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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Fabric Used in the Shoe-Pads Comfortableness to Assess
邱繼弘, 邢文灝
C. H. Chiu, W. H. Hsing
中國文化大學紡織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Textile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W. H. Hsing : hsing@staff.pccu.edu.tw

摘要
鞋墊大多為織物貼合 EVA 發泡材的形式所組成，本實驗主要是用三層網布(HR278TN、
HR430、HR249、HR023、HR029)來貼合 EVA 發泡材與目前市面上常見的針織布貼合 EVA 發
泡材來分析與比較，並以止滑、吸震、壓縮來評估何者舒適性較佳。由實驗結果得 HR430 貼
合 4mmEVA 發泡材為較適合製成鞋墊，其中摩擦係數 0.5，知為三層網布中最高 0、形變率 61%
為在三層網布貼合 4mmEVA 發泡材中第二、吸震測試中的 G 值達到最低的 8.7 相對於針織布
貼合 EVA 發泡材的摩擦係數 0.63、形變率 84%、G 值 14.3 來說，儘管在止滑性方面三層網布
貼合 EVA 發泡材較差但在其它方面的性能卻是遠遠優於於針織布貼合 EVA 發泡材。
關鍵詞：鞋墊、三層網布、3D 織物

ABSTRACT
Most of shoe-pads combine fabric with. In this experiment, we use the shoe-pads which combines 3D
Fabric with EVA foaming material compare with the shoe-pads which combines knitted fabric with
EVA foaming material that we have seen usually, and estimated which is more comfortable by theirs
functions of shock-absorbing, preventing slide and compression. According the experiment, the
shoe-pads combine HR430 with 4mm EVA foaming material is better than others, its attrition
modulus(0.5) is the highest of 3D fabrics, its change rate is the second low(61%), its value of G in the
shock-absorbing test is the lowest(8.7)(Low is better). Comparing with the shoe-pads which
combines knitted fabric with EVA foaming material that we have seen usually--- attrition
modulus(0.63), change rate(84%), value of G(14.3). Though the preventing slide of the shoe-pads
which combines 3D Fabric with EVA foaming material is worse, but others functions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 shoe-pads which combines knitted fabric with EVA foaming material.
Keywords: 3D fabric, I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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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2-1 摩擦力理論
摩擦力是一種它發生於兩物體接觸表面的力，

近年來國人逐漸重視自己的健康狀況，運動無

總共有三種摩擦力：

疑是一項維持良好建康狀況的方法，因此，近年來
有關於運動方面的器材或配件非常的受歡迎，在眾

(1) 靜摩擦力，此力存在於兩個不移動的固體表

多的運動中無論是籃球、羽球、棒球、網球、慢跑

面接觸，對抗物體移動的阻力（圖 1）。

都離不開鞋子，而一雙鞋子的舒適度除了穿著在腳

(2) 滑動摩擦力，此力存在於兩物體表面接觸產
生的滑動或摩擦（圖 2）。

上時是否有局部異常疼痛感外，在運動過程鞋子內

(3) 滾動摩擦力，例如球和輪胎的滾動整個接觸

部的溫度、濕度、透氣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地面上並且支撐力。

一雙鞋子可以分很多部位:鞋頭、鞋身、鞋眼、
後套、鞋帶、內裡、鞋殿、大底等部位；人們在買

假設一物體靜置在地面上不移動，產生的摩擦

鞋子時通常都只看鞋頭、鞋身這些表面的部分常常

力便是靜摩擦力。當外力推動物體時，此物體摩擦

忽略了內裡、鞋墊這兩部份，但這兩個部份卻十分

力對抗人體所達到的臨界值稱為最大靜摩擦力。如

的重要，鞋墊在鞋子裡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果增加推力將可超越物體的最大靜摩擦力而造成物

