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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Ｉｎｆｏｏｔ®足部三维扫描仪测试了中国南北方共 ６７３ 名正常体重儿童的脚型数据，并对其脚型特

征部位参数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南北方正常体重儿童脚型生长发育规律及差异，为儿童鞋楦设计提供数据支

撑及参考。 研究结果表明：（１）相同年龄下，正常体重南北方儿童脚型存在显著差异；（２）随年龄增长，正常体

重北方儿童与南方儿童脚型在宽度向、围度向以及高度向的差异逐渐增大；（３）南北方儿童脚长、基本宽度与

身高、体重、ＢＭＩ 均呈现正向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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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足部是支撑人体日常活动的基础，一双合适的鞋

能有效提高足部舒适度，同时保护足部的正常发育，
避免足部损伤。 穿鞋不当，会导致足部疼痛，影响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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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正常发育［１］，甚至造成足部结构性疾病和皮肤病

变［２－３］。 鞋类的合脚性主要依靠鞋楦的设计，楦型与

脚型的匹配度越高，鞋类的合脚性也会随之增高。
儿童青少年受生长发育的影响，脚型变化较大，

除种族差异外，生活环境、地域、穿鞋习惯以及 ＢＭＩ 等
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脚型［４－５］。 目前已

有文献对各国儿童、成年人脚型进行了对比研究，提
出不同生活地区及人种的脚型结构存在差异，例如

Ｉｓａｂｅｌ［６］等测量了 ３～ １０ 岁巴西与德国儿童的脚型结

构，发现德国儿童前脚及后脚宽度与巴西儿童存在差

异，但都具有相似的纵弓；Ｋｏｕｃｈｉ［７］ 等发现蒙古人与

高加索和澳大利亚人相比前脚更宽，同时东亚人与东

南亚和非洲人相比脚长更短。 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各
地区地形、气候、饮食文化等各有不同，丘理［８］对中国

大陆不同地区的人进行了脚型测量发现，华东及西南

地区成人的脚型较肥，西北地区成人的脚型偏瘦。 但

上述文献均未排除 ＢＭＩ 对脚型的影响。 研究表明与

正常体重人群相比，肥胖人群的脚更长、更宽、足弓更

低、脚背更高［９］，此外，还有研究指出肥胖儿童与正常

儿童的脚型遵循不同的生长模式［１０］。 因此，在排除

ＢＭＩ 的影响下，不同地区儿童脚型是否仍然存在差

异，目前还不得而知。
陈丽芳［１１］对我国各地区 ７ ～ １１ 岁儿童体型及身

体素质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儿童体型各指标均呈

现一定的区域性特征，在身高、体重方面大致为从西

南到东北地区逐渐增强。 为探究地域差异对我国南

北方儿童脚型特征的影响，同时排除 ＢＭＩ 的影响因

素，本研究对 ７～１１ 岁中国南北方正常体重儿童三维

脚型数据进行测试收集，旨在探究随年龄增长，南北

方正常体重儿童脚型成长发育规律和差异以及环境

对儿童脚型发育的影响，为不同地区儿童鞋设计提供

数据支持及参考，对于提高童鞋设计的合脚性及舒适

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试验方法

１．１．１　 试验对象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５ 年在广东省广州市某小学测试了

１０５ 名 ７ ～ １１ 岁儿童的脚型数据，根据中国儿童 ＢＭＩ
分类标准［１２］严格筛选出正常体重儿童，并且排除存

在足部疾病、行走障碍的儿童数据，最终得到 ８８ 个有

效样本。 同年，于山东省烟台市某小学测得 ５８５ 名年

龄与之相匹配的正常体重儿童脚型数据作为对比样

本。 其中受试者信息如表 １ 所示，本试验完全遵循

《赫尔辛基宣言》，所有受试儿童均自愿参与试验，并
由监护人签署试验知情协议。

表 １　 受试儿童的基本信息表

总人数 ７ 岁 ８ 岁 ９ 岁 １０ 岁 １１ 岁

广东 ／ 人数（ｎ） ８８ １３ １８ １７ ２４ １６

山东 ／ 人数（ｎ） ５８５ ４０ １５２ １８０ １２５ ８８

１．１．２　 试验仪器

本试验中采用的仪器为 Ｉｎｆｏｏｔ®足部三维扫描仪

（日本，Ｉ－Ｗａｒｅ Ｌａｂ，ＩＦＵ－Ｓ－０１，见图 １）。 脚部尺寸测

量采用英国 Ｄｅｌｃａｍ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ＡＰＥ ２０１１ Ｒ１ 软件。

图 １　 Ｉｎｆｏｏｔ®足部三维扫描仪

１．１．３　 试验过程

在测试开始前，对足部三维扫描仪进行标定，同
时校正扫描仪中各摄像头方向。 测试时，受试者裸足

处于站立姿态，一脚置于仪器内，另一脚置于踏板上，
身体正直，平视前方，将身体质量平均分布在双足上，
保证扫描期间两脚齐平，静止不动。

１．２　 数据处理

将 Ｉｎｆｏｏｔ 采集到的三维足型数据导入 Ｄｅｌｃａｍ
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ｐｅ 三维设计系统，选取各受试者的右脚进行

