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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婴幼儿及儿童是自我保护能力偏差，且表达能力不足的一个群体，同时童鞋是伴随着儿童成长必不

可少的日用品之一，若消费者不进行科学的选购，将会对儿童的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因此童鞋各方面的品

质直接影响着儿童的生理甚至心理健康。 本文阐述了对婴幼儿及儿童鞋的舒适性、安全性、设计与需求 ３ 个

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从童鞋的选材到标准的普及，描述了在不同的年龄段童鞋设计应注意的事项，并且给广大

消费者提供了如何能够购买到放心、适合产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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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婴幼儿及儿童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处于高速

发展期，由于各个方面的发育还不完善，我们更加应

该重视针对婴幼儿及儿童鞋类的需求，与相关安全指

标的结合。 近年来，童鞋市场一直是中国鞋类行业中

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之一，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生活

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鞋类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特别是作为育儿主力 ８０ 后、９０ 后消费者，他们

不只注重童鞋的使用质量，同时也更加注重其科学

性、美观性。
但是目前国内的婴幼儿及儿童鞋还有很多不足，

国内童鞋存在抄袭、模仿、成人化、甚至有仅注重外

观，却忽视国家安全指标的现象，因此对于童鞋的功

能性研究也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对婴幼儿及儿童群体

的特性研究，总结了影响产品的 ３ 方面因素：舒适性、
安全性、设计与需求。

１　 婴幼儿鞋及儿童鞋的舒适性

由于儿童的脚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不像成人的

脚已经发育成熟。 因此童鞋对材料的软硬度有着特

殊的要求，特别是童鞋鞋底材料要软硬适度。 如果童

鞋鞋底材料太软，制作的鞋起不到固定脚型的作用，
脚在鞋中得不到支撑，会使脚左右摇摆，容易引起踝

关节及韧带损伤，影响脚型发育，养成不良的走路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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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而鞋底材料太硬，不仅会使脚趾受到压迫，严重

的还会造成脚部畸形，同时过硬的鞋底材料还不利于

增强儿童足弓的弹力，容易引起扁平足［１］。

１．１　 用途较广的鞋类材料

目前童鞋鞋底材料大致有 ４ 大类，首先是 ＥＶＡ
材料，这种材料多用于跑步鞋或休闲鞋，它的优点是

轻便、弹性好、柔韧度好，缺点是耐磨性能普遍偏差；
其次是橡胶鞋底，这种材料多用于儿童皮鞋及儿童皮

凉鞋上，它具有耐磨性好，硬度适中，收缩稳定的优

点，缺点是质量偏重，成本相对高，还有一类是 ＴＰＲ
材料，具有高弹性、成本较低、强度高的优点，但接触

机油类溶剂会打滑，且劣质的材料耐磨性较差；最后

是 ＰＵ 材料，它具有优异的耐磨性和反复曲挠性能，
穿着舒适轻便，缺点是易变黄，不耐水耐油，透气性

差。 帮面材料通常为 ３ 大类， 首先天然皮革类产品，
这种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材料，它透气、柔软、耐折、经
久耐用，一直以来受人们所爱，常用的有牛革、羊革、
猪革、鹿革等，但成本普遍较高，且特殊皮革类不易打

理。 第 ２ 类是合成革类，通常也会细分为人造革、ＰＵ
革等，由于其表面附有合成材料的涂层，因此它们与

轻度的酸碱溶液接触，不会轻易被腐蚀且防蛀性、防
水性好，打理相对简单，表面光滑且色泽鲜艳，但其

底基被表面图层封闭，所以透气性能差，且不耐磨、
不耐低温。 第 ３ 类就是织物类，这类材料透气性非

常好，穿着舒适且较为轻便，缺点是不易打理，容
易脏。

１．２　 材料选择结论

童鞋尤其是婴幼儿童鞋在选材上应该优先考虑

舒适性、透气性、轻便性等穿着因素，在夏天天气较为

炎热时应选择透气，有效保持温度和抗菌的相关帮面

材料进行组合加工。 对于寒冷的天气，应更加注重保

暖性，可以选择增加相应填充物来提高保暖性。 鞋底

材料应根据不同用途的鞋类选择软硬适中的底材进

行加工，保证儿童正常发育成长。

２　 婴幼儿及儿童鞋的安全性

根据婴幼儿及儿童的脚长来划分可分为：尺码为

不大于 １７０ ｍｍ 的定义为婴幼儿鞋，通常供 ３ 周岁及

３ 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穿用，尺码为 １７０ ～ ２５０ ｍｍ 的定

义为儿童鞋，通常供 ３ 周岁以上到 １４ 周岁以下的儿

童穿用。 ０～３ 岁是跨越新生儿、婴儿、婴幼儿阶段，期
间缺少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因此更要强调其安