在鞋子眾多部位中以鞋墊以及內裡跟我們的腳

體開始移動，此時的摩擦力便是動摩擦力。動摩擦

有著最直接的接觸，其中又以鞋墊最為重要，我們

力小於最大靜摩擦力，因此作用力於保持物體移動

在行走的時候的感覺與鞋墊有著直接的關係，因此

比開始移動物體來得容易[2]。

一個鞋墊若能夠讓我們在行走時有著良好的觸感並

在走路的時候鞋子內部的襪子與鞋墊會產生摩

且能夠降低鞋子內部的溫濕度那麼可以預見的是這

擦，當摩擦力突破最大靜摩擦力時會產生劇烈的摩

雙鞋子的舒適度也會因此而提升。

擦，進而使足部受到傷害，而本實驗的目的在於測
量材料的最大靜摩擦力，進而得知材料的止滑效果。

運動醫學上，鞋墊也是一種用來治療或矯正一
些足部傷害的工具，如:平底足、足底筋膜炎、腳後
跟疼痛綜合症狀、阿基里斯肌腱炎、後脛骨肌腱炎、
內側脛骨肌腱炎、中足疲勞、扭傷腳踝、疲勞骨折、
種子骨疼痛等，都可以藉由利用鞋墊來加以改善。
目前的鞋墊大多都是發泡材與布進行貼合，但
穿久以後隨著腳底與鞋墊的摩擦，表面布與發泡材
會被摩擦消耗產生破洞進而整個鞋墊毀損，本實驗

圖 1 物體移動與外力的受力示意圖[2]

目的在於使用不一樣的材料來製作鞋墊比較是否擁
有更好的功能性以增進其附加價值。
目前所測試的項目分別有吸震測試、抗菌測
試、止滑測試、壓縮測試以及透氣性測試，而鞋墊
是否舒適也不外乎這幾個因素；鞋墊若是能夠使這
些因素都控制在良好的範圍內的話，相信穿起這樣
的鞋子，會大大的提升舒適性。
三層網布特性是透氣佳、耐磨擦且優良彈性恢

圖 2 摩擦力與外力關係圖[2]

復率，常見於鞋面用布、椅墊、背包後墊等，與鞋
墊所要的需求非常相近，本實驗將三層網布製成鞋

2-2 足底壓力理論

墊與一般市面常見之鞋墊進行物性比較。
正常足底壓力主要發生在步態週期中足部的某

2.理 論

些區域（圖 3）：
(1) 後跟著地期：足跟是步態週期中最先著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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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 驗

地方，足底重心會由後跟內側由外往前轉
移，此時足跟內側壓力最大。

3-1 實驗材料

(2) 全足著地期：整個足底會與地面接觸，為了
減低體重所帶來的壓力，足弓會微微下降，

(1) 針織PK布(幅寬58英吋,碼重240公克,楚益實

產生吸震作用，足底重心會在中足外側部份

業股份有限公司)

慢慢向內向前轉移。

(2) 三層網布 HR029(表布:T150/36,16%,夾

(3) 後跟離地期：身體把重心向前推送，這時足

層:T150/1,68%,基布:T150/36,16%,楚益實業

部關節會鎖緊，使足部變得堅固來輔助推

股份有限公司)

送，足底壓力會由後轉移到前足內側位置[2]。

(3) 三層網布HR430 (表布T150/48,42%,夾層

據研究指出 人在走路的時候腳所受到的壓力

T50/1,38%,基布T75/36,20%,楚益實業股份有

為人體體重的 2~3 倍，若足底壓力太大可能會引發

限公司)

足底筋模炎、腳後跟疼痛綜合症狀、阿基里斯肌腱

(4) 三層網布HR249 (表布:T150/48,35%,夾層

炎等症狀。

T30/1,30%,基布T75/36,35%,楚益實業股份有
信公司)
(5) 三層網布HR023 (表布T75/3611%,夾層
T30/1,26%,基布T150/48,63%,楚益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6) 三層網布HR278TN(表布T75/36,38%,夾層
T30/1,10%,基布N200/24,52%,楚益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7) EVA發泡材(楚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圖 3 靜止站立時足底壓力圖(Mpa)[3]

3-2 實驗設備

2-1 三層網布示意圖

(1) 永久變形壓縮測試器
(2) 止滑測試機

三層網布是由是表布、中間夾層以及基布三個

(3) 能量吸收試驗機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

部份所組成，其中以表布控制網眼大小，中間夾層

科技研發中心)