尺寸测量［１３］。
选取 １０ 个足部特征部位参数（见表 ２）进行对比

研究。 同时为排除脚长对各足部特征部位尺寸的影响，
增加了经标准化处理后的脚型数据，处理公式如下：

标准尺寸 ＝ 各特征部位尺寸
脚长

× 受试者平均脚长 （２１０ ｍ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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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分析软件对儿童脚型数据进

行分析。 对所有数据进行正态分布 （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
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和方差齐性（Ｌｅｖｅｎｅ）检验，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比较正态分布数据，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比较非参数变量。

　 　 表 ２　 足部测量数据定义

名称 定义

脚长 脚趾端点沿轴线方向到后跟突点的垂直距离∗

第 １ 跖趾外突点长 第 １ 跖趾关节部位点沿轴线方向到后跟突点的垂直距离

第 ５ 跖趾外突点长 第 ５ 跖趾关节部位点沿轴线方向到后跟突点的垂直距离

前跗骨突点长 前跗骨突点沿轴线方向到后跟突点的垂直距离

基本宽度 第 １ 跖趾关节与第 ５ 跖趾关节到轴线垂直距离的和

舟上弯点高度 舟上弯点到足底平面的垂直距离

前跗骨突点高度 前跗骨突点到足底平面的垂直距离

跖趾围长 过第 １ 跖趾突点和第五跖趾突点的围度

前跗骨围长 过第 ５ 跖骨粗隆点末端和前跗骨突点的围度

兜跟围长 过后跟突点和舟上弯点的围度

　 　 注：∗轴线指过后跟突点及第 ２ 趾骨中点的直线。

表 ３　 受试儿童身体情况信息表

年龄 ／ 岁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广东 山东 广东 山东 广东 山东

７ １２１．２±６．５ １２７．０±５．０∗∗ ２２．５±４．６ ２４．７±２．７ 　 １５．２±２．０ １５．３±１．１

８ １２７．４±５．２ １３０．１±５．１∗∗ ２７．８±７．８ ２６．３±３．５ 　 １６．９±３．７ １５．５±１．３

９ １３２．３±７．０ １３５．２±５．３∗∗ ２９．９±８．３ ２９．５±４．９ 　 １６．８±３．１ １６．０±１．４

１０ １３７．０±６．１ １４１．４±６．０∗∗ ３０．３±６．０ ３３．５±５．３∗∗ １６．１±２．７ １６．７±１．８

１１ １４１．９±７．１ １４８．６±７．０∗∗ ３３．５±９．１ ３９．３±６．２∗∗ １６．５±３．２ １７．７±１．８∗∗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南北方正常体重儿童人体测量学参数对比

表 ３ 为南北方正常体重儿童的身体情况基本信

息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在 ７～ １１ 岁各年龄段中，北方

儿童身高均显著高于南方儿童，从 １０ 岁开始，北方儿

童体重显著高于南方儿童，从 １１ 岁开始，北方儿童

ＢＭＩ 值 较 南 方 儿 童 显 著 增 大。 由 贝 格 曼 规 律

（Ｂｅｒｇｍａｎｓ ｒｕｌｅ） ［１４］ 可知，动物在低温环境下身体会

发育得更大，这可能是南北方儿童身高、体重、ＢＭＩ 出
现差异的原因之一。

２．２　 南北方正常体重儿童脚型发育规律

图 ２ 为 ７～１１ 岁南北方儿童脚型特征部位点的变

化曲线，从图中可知，南北方儿童脚长、前跗骨突点部

位长及前跗骨围长在 ７ ～ １１ 岁的生长发育中均没有

出现显著性差异。 ７ 岁时，北方儿童第 ５ 跖趾外突点

长、兜跟围长、舟上弯点高度均显著大于南方儿童；８
岁时，北方儿童舟上弯点高度显著大于南方儿童；９
岁时，北方儿童舟上弯点高度、前跗骨突点高度、基本

宽度显著大于南方儿童；１０ 岁时，北方儿童第 ５ 跖趾

外突点长、跖趾围长、兜跟围长、前跗骨突点高度、基
本宽度显著大于南方儿童；１１ 岁时，北方儿童第 １ 跖

趾外突点长、跖趾围长、兜跟围长、前跗骨突点高度、
基本宽度显著大于南方儿童。

不同地区的人口有各不相同的生活习性、饮食特

点以及居住地形，因此地域差异的意义更加复杂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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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南北方儿童脚型发育对比（∗ｐ＜０．０５）

