构包括多个孔口。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内侧层压结构被折叠并形成多个通道，

所述多个通道构造成接收系带元件。

14.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内侧层压结构包括顶部覆盖层、底部覆

盖层和所述内侧层压部分。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顶部覆盖层提供所述鞋面的面向外的

表面。

16.一种鞋类制品，包括：

前足区域、中足区域和足跟区域；

鞋面、鞋底结构和套楦；

所述鞋底结构包括近侧鞋底表面，所述近侧鞋底表面面向所述鞋类制品的内部腔体；

所述套楦附接到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中心鞋底部分；

所述鞋面包括内部部件和外部部件；

所述内部部件包括构造成接收脚的靴，其中所述内部部件的第一底部边缘附接到所述

套楦的周边边缘；

所述外部部件包括第一层、第二层和两个层压结构，其中所述第一层形成所述鞋类制

品的面向外的表面，其中所述第一层的第一边缘邻近所述第二层的第二边缘设置，并且其

中所述鞋面的所述外部部件的所述第一层包括：(a)外侧上部部分，所述外侧上部部分沿所

述近侧鞋底表面从所述套楦的所述周边边缘延伸到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外侧外边缘；以及

(b)内侧上部部分，所述内侧上部部分沿所述近侧鞋底表面从所述套楦的所述周边边缘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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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所述近侧鞋底表面的内侧外边缘；

所述第二层设置在所述内部部件和所述第一层之间，其中所述第二层的第二底部边缘

附接到所述套楦的周边边缘，所述第二层的第二底部边缘邻近所述内部部件的第一底部边

缘设置；并且

其中所述第一层延伸穿过所述前足区域、所述中足区域和所述足跟区域，并且所述第

二层延伸穿过所述中足区域和所述足跟区域。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两个层压结构中的每一个包括顶部覆

盖层、底部覆盖层、所述第一层的一部分和所述第二层的一部分。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内部部件延伸穿过所述前足区域、所述

中足区域和所述足跟区域。

19.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鞋类制品，其还包括第一环状股线和第二环状股线，所述第

一环状股线沿着所述套楦的周边边缘锚固在所述鞋类制品的外侧部上，并且所述第二环状

股线沿着所述套楦的周边边缘锚固在所述鞋类制品的内侧部上。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第一环状股线延伸穿过在所述外侧部

上形成在所述第一层中的第一狭槽，并且其中所述第二环状股线延伸穿过在所述内侧部上

形成在所述第一层中的第二狭槽。

21.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鞋类制品，其中所述第二层卷绕所述足跟区域，并且其中所

述第二层从所述鞋面的内侧部延伸到所述鞋面的外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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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鞋类制品的张紧系统

[0001] 相关申请数据

[0002] 本申请要求2016年3月22日提交的名称为“A  Tensioning  System  for  an 

Article  of  Footwear(用于鞋类制品的张紧系统)”的美国专利申请No.15/077,102的优先

权。美国专利申请No.15/077,102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到本文中。

背景技术

[0003] 本实施例总体上涉及鞋类制品以及用于鞋类制品的张紧系统。

[0004] 鞋类制品通常包括两个主要元件：鞋面和鞋底结构。鞋面通常由多个材料元件(例

如，纺织品、聚合物片层、泡沫层、皮革、合成皮革)形成，所述材料元件缝合或利用粘合剂粘

合在一起以在鞋类的内部上形成空隙，以便舒适且牢固地接纳脚。更具体地，鞋面形成一种

结构，该结构在脚的脚背和脚趾区域上、沿着脚的内侧和外侧部、并围绕脚的足跟区域延

伸。鞋面还可以包括系带系统以调节鞋类的贴合性，以及允许脚从鞋面内的空隙进入和移

除。同样，一些服装制品可包括各种用于调节服装的贴合性的闭合系统。

发明内容

[0005] 在一方面中，本发明涉及一种鞋类制品，该鞋类制品包括前足区域、中足区域、足

跟区域、外侧部和内侧部、鞋面、鞋底结构、以及套楦(strobel)。另外，鞋底结构包括近侧鞋

底表面，近侧鞋底表面面向鞋类制品的内部腔体，并且套楦附接到近侧鞋底表面的中心鞋

底部分。鞋面由内部部件和外部部件组成，内部部件包括构造成接收脚的靴，其中内部部件

的第一底部边缘附接到套楦的周边边缘。此外，外部部件包括第一层、第二层和两个层压结

构，其中第一层形成鞋类制品的面向外的表面。第二层设置在内部部件和第一层之间，其中

第二层的第二底部边缘附接到套楦的周边边缘，第二层的第二底部边缘邻近内部部件的第

一底部边缘设置。

[0006] 在另一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鞋类制品，该鞋类制品包括前足区域、中足区域和足

跟区域、鞋面、鞋底结构、以及套楦。鞋底结构包括近侧鞋底表面，近侧鞋底表面面向鞋类制

品的内部腔体，并且近侧鞋底表面包括内侧鞋底部分、中心鞋底部分和外侧鞋底部分。中心

鞋底部分在内侧鞋底部分和外侧鞋底部分之间延伸。套楦附接到近侧鞋底表面的中心鞋底

部分。另外，鞋面包括外层、中间层和内层，其中大部分中间层设置在外层和内层之间。内层

形成靴，该靴构造成接收脚，外层包括内侧上部部分、覆盖部分和外侧上部部分。此外，外层

的内侧上部部分附接到近侧鞋底表面的内侧鞋底部分，并且外层的外侧上部部分附接到近

侧鞋底表面的外侧鞋底部分，外侧上部部分邻近套楦的外侧周边边缘设置，并且内侧上部

部分邻近套楦的内侧周边边缘设置。中间层包括内侧附接部分和外侧附接部分，其中外侧

附接部分邻近套楦的外侧周边边缘附接，并且内侧附接部分邻近套楦的内侧周边边缘附

接。中间层还包括内侧部分和外侧部分，内侧部分包括内侧自由部分和内侧层压部分，内侧

自由部分从内侧附接部分延伸到内侧层压部分。内侧层压部分设置在内侧层压结构内。

[0007] 在另一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鞋类制品，该鞋类制品包括前足区域、中足区域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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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区域、鞋面、鞋底结构、以及套楦。鞋底结构包括近侧鞋底表面，近侧鞋底表面面向鞋类制

品的内部腔体，并且套楦附接到近侧鞋底表面的中心鞋底部分。另外，鞋面包括内部部件和

外部部件，内部部件包括构造成接收脚的靴，并且内部部件的第一底部边缘附接到套楦的

周边边缘。外部部件包括第一层、第二层和两个层压结构，其中第一层形成鞋类制品的面向

外的表面，并且第一层的第一边缘邻近第二层的第二边缘设置。此外，第二层设置在内部部

件和第一层之间，其中第二层的第二底部边缘附接到套楦的周边边缘，第二层的第二底部

边缘邻近内部部件的第一底部边缘设置。另外，第一层延伸穿过前足区域、中足区域和足跟

区域，并且第二层延伸穿过中足区域和足跟区域。

[0008] 通过研究以下附图和详细描述，实施例的其它系统、方法、特征和优点对于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将是或将变得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附加的系统、方法、特征和优点都包括在本