影響布的厚度，而基布作為基材通常是最為固定沒

(4) 烘箱

有變化的基本布款。表布通常以網眼大小來使得三

(5) 三層網布經編機(楚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層網布上有著不同變化以及花樣，表布可以說是三

(6) 反應熱熔膠復合機(YW120803-RHM，曜宇機

層網布的門面。中間夾層通常是豎起來的纖維，用

械股份有限公司)

來連結表不以及基布形成三層網布的結構，這個地
方通常是以單股紗作為材料，也控制著三層網布的
厚度。基布為三層網布的底層，通常是以最為密的
也是最基本的經編布所形成，猶如房子的地基一般
（圖 4）。
表布

中間
夾層
基布
圖 4 三層網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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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材質的形變率，形變率越小，表示該材質的耐壓
3-3 實驗流程

縮 能 力 越 好 。 取 直 徑 為 29±0.5mm 厚 度 為
12.7±0.5mm(可以疊加但不能以膠水黏貼)的試片，壓
縮至間隔板與上下壓縮板完全密合，將此裝置放入
恆溫箱做熱處理，本實驗採 50℃歷時 6 小時，以其
最接近真實狀態。待處理完畢後，迅速將該試片從
壓縮裝置中取出，並置於室溫中冷卻 30 分鐘，並測
量其壓縮後的厚度，依公式 CS＝(t0－t1/t0－t2) × 100
％計算變形率（CS 為壓縮形變率，t0 為試片原厚
度，t1 為試片從壓縮裝置取出後的厚度，t2 為間隔
版厚度）。

(1) 三層網布:選擇不同網孔大小以及厚度的布

圖 6 壓縮測試器

樣。
3-4-2 止滑性測試

(2) 熱壓貼合:將 EVA 發泡材以及布樣介由高溫
壓著進行貼合。

本實驗根據標準測試 ASTM - D1894 的施測方

(3) 剪裁式樣:依據測試標準進行試樣剪裁。

式，試片大小 15×30cm2，運用夾片固定試片於平台

(4) 測量厚度:使用厚度計測量厚度（圖 5）
。

上，將包覆純綿綿襪或尼龍襪的三公斤測試塊置於
其 上 ， 並 用 細 鋼 線 圍 繞 測 試 塊 ， 儀 器 採 150±10
mm/min 固定速度拉動鋼線約 100mm，記錄最大動摩
擦力（圖 7）。

圖 5 厚度計
3-4 實驗步驟
3-4-1 壓縮測試
圖 7 止滑測試機
本實驗以 CNS3560 的測試標準（圖 6），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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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吸震測試

表2 鞋墊總厚度
黑網1

0.3mm

綠1

0.25mm

來測量鞋墊材質的反彈與吸震性質，目的在於得知

黑網2

0.4mm

綠2

0.35mm

該材質能量釋放與吸收的能力。同一素材取三片邊

黑網3

0.6mm

綠3

0.55mm

灰1

0.42mm

黃1

0.25mm

灰3

0.52mm

黃2

0.35mm

採自由落體落下，操作軟體之慢動作功能拍攝鋼球

灰3

0.72mm

黃3

0.55mm

反彈過程，並擷取其反彈的高度百分比，並依公式

黑1

0.6mm

黑2

0.7mm

本研究根據 ASTM-D3754 的測試標準（圖 8），

長為 29±0.5mm、22 厚度為 12.7±0.5mm（可以疊加
但不能以膠水黏貼）的方形試片，將試片放置在
600mm 高度的圓柱下，把鋼球置於圓管高度(500mm)

計算 G 值。

4.結 果 與 討 論

G

4-1 壓縮測試結果

圖 9 不同三層網布與 EVA 發泡材之形變率比較

圖 8 能量吸收試驗機

由圖 9 可以清楚得知傳統的形變率遠遠高於三

3-5 實驗代號說明

層網布，比起三層網布中最高的 73%(黑 1、黑網 2)
以下是本文實驗代號的說明，傳統代表針織 PK

有著 11%的差距，而比起三層網布中最低的 31%(黃

布貼合 EVA 發泡材下表則是三層網布的代號表示方

1)則相差到 53%，由此可知三層網布相比傳統而言，

法。

形變率較佳。
布的厚度:黑>灰>黑網>黃=綠

然而，就以三層網布而言 EVA 的厚度則是影

網眼大小:黑網>綠>黃>灰>黑

響到其壓縮性質非常重要的關鍵，就以黃色來說其
EVA 發泡材的厚度是以黃 1<黃 2<黃 3，而從圖 4 可

表1 三層網布實驗代號對照表

以 得 到 它 的 壓 縮 率 是 黃 1(31%)< 黃 2(47%)< 黃

EVA發泡材

1mm

2mm

4mm

HR278TN(黑網)