全性［２］。

２．１　 婴幼儿时期

婴幼儿时期年龄阶段通常理解为 ０ ～ ３ 周岁，在
此阶段儿童发育较快，从长时间睡眠到逐渐能够双手

配合、从简单的双手抱起物件到灵活地完成一些精细

的动作，如穿脱简单的衣物、鞋子。 脚部也会逐渐掌

握走、跑、跳等一系列动作。
针对这一特点，婴幼儿童鞋的限制条件比较严

苛，这一阶段的宝宝灵活好动，喜欢一切事物，对于鞋

甚至对于鞋上附件充满好奇，喜欢用触觉和味觉感知

一切事物，通常用手甚至用牙齿去撕扯鞋或鞋上的附

件，如若鞋上的附件安装不牢固，儿童很容易吞咽脱

落的附件，所以 ＧＢ ３０５８５—２０１３ 标准中对儿童鞋规

定比较严格，标准中需要对婴幼儿鞋进行大量的化

学以及物理检测，化学检测包括六价铬、可分解有害

芳香胺染料、甲醛、重金属、富马酸二甲酯、亚硝基

胺、邻苯二甲酸酯等安全性能的项目，物理检测包括

可触及的锐利边缘和锐利尖端、断针、钢勾心（若需

要安装）、小附件抗拉强力、异味等安全性能的项

目，同时这些鞋类还应满足相对应产品标准的质量

要求。
尽管国家对婴幼儿类产品标准要求较高，但是家

长在购买婴幼儿童鞋时应尽量避免购买带有体积较

小的附件的童鞋，因为一旦这些童鞋上的小附件经过

力的撕扯后脱落，很容易被婴幼儿吞咽，同时在给儿

童穿着前应仔细检查鞋内是否存在异物、鞋表面及内

里是否有锐利边缘或尖端的物体存在，以免伤害到宝

宝身体，购买时还应注意童鞋的气味，家长在购买时

可以闻一下是否有讨厌的气味，一般有过于强烈的香

味的鞋子也尽量避免购买。

２．２　 儿童时期

３～１４ 周岁通常定义为儿童时期，这一阶段的儿

童多数进入幼儿园，身高与体重增长迅速，对于一些

运动的掌控力提高，且活动量显著增高。
这一阶段的儿童脚部容易受到伤害，如果出现损

伤或障碍，将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脚疾或脚部畸形，影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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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脚的支撑与平衡功能。 因此，儿童鞋标准根据不

同用途的鞋进行了归纳与分类，市场上常见童鞋与现

行的标准有 ＱＢ ／ Ｔ ４３３１—２０１２《儿童运动鞋》、ＱＢ ／ Ｔ
２８８０—２０１６《儿童皮鞋》、ＱＢ ／ Ｔ ４５４６—２０１３《儿童皮

凉鞋》等。 这些标准根据不同用途对检测项目以及指

标进行了分类，比如运动鞋中对非发泡材料硬度规定

为≥４０ 绍尔 Ａ、皮鞋中规定为 ４５～６４ 绍尔 Ａ 等，检测

项目也有所不同，比如皮鞋和皮凉鞋中设定了应安装

钢勾心的条件等。 同样儿童鞋也应满足 ＧＢ ３０５８５—
２０１３ 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这些标准检测项目以及标

准数值都是基于不同用途的使用情况和相关数据验

证汇总而得来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儿童在使用

过程中的安全。
在购买儿童鞋时，家长应参照上述购买婴幼儿鞋

的方法购买产品，在选购时应根据自家孩子的使用用

途购买不同类别的儿童鞋，同时有能力的家长对于同

一类型的童鞋可多购买 １ ～ ２ 双，因为儿童在脚型发

育阶段，应令其感触不同硬度适中的鞋类，保障足弓

正常发育，不建议长时间穿用同一双鞋，而且应关注

鞋的尺寸是否适合孩子，为儿童足骨骼的发育提供有

利条件。

３　 婴幼儿及儿童鞋的设计与需求

婴幼儿及儿童对鞋从感官认知到心理的认知有

一个过程，并且主观性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客观理性

占次要地位，同时现代童鞋消费观念体现出了有利于

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和讲究舒适与实用相结合的特质，
但目前国内的一些童鞋厂家在外观色彩等设计上还

是缺乏创新性，更有甚者在脚部健康设计上依然存在

隐患。

３．１　 婴幼儿鞋的结构设计和外观设计

婴幼儿阶段开始学习走路、学说话、活泼好动，但
对自身行为控制能力较差，因此在结构设计上应尽量

采用浅口式结构，童鞋前部空间设计应尽量宽大，不
宜采用缚带式结构，以防带子对孩子的脚部造成伤

害。 婴幼儿鞋的颜色不宜使用刺激性色彩去伤害视

觉神经，最好以浅淡色为主，不仅能避免染料对皮肤

的毒害，同时可以得到灿烂、洁净的色彩感觉。

３．２　 儿童鞋的结构设计与需求

这一阶段的儿童逐渐有了想象力和判断力，从调

皮好动到完全控制自己行为，从惟命是听到个性鲜明

性格的养成。 因此在童鞋结构的设计上，应在保障功

能安全和没有科学隐患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类型不同

阶段的鞋类进行个性化设计，但值得注意的是，儿童

皮鞋类或皮凉鞋类鞋跟不能过高，ＧＢ ３０５８５—２０１３
标准中规定所有童鞋有效跟高不能超过 ２５ ｍｍ，过高

的鞋跟会对儿童发育和使用安全造成影响。 同时设

计师应调研各个阶段的儿童心理需求和审美趋向，国
内童鞋市场目前没有自主创造代言品牌形象的意识，
卡通图案通常也是品牌间的相互抄袭，部分外观形象

相对较为粗糙，没有特点，童鞋产品的设计理念的缺

失，使得企业只能购买国外卡通形象版权，而且也没

有一个中国自主企业的领头羊，这也是儿童鞋在行业

内不能稳定发展的原因之一。

４　 结 语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家长们对儿童鞋产品

的需求与期望也在不断提升，现如今已经不能单单满

足于结实耐用，保暖御寒等基础性功能，更多的关注

了童鞋产品的美观性、品牌影响力、产品标注的功能

性等多方面的附属需求。 本文从童鞋的舒适性、安全

性、和设计等相关需求为出发点，分别对不同阶段的

童鞋进行了选材、标准要求以及儿童的特点等方面进

行了分析，其目的是希望国内的童鞋设计师根据本国

儿童特点以及需求，设计出既能符合标准要求，又能

兼顾儿童生理需要的多元化产品，打造出属于中国的

健康童鞋市场，另一方面是希望广大消费者不要盲目

购买童鞋，在了解了相关童鞋知识后，选择出安全、舒
适、合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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