说明书和本发明内容中，包括在实施例的范围内，并受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

附图说明

[0009] 参考以下附图和描述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实施例。附图中的部件不一定按比例绘

制，而是将重点放在说明本公开的原理上。此外，在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在不同视图中

表示相应的部件。

[0010] 图1是鞋类制品的实施例的轴测视图；

[0011] 图2是鞋类制品的实施例的俯视轴测视图；

[0012] 图3是具有鞋底结构的套楦的实施例的俯视图；

[0013] 图4是鞋类制品的实施例的轴测侧视图，其中示出了鞋类制品的内部；

[0014] 图5是鞋类制品的实施例的分解图；

[0015] 图6是鞋类制品的实施例的轴测视图和鞋类制品的横向截面图；

[0016] 图7是鞋类制品的实施例的轴测视图和鞋类制品的横向截面图；

[0017] 图8是鞋类制品中的中足区域的实施例的横截面图；

[0018] 图9是鞋类制品的实施例的轴测侧视图；

[0019] 图10是图9的鞋类制品的系带区域的一部分的实施例的俯视图；

[0020] 图11是鞋类制品的系带区域的一部分的实施例的轴测侧视图和横截面；

[0021] 图12是当鞋类制品处于松弛状态时鞋类制品和脚的一部分的实施例的横截面图；

和

[0022] 图13是当鞋类制品处于张紧状态时鞋类制品和脚的一部分的实施例的横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讨论和附图公开了鞋类制品和鞋类制品的组装方法。与本文公开的鞋类相关

联的概念可以应用于各种运动鞋类型，包括例如跑鞋、篮球鞋、橄榄球鞋、棒球鞋、足球鞋和

高尔夫球鞋。因此，本文公开的概念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鞋类。

[0024] 为了帮助和阐明各种实施例的后续描述，在此定义了各种术语。除非另有说明，否

则以下定义适用于整个说明书(包括权利要求)。为了一致性和方便性，在对应于所示实施

例的该详细描述中使用了方向形容词。

[0025] 贯穿本详细说明和权利要求中使用的术语“纵向”是指延伸部件长度的方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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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鞋类制品的纵向方向在鞋类制品的前足区域和足跟区域之间延伸。术语“向前”用于表

示脚点的脚趾的一般方向，术语“向后”用于表示相反的方向，即脚的足跟面向的方向。

[0026] 在整个详细说明和权利要求中使用的术语“侧向方向”是指延伸部件宽度的左右

方向。换句话说，侧向方向可以在鞋类制品的内侧部和外侧部之间延伸，鞋类制品的外侧部

是背向另一只脚的表面，内侧部是面向另一只脚的表面。

[0027] 如在本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中使用的术语“侧部”是指部件的通常面向外侧、内侧、

向前或向后方向的任何部分，与向上或向下方向相反。

[0028] 在整个详细说明和权利要求中使用的术语“竖直”是指大致垂直于侧向和纵向方

向的方向。例如，在鞋底平放在地面上的情况下，竖直方向可以从地面向上延伸。应当理解，

这些方向形容词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应用于鞋底的各个部件。术语“向上”指的是远离地面的

竖直方向，而术语“向下”指的是朝向地面的竖直方向。类似地，术语“顶部”、“上部”和其它

类似术语是指在竖直方向上基本上离地面最远的物体部分，并且术语“底部”、“下部”和其

它类似术语是指在竖直方向上基本上最接近地面的物体部分。

[0029] 鞋的“内部”指的是穿鞋时被穿着者的脚占据的空间。面板或其它鞋元件的“内侧”

指的是在完成的鞋中朝向(或将朝向)鞋内部取向的面板或元件的面。元件的“外侧”或“外

部”指的是在完成的鞋中远离(或将要远离)鞋内部取向的元件的面。在一些情况下，元件的

内侧可以在该内侧和完成的鞋中的内部之间具有其它元件。类似地，元件的外侧可以在该

外侧和完成的鞋外部的空间之间具有其它元件。此外，术语“向内”和“向内地”是指朝向鞋

内部的方向，术语“向外”和“向外地”是指朝向鞋外部的方向。

[0030] 此外，出于本公开的目的，术语“固定地附接”应指的是两个部件连接成使得各部

件可能不容易分离(例如，在不破坏部件中的一个或两个的情况下)。固定附接的示例性形

式可包括利用永久性粘合剂、铆钉、缝线、钉子、U形钉、焊接或其它热粘合或者其它连接技

术进行的连接。另外，两个部件可以通过例如在模制过程中整体形成而“固定地附接”。

[0031] 出于本公开的目的，术语“可移除地附接”或“可移除地插入”应指两个部件或者部

件和元件以使得两个部件固定在一起的方式连接，但可以是容易地彼此分离。可移除附接

机构的示例可包括钩环紧固件、摩擦配合连接、过盈配合连接、螺纹连接器、凸轮锁定连接

器、一种材料与另一种材料的压缩，以及其它这种易于拆卸的连接器。

[0032] 参见图1，示出了构造有张紧系统150的鞋类制品(“制品”)100的轴测侧视图。在当

前实施例中，制品100以运动鞋的形式示出，例如跑鞋。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张紧系统150

可以与任何其它种类的鞋一起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登山鞋、足球鞋、板球鞋、运动鞋、跑鞋、

交叉训练鞋、橄榄球鞋、篮球鞋、棒球鞋以及其它种类的鞋子。此外，在一些实施例中，制品

100可以构造成用于各种其它类型的非运动相关的鞋，包括但不限于拖鞋、凉鞋、高跟鞋、乐

福鞋以及任何其它类型的鞋类。如下面进一步详细讨论的，张紧系统可以不限于鞋类，并且

在其它实施例中，张紧系统和/或与张紧系统相关联的部件可以与各种服装一起使用，包括

衣服、运动服、运动装备和其它类型的服装。在其它实施例中，张紧系统可以与支架一起使

用，例如医用支架。

[0033] 如上所述，为了一致性和方便性，在整个详细描述中使用了方向性形容词。制品

100可沿纵向轴线180分成三个一般区域：前足区域105、中足区域125和足跟区域145。前足

区域105通常包括与脚趾对应的制品100的部分以及将跖骨与趾骨连接的关节。中足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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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通常包括制品100的与脚的足弓区域对应的部分。足跟区域145通常对应于脚的后部部

分，包括跟骨。前足区域105、中足区域125和足跟区域145不旨在划分制品100的精确区域。

相反，前足区域105、中足区域125和足跟区域145旨在表示制品100的一般相对区域，以帮助

进行以下讨论。由于制品100的各种特征延伸超出制品100的一个区域，因此术语前足区域

105、中足区域125和足跟区域145不仅适用于制品100，而且适用于制品100的各种特征。

[0034] 参考图1，为了参考目的，制品100的侧向轴线190和与制品100相关的任何部件可

以在脚的内侧部165和外侧部185之间延伸。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纵向轴线180可以从前