样。 由上述结果可知，控制了 ＢＭＩ 这一变量后，南北

方儿童脚型仍然存在差异，这表明地域差异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同一人种的脚型发育差异，并且随年龄的

增长，脚型差异逐渐增大，其中北方儿童在围度向、高
度向及宽度向等脚型特征部位点数值要大于南方儿童。
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南方儿童在 ７～８ 岁时，足部增长

较快，而北方儿童则是在 ９～１０岁时增长较大。

２．３　 儿童脚型标准化数据对比

目前已有文献表明身高与脚长具有显著相

关［１５］，南北方儿童身高差异较大，为提高研究结果准

确性，排除脚长对足部各特征部位点的影响，对儿童

脚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图 ３ 为对脚长标准化

处理之后不同年龄段南北方儿童各脚型特征部位点

的变化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标准化后南北方儿童

脚型出现差异的特征部位点减少。 ７ 岁时，南北方儿

童各脚型特征部位均无显著差异；８ 岁时，北方儿童

前跗骨围长、舟上弯点高度显著大于南方儿童；９ 岁

时，各脚型特征部位点无显著差异；１０ 岁时，北方儿

童前跗骨围长、前跗骨高度、基本宽度显著大于南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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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儿童脚型数据对比（∗ｐ＜０．０５）

儿童；１１ 岁时，北方儿童第 １ 跖趾外突点长、跖趾围

长、兜跟围长、前跗骨突点高度、基本宽度均显著大于

南方儿童。
由此可见，虽标准化后南北方儿童脚型差异变

小，但差异随年龄增长依旧呈增大趋势。 与未经标准

化处理的数据相似，南北方儿童在围度向、宽度向以

及高度向的差异较大，而围度向、宽度向以及高度向

均为鞋楦制作过程中的重要参数。 目前国内童鞋制

鞋采用的同一标准，并未根据各地区儿童脚型做出调

整，成鞋符合儿童脚长，但不符合其他围度向数据则

会挤压儿童足部造成足部发育不良，或者过于宽松增

加行走危险性。 中国地域辽阔，各城市之间经纬度跨

度大，地形、气候、风俗、饮食多样化等这些原因使得

同一种族人群在脚型发育上出现差异化。 差异随社

会发展以及个体年龄逐渐增大，可能会导致目前已有

的制鞋标准与各地区人群脚型特征出现不符之处。
相较成人，７～１１ 岁属于儿童脚型发育的关键期，不合

脚的鞋子会对儿童脚型造成较大危害，因此对于儿童

鞋类的设计需要格外关注以及适时的调整，以追求更

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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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相关性分析

表 ４　 儿童脚型发育的相关性分析

身高 体重 ＢＭＩ

脚长 ０．８１９∗∗ ０．７４３∗∗ ０．４３３∗∗

基本宽度 ０．６８８∗∗ ０．７１０∗∗ ０．５１５∗∗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 ４ 为儿童脚长、基本宽度与身高、体重、ＢＭＩ 的
相关性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儿童脚长及基本宽

度与身高、体重以及 ＢＭＩ 均显著相关，其中脚长与身

高的相关性最高，基本宽度与体重的相关性最高。 身

高与脚长呈线性正相关这一结果与 Ｘｕ Ｍｉａｏｍｉａｏ 等

人［１６］的研究一致。 相较于脚长，基本宽度受体重的

影响较大，因为体重的增加会加厚皮下脂肪层，因此

尽管骨骼结构没有出现改变，增加体重也会使足部基

本宽度增加，这与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等人［１７］ 提出在同等脚长

下，肥胖儿童脚型更宽、更胖的结论具有相似性。

３　 结 论

通过 ７～ １１ 岁南北方正常体重儿童脚型测量数

据可以得出，在控制儿童 ＢＭＩ 正常的前提下，南北方

儿童脚型仍然出现了显著差异，北方儿童脚型在宽度

向、高度向以及围度向较南方儿童更大，同时随年龄

增加，南北方正常体重儿童脚型差异逐渐增大，差异

主要体现在宽度向、高度向以及围度向参数。 这表明

地域差异对同一人种的脚型发育造成了影响，因此为

保护儿童足部发育，可适当对南北方儿童鞋楦进行调

整，以更好地贴合儿童脚型。
本研究为探究南北方正常体重儿童脚型发育规

律以及差异提供了理论及数据支持，后续研究可增大

儿童脚型样本数，加入肥胖儿童数据，同时扩大受试

者年龄段，以便对南北方儿童的脚型成长特征有更加

清晰、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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