黑網1

黑網2

黑網3

HR430(灰)

灰1

灰2

灰3

HR249(綠)

綠1

綠2

綠3

HR023(黃)

黃1

黃2

黃3

HR029(黑)

黑1

黑2

3(62%)，而綠色以及灰色也是如此，從而可以得知

三層網布

EVA 發泡材越厚則其材料也相對的形變率越大壓縮
性質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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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止滑測試結果

4-3 吸震測試結果

圖10 不同三層網布與EVA發泡材之摩擦係數比較

圖 12 不同三層網布與 EVA 發泡材之 G 值比較

圖11 摩擦係數(三層網布依照網眼大小排列)

圖 13 不同三層網布與 EVA 發泡材之反彈高度比較

由圖 10 可得知相對於傳統的摩擦係數 0.63，三

吸震測試的數據有兩種，一種為反彈，另一種

層網布最好的灰色 0.5，其止滑性傳統比起三層網布

是為 G 值，其值越低代表該材料的吸震效果越好。

而言是改善不少，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則是因為

由圖 12 可以明顯的得到相對於傳統的 G 值

三層網布的構造所造成的，因為三層網布的夾層是

14.3 而言，比起三層網布最高的 12.8(綠 1)以及最低

由纖維豎立起來，進而支撐住表布與基布所形成的

的 8.2(黑 1)來說三層網布的吸震效果無疑是較佳

立體構造，因也如此，若有一力施予表布則可能帶

的，而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三層網布的結構，使得

動中間夾層的滑動進而使得其摩擦係數偏低。

相對於傳統所貼合的針織 PK 布而言可以有更多的

由於摩擦是發生在表面上的力，因此三層網布

緩衝空間，進而促使其吸震效果較佳。

表布的網孔大小就有可能影響到其摩擦係數，因此

而從三層網布來說，相同的三層網不會因為貼

將其依照三層網布的網眼大小來排列（圖 11），發

合不同 EVA 發泡材的厚度而有不同的吸震效果，以

現其網孔越大則摩擦係數越低，而網孔越小則摩擦

灰色來說其 EVA 發泡材的厚度是:灰 1(1mm)<灰

係數越高。

2(2mm)<灰 3(4mm)，而其 G 值則是:灰 1(11.7)>灰

儘管灰色系列的網孔相對於黑色系列來說較小

2(10.2)>灰 3(8.7)，而其他系列如:黃色、綠色也是如

但摩擦係數是:灰色>黑色推測可能是三層網布的厚

此，因此可以推斷出其 EVA 越厚則 G 值越小吸震效

度突破某個厚度以上，會降低其摩擦係數。

果越佳。
由圖 13 可以看出，儘管在 G 值的時候三層網
布的吸震效果較佳，但是在反彈高度的部分而言比
起傳統的 36mm 三層網布最低也有 48mm(黑網 2)，
若只分析這部分的數據來說卻是傳統的吸震優於三
層網布，然而從 G 值的部分卻是三層網布的吸震效
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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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果是因為三層網布的結構是由基布、

布中灰3(HR430貼合4mmEVA)為本實驗中的

夾層、表層所組成的立體結構，使得布有著更良好

最佳者，因為他的摩擦係數為三層網布中最

的吸震效果，但也因此形成了一種類似於彈簧的構

高0.5，吸震測試中G值也是最低的8.7，而反

造使得反彈高度較高。

彈高度則是僅次於黑網2的48mm的50mm，形
變率則是在貼合4mmEVA中的三層網布中僅

5.結 論

次於綠3的59%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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