足区域105延伸到足跟区域145。应当理解，这些方向形容词中的每一个也可以应用于鞋类

制品的各个部件，例如鞋面和/或鞋底构件。另外，竖直轴线170指的是垂直于由纵向轴线

180和侧向轴线190限定的水平表面的轴线。

[0035] 制品100可以包括鞋面102和鞋底结构104。通常，鞋面102可以是任何类型的鞋面。

具体地，鞋面102可具有任何设计、形状、尺寸和/或颜色。例如，在制品100是篮球鞋的实施

例中，鞋面102可以是高帮鞋面，其被成形为在脚踝上提供高支撑。在制品100是跑鞋的实施

例中，鞋面102可以是低帮鞋面。

[0036] 如图1所示，鞋面102可包括一个或多个材料元件(例如，网眼、纺织品、泡沫、皮革

和合成皮革)，其可被连接以限定构造成接收穿着者的脚的内部腔体。可以选择和布置材料

元件以赋予诸如重量轻、耐用性、透气性、耐磨性、柔性和舒适性之类的特性。鞋面102可以

限定开口130，穿着者的脚可以通过该开口被接收到内部腔体中。如下面将参考图4进一步

讨论的，在一些实施例中，鞋面102可包括多个部件和/或层，其有助于为鞋类制品提供张紧

系统。

[0037] 鞋底结构104的至少一部分可以固定地附接到鞋面102的各部分(例如，利用粘合

剂、缝合、焊接或其它合适的技术)，并且可以具有在鞋面102和地面之间延伸的构造。鞋底

结构104可包括用于衰减地面反作用力的装置(即，在竖直和水平加载期间缓冲和稳定脚)。

另外，鞋底结构104可构造成提供抓地力、赋予稳定性、和控制或限制各种足部运动，例如内

旋、旋后或其它运动。

[0038] 在一些实施例中，鞋底结构104可以构造成为制品100提供抓地力。除了提供抓地

力之外，鞋底结构104还可以在行走、跑步或其他走动活动期间在脚和地面之间压缩时减弱

地面反作用力。鞋底结构104的构造可以在不同的实施例中显著变化，以包括各种传统或非

传统结构。在一些情况下，鞋底结构104的构造可根据其上可使用鞋底结构104的一种或多

种类型的接地表面来构造。

[0039] 例如，所公开的概念可适用于构造用于包括室内表面或室外表面的各种表面中的

任一种的鞋类。鞋底结构104的构造可以基于预期使用制品100的表面的特性和条件而变

化。例如，鞋底结构104可以根据表面是硬的还是软的而变化。另外，鞋底结构104可以定制

用于潮湿或干燥条件。

[0040] 在一些实施例中，鞋底结构104可以被构造用于特别专门的表面或状况。所提出的

鞋面结构可适用于任何类型的鞋，例如篮球、足球、橄榄球和其它运动活动。因此，在一些实

施例中，鞋底结构104可构造成在硬的室内表面(例如硬木)、柔软的天然草皮表面或硬的人

造草皮表面上提供抓地力和稳定性。在一些实施例中，鞋底结构104可以构造用于多种不同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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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如以下进一步讨论的，在不同的实施例中，鞋底结构104可包括不同的部件。例如，

鞋底结构104可包括外底、中底、缓冲层和/或内底。另外，在一些情况下，鞋底结构104可包

括一个或多个防滑钉构件或抓地元件，其构造成增加与地面的抓地力。

[0042] 在一些实施例中，鞋底结构104可包括多个部件，其可单独地或共同地为制品100

提供多种属性，例如支撑、刚性、柔性、稳定性、缓冲、舒适性、减轻重量或其它属性。在一些

实施例中，鞋底结构104可包括内底/鞋垫、中底和接地的外底构件(“外底”)162，该外底构

件可具有暴露的接地的下表面。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省略这些部件中的一个或多个。

[0043] 鞋的“内部”指的是穿鞋时被穿着者的脚占据的空间。面板或其它鞋元件的“内侧”

指的是在完成的鞋中朝向(或将朝向)鞋内部取向的面板或元件的面。元件的“外侧”或“外

部”指的是在完成的鞋中远离(或将要远离)鞋内部取向的元件的面。在一些情况下，元件的

内侧可以在该内侧和完成的鞋中的内部之间具有其它元件。类似地，元件的外侧可以在该

外侧和完成的鞋外部的空间之间具有其它元件。另外，术语“近侧”指的是更靠近鞋类部件

的中心的方向，或者当由用户穿着时脚插入到制品中时更靠近脚。同样地，术语“远侧”指的

是更远离鞋类部件或鞋面的中心的相对位置。因此，术语近侧和远侧可以被理解为提供大

致相反的术语来描述鞋类层的相对空间位置。

[0044] 此外，在整个以下描述中，可以参考近侧和远侧描述鞋底结构104的各种层或组

件。在鞋面102和/或鞋底结构104包括多个层的实施例中(如下面将进一步讨论的)，近侧将

指的是面向鞋面和/或面向在制品中形成的足部接纳内部腔体的特定层的表面或侧面。另

外，远侧指的是层的与层的近侧相对的一侧。在一些情况下，层的远侧与最外表面或侧面相

关联。因此，近侧可以是鞋底结构104的层的一侧，其构造成面向上，朝向脚或鞋面的一部

分。远侧可以是鞋底结构104的层的表面侧，其构造成在制品的使用期间面向地面。

[0045] 此外，鞋的“内部”指的是穿鞋时被穿着者的脚占据的空间。面板或其它鞋元件的

“内侧”指的是在完成的鞋中朝向(或将朝向)鞋内部取向的面板或元件的面。元件的“外侧”

或“外部”指的是在完成的鞋中远离(或将要远离)鞋内部取向的元件的面。在一些情况下，

元件的内侧可以在该内侧和完成的鞋中的内部之间具有其它元件。类似地，元件的外侧可

以在该外侧和完成的鞋外部的空间之间具有其它元件。另外，术语“近侧”指的是更靠近鞋

类部件的中心的方向，或者当由用户穿着时脚插入到制品中时更靠近脚。同样地，术语“远

侧”指的是更远离鞋类部件或鞋面的中心的相对位置。因此，术语近侧和远侧可以被理解为

提供大致相反的术语来描述鞋类层的相对空间位置。

[0046] 另外，在整个以下描述中，可以参考近侧和远侧描述鞋底结构104的各种层或组

件。在鞋底结构104包括多个层的实施例中(如下面将进一步讨论的)，近侧将指的是面向鞋

面和/或面向在制品中形成的足部接纳内部腔体的特定层的表面或侧面。另外，远侧将指的

是层的与层的近侧相对的一侧，和/或相对远离由鞋类制品形成的内部腔体设置。在一些情

况下，层的远侧与最外表面或侧面相关联。因此，近侧可以是鞋底结构104的层的一侧，其构

造成面向上，朝向脚或鞋面的一部分。远侧可以是鞋底结构104的层的表面侧，其构造成在

制品的使用期间面向地面。

[0047] 出于本公开的目的，当涉及鞋类制品使用时，前述方向术语应当指代坐在直立位

置时的鞋类制品，其中鞋底面向地面，即站在基本水平的表面上的穿着者穿着时将定位的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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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另外，如上所述，在不同的实施例中，制品100可包括张紧系统150。张紧系统150可

包括各种部件和系统，用于调节通向内部腔体的开口130的尺寸，以及围绕穿着者的脚张紧

(或松开)鞋面102。在一些实施例中，张紧系统15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系带，以及机动张紧装

置。与制品100一起使用的系带或拉伸元件112可包括本领域已知的任何类型的系带材料。

可以使用的系带的实例包括具有低弹性模量和高拉伸强度的线缆或纤维。系带可包括单股

材料，或可包括多股材料。用于系带的示例性材料是SPECTRA  TM，由新泽西州Morris 

Township的Honeywell制造，但是其它类型的延伸链、高模量聚乙烯纤维材料也可用作系

带。附图中示出的系带的布置仅旨在是示例性的，并且应当理解，其它实施例不限于用于系

带元件的特定构造。此外，应该理解的是，这里关于鞋面102的层或部件描述的实施例可以

适用于不包括张紧系统的制品。

[0049] 此外，在一些实施例中，制品100可包括用于沿制品100的内部提供稳定表面的设

置。在一些实施例中，基部部件可设置在由鞋面102限定的空隙中。参考图2的轴测俯视图，

当穿着者穿着制品100时，基部部件120通常可位于穿着者的脚和鞋底结构104之间。如下面

将进一步讨论的，在一些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可以固定到鞋面102的下部部分以及鞋底

结构104的上部部分。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2的实施例中所示，基部部件120可以固定到鞋

底结构104的顶部或近侧鞋底表面(“近侧表面”)(参见图3)。在一些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

可包括套楦元件(也称为套楦层或仅套楦)，其构造成固定地附接到鞋底结构104。如本文所

用，套楦可以是便于将鞋面附接到鞋底结构的任何元件、层、构件、部件或其它结构。

[0050] 在一些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可设置在鞋底结构104和张紧系统150的部分之间。

在一个实施例中，张紧系统150的部分可以固定或附接到基部部件120。在示例性实施例中，

张紧系统150的部分可以以使得张紧系统150选择性地与鞋底结构104的一个或多个部分分

离的方式固定到基部部件120。换句话说，如下面将进一步讨论的，在一些实施例中，张紧系

统150可以通过将鞋面102的各个层或部件沿着附接区域固定到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而选择

性地与鞋底结构104的部分分离，该附接区域的宽度比鞋底结构104的宽度窄。

[0051] 基部部件120可以固定地附接到鞋底结构104，例如，通过缝合、粘合剂粘合、热粘

合(例如焊接)或其它技术，或者可以与鞋底结构104成一体。根据制品100所针对的活动，基

部部件120可以由具有上述特性的任何合适的材料形成。在一些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的

部分可以暴露在制品100的内部腔体202内，如图2所示。在其它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可以

被其它元件部分或完全覆盖，例如来自鞋面102或内底的材料层。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基

部部件120可以设置在布置在制品100的内部腔体内部的靴附近或下方。

[0052] 此外，如图2所示，制品100可以包括鞋舌272，其可以设置在喉部开口附近或沿着

喉部开口设置。在一些实施例中，鞋舌272可以设置在制品100的脚背区域中或附近。然而，

在其它实施例中，鞋舌272可以沿着鞋类制品的其它部分设置，或者制品可以不包括鞋舌。

[0053] 出于说明的目的，图3中示出了基部部件120的隔离视图，鞋底结构104以虚线示出

在基部部件120下方。如图3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可以延伸穿过前足区域

105、中足区域125和足跟区域145中的每一个，以及在制品100的外侧部185和内侧部165之

间延伸。在其它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可以主要沿着内侧部165或主要沿着外侧部185设

置。如图3所示，基部部件120的远侧设置在鞋底结构104的近侧表面142的顶部上。

[0054] 在不同的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的尺寸可以变化。在一些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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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周边边界390，其与基部部件120的外边界或周边相关联。如图3所示，基部部件120可包

括前足区域105中的第一宽度310、中足区域125中的第二宽度320、以及足跟区域145中的第

三宽度330。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宽度310、第二宽度320和第三宽度330可以相对于彼此不

同。例如，在图3中，第二宽度320基本上小于第一宽度310。另外，在图3中，第二宽度320也基

本上小于第三宽度330。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宽度310和第三宽度330可以是类似的，但是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宽度310可以大于第三宽度330。

[0055] 此外，在不同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的宽度可相对于鞋底结构104的近侧表面142

而变化。在图3中，近侧表面142在前足区域105中具有第四宽度340，在中足区域125中具有

第五宽度350，并且在足跟区域145中具有第六宽度360。在一些实施例中，第四宽度340、第

五宽度350和第六宽度360可以相对于彼此不同。例如，在图3中，第五宽度350略小于第四宽

度340或第六宽度360。如上所述，在一些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的尺寸和大小可以相对于

近侧表面142不同。在图3中，可以看出，基部部件120的第二宽度320基本上小于近侧表面

142的第五宽度350。在一些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的中足区域125可以与近侧表面142的中

足区域125的20％和90％之间叠置。在一个实施例中，中足区域125中的基部部件120的面积

可以是中足区域125中的近侧表面142的面积的30％至70％之间。换句话说，在不同的实施

例中，近侧表面142的区域或部分可以不连接或接触基部部件120。

[0056] 在图3中，为了参考的目的，近侧表面142可以被理解为包括中心鞋底部分312、内

侧鞋底部分314和外侧鞋底部分316。近侧表面142的中心鞋底部分312是近侧表面142的区

域，其被基部部件120覆盖、接触和/或固定地附接。在一个实施例中，中心鞋底部分312小于

包括近侧表面142的区域。例如，由于基部部件120的尺寸小于近侧表面142的尺寸，在一些

实施例中，可能存在近侧表面142的不接触基部部件120的区域。在图3中，内侧鞋底部分314

和外侧鞋底部分316表示近侧表面142的两个区域或外周边部分，其未被基部部件120附接、

不接触基部部件120和/或未被基部部件120覆盖。在图3中，内侧鞋底部分314从基部部件

120的内侧周边边缘322延伸到近侧表面142的内侧外边缘324，并且外侧鞋底部分316从基

部部件120的外侧周边边缘332延伸到近侧表面142的外侧外边缘334。换句话说，在一个实

施例中，中心鞋底部分312设置在内侧鞋底部分314和外侧鞋底部分316之间。

[0057] 如前所述，在一些实施例中，张紧系统和/或鞋面可包括各种部件或层。现在参考

图4的后轴测视图，可以看出，在一些实施例中，鞋面102可包括至少两个结构或部件。例如，

参考图4中的剖视图，鞋面102包括内部部件410和外部部件420。

[0058] 在不同的实施例中，内部部件410是鞋面102的内层，其可以沿着制品100的基本整

个内部腔体202延伸。在一些实施例中，包括内部部件410的内层可在制品100内提供“靴”结

构。在一个实施例中，内部部件410可基本上围绕或约束制品100中的内部腔体202。在一些

实施例中，内部部件410可以由弹性、泡沫、聚合物和/或网状材料制成。在不同的实施例中，

内部部件410可以由弹性或可拉伸材料中的任何一种或组合制成，包括但不限于编织合成

纤维、聚氨酯、尼龙、棉、氨纶、氯丁橡胶以及其它天然和合成材料。在其它实施例中，内部部

件410可包括可压缩材料或缓冲材料，例如泡沫。

[0059] 此外，在一些实施例中，外部部件420可包括第一层422和第二层424。在一个实施

例中，第一层422包括鞋面102的外层。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层422形成制品100的面向外的

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层424包括在内部部件410和第一层42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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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设置或延伸的中间层。

[0060] 在不同的实施例中，可以设置第一层422和第二层424以形成鞋面102的基本上连

续的表面。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层422的一部分和第二层424的一部分可以附接或连接在

一起。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层422的边缘可以邻接第二层424的边缘。然而，在其它实

施例中，如图4所示，第一层422的一部分可以与第二层424的一部分重叠或被其覆盖。鞋面

102的不同层的堆叠将在下面参考图10更详细地讨论。

[0061] 在不同的实施例中，外部部件420可包括折叠区域430。在一些实施例中，折叠区域

430可有助于在制品100中形成系带区域。在一个实施例中，每个折叠区域430包括上面提到

的第一层422和第二层424之间的重叠区域。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折叠区域430可以进一

步包括覆盖部件460并形成层压结构，如下面将参考图9和10所讨论的。在一些实施例中，覆

盖部件460可包括覆盖整个外部部件420和/或覆盖外部部件420的部分的最外侧覆盖物。

[0062] 为了清楚起见，在图5中，示出了制品100的分解图的实施例。应该理解，图5仅作为

示例提供，并且制品100的其它实施例可以包括本文未示出的部件或材料，或者可以省略图

5中示出的一些部件。如上所述，制品100包括鞋面102和鞋底结构104。在一些实施例中，鞋

面102可包括一个或多个部件。在分解图中，可以看到，与鞋底结构104相邻并直接设置在鞋

底结构104上方的是基部部件120。另外，如先前关于图3所述，在一些实施例中，鞋面102可

包括内部部件410，如图5所示，作为类似靴的结构。另外，可以看出，在一些实施例中，内部

部件410可包括鞋舌272。在一些实施例中，鞋舌272可以是整合的鞋舌，使得鞋舌由与内部

部件410的其余部分基本相同的材料形成，和/或从内部部件410的结构连续延伸。此外，在

一些实施例中，鞋舌272还可包括鞋舌覆盖物510。在一些实施例中，鞋舌覆盖物510可包括

与第一层422的材料基本相似的材料，但在其它实施例中，鞋舌覆盖物510和第一层422的材

料可不同。在其它实施例中，鞋舌272可以不具有鞋舌覆盖物。

[0063] 尽管图5中示出了内部部件410的轴测侧视图，应该理解的是，在不同的实施例中，

内部部件410的底表面可以是开放的或不连续的。换句话说，如图4的横截面所示，内部部件

410的底部边缘可以不从整个靴结构从内侧部165延伸到外侧部185，而是可以具有附接到

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390的边缘。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内部部件410可以形成具有鞋

底部分的连续靴，该鞋底部分沿着靴的底部从内侧部165延伸或连续到外侧部185。

[0064] 另外，示出了设置在内部部件410上方的内侧中部部分524和外侧中部部分526。内

侧中部部分524和外侧中部部分526均包括第二层424的一部分。虽然内侧中部部分524和外

侧中部部分526在图5中示出为两个不同的单独件，但是应该理解的是，在其它实施例中，内

侧中部部分524和外侧中部部分526可以连接在一起并且由单个连续材料形成。在一些实施

例中，内侧中部部分524和外侧中部部分526可以沿着足跟区域145连接，使得第二层424围

绕制品100的后部(例如，足跟稳定器可以定位在该后部处)延伸。在内侧中部部分524和外

侧中部部分526包括单件的实施例中，连接两个部段的部分可以构造成卷绕制品100的足跟

的后部。在一个实施例中，卷绕部分可以通过足跟区域145设置、锚固或固定地附接在内部

部件410和第一层422之间。另外，可以看出，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内部部件410连续地延伸穿

过前足区域105、中足区域125和足跟区域145时，第二层424可以仅延伸穿过中足区域125，

或者仅延伸穿过中足区域145和足跟区域145。换句话说，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层424可以

不设置在前足区域105中。这也可以与第一层422的布置形成对比，第一层422连续地延伸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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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前足区域105、中足区域125和足跟区域145。此外，如下面将进一步讨论的，第二层424的

自由或未附接部分可以布置成仅延伸穿过中足区域125。因此，第二层424可以被构造成在

穿着者使用制品100期间主要延伸并支撑中足区域125。

[0065]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上面关于图4的折叠区域所述，可以存在附接到第二层424和/

或第一层422的覆盖材料，其先前称为覆盖部件460。如图5所示，覆盖部件460包括近侧内侧

覆盖物542和远侧内侧覆盖物544，以及近侧外侧覆盖物552和远侧外侧覆盖物554。在一些

实施例中，近侧内侧覆盖物542与内侧中部部分524的面向近侧的表面相关联或设置在内侧

中部部分524的面向近侧的表面上方，并且远侧内侧覆盖物544与内侧中部部分524的面向

远侧的表面相关联或设置在内侧中部部分524的面向远侧的表面下方。类似地，在一些实施

例中，近侧外侧覆盖物552与外侧中部部分526的面向近侧的表面相关联或设置在外侧中部

部分526的面向近侧的表面上方，并且远侧外侧覆盖层554与外侧中部部分526的面向远侧

的表面相关联或设置在外侧中部部分526的面向远侧的表面下方。换句话说，在一些实施例

中，在组装的制品100中，近侧内侧覆盖物542和远侧内侧覆盖物544可以“夹住”内侧中部部

分524，并且近侧外侧覆盖物552和远侧外侧覆盖物554可以“夹住”外侧中部部分526，形成

一组层压结构。如下面将进一步讨论的，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个层压结构可以构造成为鞋类

制品提供系带区域。

[0066] 应当理解，在其它实施例中，层压结构可以包括附加层，和/或覆盖部件460和其它

层之间的重叠可以是不连续的。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近侧内侧覆盖物542的一部分与第

一层422的面向近侧的表面相关联或设置在第一层422的面向近侧的表面上方，并且远侧内

侧覆盖物544与内侧中部部分524的面向远侧的表面相关联或设置在内侧中部部分524的面

向远侧的表面下方。类似地，在一些实施例中，近侧外侧覆盖物552与第一层422的面向近侧

的表面相关联或设置在第一层422的面向近侧的表面上方，并且远侧外侧覆盖物554与外侧

中部部分526的面向远侧的表面相关联或设置在外侧中部部分526的面向远侧的表面下方。

换句话说，在一些实施例中，在组装的制品100中，近侧内侧覆盖物542和远侧内侧覆盖物

544可以“夹住”第一层422和第二层424的部分，并且近侧外侧覆盖物552和远侧外侧覆盖物

554可以“夹住”第一层422和第二层424的部分。在一些实施例中，这些层可以形成层压结

构，如下面将参考图9和10进一步讨论的。

[0067]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层422可以与第二层424和/或覆盖部件460的部分相邻设

置。如图5的分解图所示，第一层422位于第二层424上方。另外，第一层422提供基本上连续

的覆盖物，其围绕或包裹在制品100的大部分上延伸。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层422可包括覆

盖部分560，以及内侧上部部分440和外侧上部部分441(以虚线示出)，其中内侧上部部分

440和外侧上部部分441各自从覆盖部分560的下部部分在大致水平的方向上向内延伸，以

直接附接到近侧表面142。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层422的覆盖部分560可以被理解为包括制

品100的最外侧表面，覆盖或包围内部部件410和/或第二层424的材料。

[0068] 此外，制品100可以包括能够为张紧系统提供额外益处的其它可选特征。在一些实

施例中，制品100可包括用于沿着足跟区域145调节张力的设置。例如，在图5中，示出了多个

环状股线(“环状股线”)570，其邻近内部部件410设置。在一些实施例中，环状股线570可布

置成从基部部件120的近周边边界390延伸。在一个实施例中，环状股线570位于足跟区域

145中，并且从周边边界390向上延伸并穿过形成在鞋面102的材料中的切口、开口或狭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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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在一些实施例中，环状股线570设置在内部部件410和外部部件420之间。在一个实施例

中，狭槽580可以穿过包括外部部件420的材料形成在第一层422和第二层424中的任一个或

两个中。在一些情况下，环状股线570可为制品100中的拉伸元件112提供额外的孔眼。

[0069] 在图5中，可以看出，环状股线570包括第一内侧股线组572和第二内侧股线组574，

以及第一外侧股线组576和第二外侧股线组578。在其它实施例中，环状股线570可以仅沿内

侧部165布置或仅布置在外侧部185上，相对于外侧部185，在内侧部165上可以存在更多数

量的环状股线570，或者相对于内侧部165，在外侧部185上可以存在更多数量的环状股线

570。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对于固定地附接到制品100的每个环状股线，可以存在穿过鞋

面102的材料形成的狭槽。例如，包括第一外侧股线组576的环状股线可以在制品100的外侧

部185上锚固在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390附近，并且布置成使得它们向上延伸并且从形

成在外部部件420的至少第一层422的外侧部中的第一狭槽伸出，包括第一内侧股线组572

的环状股线可以在制品100的内侧部165上锚固在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390附近，并且布

置成使得它们向上延伸并且从形成在外部部件420的至少第一层422的内侧部中的第二狭

槽伸出。在其它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环状股线570可以被布置成使得它们通过鞋面102中

的单个狭槽或开口出现。

[0070] 现在参考图6和7，示出了制品100的侧向轴测视图，其具有图6中的第一横截面视

图610和图7中的第二横截面视图620。第一横截面视图610是相对于第二横截面视图620从

靠近前足区域105设置的制品100的一部分获得的。如前所述，鞋底结构104的近侧表面142

面向制品100的内部腔体202，并且基部部件120附接到近侧表面142的中心鞋底部分312。可

以看出——如上面关于图3所述——基部部件120的宽度可以在制品100的纵向长度上变

化。因此，在图6中的第一横截面视图610中，基部部件120具有第一基部宽度632，并且在图7

中的第二横截面视图620中，基部部件120具有第二基部宽度634。在不同的实施例中，第一

基部宽度632和第二基部宽度634可以彼此不同。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基部宽度632基本上

大于第二基部宽度634，如图6和7所示。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一基部宽度632可以类似

于或小于第二基部宽度634。

[0071] 此外，在一些实施例中，内部部件410的底部内边缘412可以固定地附接到基部部

件120的周边边界390的至少一部分。如图6所示，内部部件410的底部内边缘412固定地附接

到并锚固到周边边界390。在一些实施例中，基部部件120的整个周边边界390可以附接到内

部部件410的底部内边缘412和/或由内部部件410的底部内边缘412界定。在不同的实施例

中，内部部件410的其余部分可以向上延伸并远离基部部件120，以在制品100中形成靴结

构。在一个实施例中，内部部件410仅沿着底部内边缘412通过前足区域105和中足区域125

锚固。换句话说，内部部件410的其余部分在至少前足区域105和中足区域125中是自由的或

可移动的，以允许内部部件410容易地容纳不同形状的脚。

[0072] 另外，如图7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层422的内边缘428可邻近近侧表面142的

部分设置。如图6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层422的内边缘428也可以附接在基部部件120

的周边边界390附近、周围或上。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层422的内边缘428可以邻近内

部部件410的底部内边缘412和/或第二层424的底部中间边缘426设置。在一些实施例中，底

部中间边缘426和/或底部内边缘412可以沿着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390与内边缘428附

接在一起。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底部中间边缘426或底部内边缘412可以沿着内部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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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的基部在与内边缘428分开的区域中附接。

[0073] 此外，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层422还可以附接在鞋底结构104的近侧表面142的外

边缘450周围或附接到该外边缘450。另外，第一层422可包括直接附接到近侧表面142的部

分。例如，在图6和7中，可以看出外部部件420的第一层422具有内侧上部部分642和外侧上

部部分644。

[0074] 在一些实施例中，内侧上部部分642设置在近侧表面142的内侧鞋底部分314的顶

侧和/或可以固定地附接到近侧表面142的内侧鞋底部分314。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外侧

上部部分644可设置在近侧表面142的内侧鞋底部分314的顶侧和/或固定地附接到近侧表

面142的内侧鞋底部分314。换句话说，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层422在与沿着鞋面102的内侧

部165和外侧部185的竖直轴线170大致对准的方向上向下延伸，然后沿着弯曲部分660在大

致与侧向轴线190对准的方向上朝向内部腔体202的中心向内弯曲。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

层422可以向内朝向基部部件120延伸。在一些实施例中，外侧上部部分644邻近基部部件

120的外侧周边边缘设置，并且内侧上部部分642邻近基部部件120的内侧周边边缘设置。

[0075] 在一些实施例中，随着基部部件120的宽度改变，制品100中的其它区域的对应宽

度或尺寸也可以改变。例如，在图6的第一横截面视图610中，内侧上部部分642具有第一上

部宽度652，并且外侧上部部分644具有第二上部宽度654。另外，在图7的第二横截面视图

620中，内侧上部部分642具有第三上部宽度656，外侧上部部分644具有第四上部宽度658。

参考这些部段中的每一个，可以看出，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层422的不同部分的宽度可以

不同。在图6和7中，第一上部宽度652小于第三上部宽度656，第二上部宽度654小于第四上

部宽度658。在一些实施例中，在基部部件120较宽的区域中，每个对应的内侧上部部分和外

侧上部部分可以更窄。

[0076] 此外，在不同的实施例中，第二层424可包括用于连接到制品100的其它部分的设

置。在一些实施例中，中间层或第二层424可包括附接部分，其在基部部件120和第一层422

之间可直接附接到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390或邻近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390。另外，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二层424的附接部分可以直接邻近内部部件410的底部内边缘412设置。

在一些实施例中，附接部分和底部内边缘412可以沿着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390附接在

一起。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附接部分和底部内边缘412可以沿着内部腔体202的基部附接

在分开的区域中。

[0077]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6和7所示，附接部分可包括外侧附接部分614和内侧附接部

分612。在一些实施例中，外侧附接部分614表示第二层424的在外侧部185上固定地附接到

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的区域，并且内侧附接部分612表示第二层424的在内侧部165上固

定地附接到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的区域。在一个实施例中，内侧附接部分612沿着基部

部件120的内侧周边边界(代表基部部件的外部厚度或外侧侧壁)附接，并且外侧附接部分

614沿着基部部件120的外侧周边边界(代表基部部件的外部厚度或内侧侧壁)附接。然而，

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二层424的内侧附接部分和外侧附接部分可以附接在制品100中的不同

位置。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内侧附接部分612可以沿着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390或邻

近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390附接。在另一个实施例中，例如，内侧附接部分612可以附接

到第一层422的内侧上部部分642。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二层424的附接部分可以附接到内部

部件410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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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类似地，在不同的实施例中，包括内部部件410的靴结构可以锚固或固定地附接到

制品100的不同部分。在一些实施例中，内部部件410可包括内侧底部边缘部分和外侧底部

边缘部分。在一些实施例中，外侧底部边缘部分表示内部部件410的底部内边缘412的在外

侧部185上附接到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的区域，并且内侧底部边缘部分表示内部部件

410的底部内边缘412在内侧部165上附接到基部部件120的周边边界的区域。在一个实施例

中，内侧底部边缘部分沿着周边边界390附接在基部部件120的内侧部165上，并且外侧底部

边缘部分沿着周边边界390附接在基部部件120的外侧部185上。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内

部部件410的内侧底部边缘部分和外侧底部边缘部分可以附接在制品100中的不同位置。例

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底部边缘部分可以附接到第一层422的上部部分。在其它实施例中，底

部边缘部分可以附接到第二层424的部分。

[0079] 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内部部件410可以在制品100的内侧部165上从内侧底部边

缘部分向上朝向鞋舌272延伸，并且还在制品100的外侧部185上从外侧底部边缘部分朝向

鞋舌272延伸。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6的第一横截面图610所示，可以看出，内部部件410可

包括内侧靴部分692和外侧靴部分694。内侧靴部分692从内侧底部边缘部分朝向鞋舌272并

且邻近鞋舌272延伸。另外，外侧靴部分694从外侧底部边缘部分朝向鞋舌272并且邻近鞋舌

272延伸。在一些实施例中，内侧靴部分692和外侧靴部分694各自表示内部部件410的未附

接到制品100的其它部件或材料的部分。换句话说，内侧靴部分692和外侧靴部分694响应于

所施加的力而基本上自由地移动、移位、弯曲和/或变形。

[0080] 类似地，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层424可以在制品100的内侧部165上从内侧附接部

分向上朝向鞋舌272延伸，并且在制品100的外侧部185上从外侧附接部分朝向鞋舌272延

伸。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7的第二横截面图620所示，可以看出第二层424可包括内侧部部

分672和外侧部部分674。内侧部部分672从内侧附接部分612朝向内侧层压结构684延伸并

进入内侧层压结构684。另外，外侧部部分674从外侧附接部分614朝向外侧层压结构686延

伸并进入外侧层压结构686。出于参考的目的，内侧部部分672可以分成内侧自由部分676和

内侧层压部分680，并且外侧部部分674可以分成外侧自由部分678和外侧层压部分682。内

侧自由部分676和外侧自由部分678各自表示第二层424的未附接到制品100的其它部件或

材料的部分。换句话说，内侧自由部分676和外侧自由部分678响应于所施加的力而基本上

自由地移动、移位、弯曲和/或变形。此外，内侧层压部分680和外侧层压部分682各自表示设

置在层压结构内的第二层424的部分。换句话说，内侧层压部分680设置在内侧层压结构684

内，并且外侧层压部分682设置在外侧层压结构686内。因此，内侧自由部分676可以被理解

为从内侧附接部分612延伸到内侧层压部分680，并且外侧自由部分678可以被理解为从外

侧附接部分614延伸到外侧层压部分682。层压结构将在下面参照图9和10进一步讨论。

[0081] 现在参考图8，为清楚起见，利用放大区域800示出了图7的横截面图。在放大区域

800中，可以再次看到包括外部部件420的层被锚固或固定在不同位置。在一些实施例中，第

一层422的外侧上部部分644可以从外边缘810延伸到内边缘428。外边缘810是与图8中的第

一层422的弯曲部分660的弯曲区域相关联的边缘。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外边缘810沿鞋

底结构104的外周边820或邻近鞋底结构104的外周边820设置。外侧上部部分644的远侧面

向近侧表面142的外侧鞋底部分316。此外，在图8中，外部部件420的第二层424沿其外侧附

接部分附接到基部部件120，如上文在图6和7中所述的。因此，可以看出，在一些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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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内边缘428和外侧部部分674可以彼此相邻，但是两个层的其余部分中的大部分是间隔

开的。换句话说，在外侧部部分674和覆盖部分560之间可以存在中空区域830或体积。虽然

在使用制品100期间外侧部部分674和覆盖部分560的表面可以彼此接触，但是可以理解，在

中性状态下，在覆盖部分560和第二层424的自由部分之间可以存在空间，其中该空间至少

部分地由外侧上部部分644的宽度确定。在不同的实施例中，通过内侧上部部分和外侧上部

部分的长度相关联的不同宽度可以部分地界定外部部件420的第一层422和第二层424之间

的连续腔室或间隔。应该理解的是，尽管在图8中仅描述了外侧部185，但是在其它实施例

中，内侧部165可包括基本相似的特征和部件。

[0082] 在图9中，示出了制品100的轴测侧视图，以便更好地示出层压结构的实施例。在图

9中，外侧层压结构686显示在外侧部185上，并且内侧层压结构684显示在制品100的相对的

内侧部165上。出于本说明书的目的，层压结构是指鞋类制品的多层部件或部分。在不同的

实施例中，层压结构可以在制品100中提供系带区域，系带或其它拉伸元件可以穿过该系带

区域。在图9的实施例中，可以看到外侧层压结构686包括一系列起伏。层压结构可具有任何

所需的形状、尺寸或设计，包括规则和不规则的形状。另外，外侧层压结构686包括折叠区域

910，层压结构沿着折叠区域910基本上弯曲并回弯到其自身上。

[0083] 现在参考图10，为了清楚起见，单独示出了外侧层压结构686的“打开”或平坦的俯

视图。应该理解的是，尽管在图10中仅详细描述了外侧层压结构686，但是在其它实施例中，

内侧层压结构可包括基本相似的特征、设计、层或部件。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内侧层压结

构的尺寸、形状和布置可以不同，或者鞋类制品中可以仅存在单个层压结构。

[0084] 在图10中，俯视图示出顶部覆盖层1010，其为外侧层压结构686提供最外侧覆盖

物。此外，外侧层压结构686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并且在下部区段1030中包括四个基本光滑

的侧部，在上部区段1032中包括多个臂部分(“臂部分”)1040，其中下部区段1030和上部区

段1032可以理解为由与第一折叠区域910相关联的区域划分。尽管臂部分1040的数量和尺

寸在其它实施例中可以不同，但是在图10中，可以看出臂部分1040包括第一臂1050、第二臂

1052、第三臂1054、第四臂1056、第五臂1058和第六臂1060。一些臂部分可以包括大致梯形

形状，但是在其它实施例中，臂部分可以具有任何形状，包括圆形、方形、椭圆形、矩形或任

何其它规则或不规则形状。此外，在一些实施例中，例如第六臂1060，臂部分可包括层压结

构的基本上伸长和/或弯曲的部分。

[0085] 此外，在一些实施例中，层压结构可包括用于引导拉伸元件的设置。例如，在一些

实施例中，层压结构可包括穿过包括层压结构的层形成的开口或孔口1042。在图10中，外侧

层压结构686包括第一孔口1020、第二孔口1022和第三孔口1024。每个孔口的尺寸和形状可

以变化。在图10中，第一孔口1020相对于第二孔口1022和第三孔口1024具有更大的长度。如

图9所示，当外侧层压结构686折叠时，孔口1042可以提供开口，拉伸元件可以通过该开口进

入或离开。此外，臂部分1040在折叠时可以为拉伸元件提供通道或隧道以与其接合并通过

其固定。换句话说，在一些实施例中，通过包括臂部分1040和孔口1042，层压结构可以形成

一系列孔眼，并且至少部分地在制品100中提供系带区域。

[0086] 现在参考图11，示出了外侧层压结构686的一部分的放大视图，包括第三臂1054、

第四臂1056和第五臂1058，以及第一孔口1020和第二孔口1022。为了更好地理解层压结构

的分层构造，图11中还包括横截面图。在横截面图中，可以看出，在一些实施例中，外侧层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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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686的最外侧近侧表面(具有大致凸形构造)可包括顶部覆盖层1010，最外侧远侧表面

(具有大致凹形构造))包括底部覆盖层1110。另外，设置在下部区段1030中的顶部覆盖层

1010和底部覆盖层1110之间的是第二层424的外侧层压部分682的第一部分1120。在一些实

施例中，附加材料或层可以设置在顶部覆盖层1010和底部覆盖层1110之间，和/或第二层

424可以不设置在层压结构的层内。

[0087] 此外，设置在上部区段1032中的顶部覆盖层1010和底部覆盖层1110之间的是第二

层424的外侧层压部分682的第二部分1130。应该理解，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部分1120和第

二部分1130包括连续件。在一些实施例中，附加材料或层可以设置在顶部覆盖层1010和底

部覆盖层1110之间。例如，设置在顶部覆盖层1010和第二部分1130之间的是层压上部部分

1140。换句话说，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层422的一部分可以设置在层压结构中。在其它实施

例中，第一层422可以不延伸穿过层压结构，或者第一层422的材料也可以在层压结构的上

部区段1032和下部区段1030中延伸。因此，在一个实施例中，外侧层压结构686可包括顶部

覆盖层1010，顶部覆盖层直接且固定地附接到和/或直接抵靠在第一层422的层压上部部分

1140的远侧表面上。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层422的层压上部部分1140可以直接且固

定地附接到和/或直接抵靠第二层424的第二部分1130的远侧表面。此外，在一个实施例中，

第二层424的第二部分1130可以直接附接到和/或直接抵靠底部覆盖层1110的远侧表面。在

不同的实施方案中，在层压结构中包含各种层可以通过重复使用具有拉伸元件的层压结构

来增强系带区域并改善耐久性和弹性。此外，包括第一层422和第二层424可以改善张紧系

统为鞋类制品提供支撑和稳定性的能力。

[0088] 在图12和13中，提供了制品100的两个横截面图。图12示出了制品100的松弛构造

的实施例，其中脚1200设置在内部腔体202内，图13示出了制品100的张紧构造的实施例，其

中脚1200设置在内部腔体202内。在一些实施例中，包括鞋面102的各个层可以延伸到脚的

下侧1210，使得当脚1200设置在内部腔体202内时，一个或多个层或部件的一部分位于穿着

者的脚下面或在其下面延伸。在一些实施例中，部分地由于通过制品100的某些区域的基部

部件120的基本上窄的宽度，内部部件410可以沿着脚1200的内侧部165、外侧部185和下侧

1210延伸。

[0089] 在一些实施例中，张紧系统150可以构造成为穿着者的脚的不同区域提供支撑。在

一些实施例中，张紧系统150可以布置成基本上支撑穿着者的脚。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

第二层424可以卷绕脚1200，沿着内侧部165和外侧部185以及下侧1210延伸，有助于支撑穿

着者的脚的通常对应于中足区域的区域。

[0090] 在一些实施例中，中足区域可以与足弓相关联。在图5中，注意到第二层424可以设

置成主要或仅通过中足区域125延伸。具体地，第二层424的自由部分(即，图6中描述的内侧

自由部分676和外侧自由部分678)可以延伸穿过中足区域125。因此，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

层424可以被构造为足弓构件，以向穿着者的脚的中足区域125提供支撑。随着制品被张紧

并从图12的松弛构造过渡到图13的张紧结构，可以看出，内部部件410和/或第二层424可以

被构造为足弓构件，以向穿着者的脚的中足区域提供支撑。在一些实施例中，足弓构件可以

在穿着者的脚下方延伸，以支撑脚的足弓。在一些其它实施例中，第二层424的部分可以被

构造为足跟构件，以向穿着者的脚的足跟区域提供支撑。换句话说，当制品100张紧时，与第

二层424的自由部分相关联的松弛部分被拉动并拉紧，第二层的自由部分附接到包括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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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系带区域的层压结构。类似地，因为第二层424基本上围绕内部部件410的中足区域并

且直接邻近内部部件410的中足区域设置，所以与围绕脚1200的靴结构相关联的松弛也被

拉紧。第二层424和内部部件410一起可围绕和/或包住脚1200，并为脚的部分提供稳定性和

支撑。通过使用这种类型的张紧系统，可以在制品100中舒适地支撑和固定不同的脚部形状

和体积。在一些实施例中，制品100可以为使用者提供一种适应性张紧，其“拥抱”或包围个

人的脚的独特形状的部分。

[0091] 尽管已经描述了各种实施例，但是该描述是示例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并且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在实施例的范围内可能存在更多的实施例和实现方

式。尽管在附图中示出了许多可能的特征组合并且在该详细描述中进行了讨论，但是所公

开的特征的许多其它组合是可能的。除非特别限制，否则任何实施例的任何特征可以与任

何其它实施例中的任何其它特征或元件组合使用或替代它们。因此，应该理解，本公开中示

出和/或讨论的任何特征可以以任何合适的组合一起实现。因此，除了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

同物之外，实施例不受限制。而且，可以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进行各种修改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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