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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RA技术文摘（STB）是一本有影响力的中文杂志，每年出版四次。它收录
了由SATRA专家撰写的与制鞋业相关的技术文章，以及与亚洲市场有关的新
闻报道。每期刊物都邮寄给亚洲九个国家的约600家SATRA会员公司。STB文
章也供会员在线阅读或者下载。对于希望向该地区潜在客户宣传其产品或服
务的企业，该杂志非常受欢迎。

SATRA Technical Brief (STB) is a well-established Chinese-language
magazine published four times each year. It features footwear industryrelated technical articles written by SATRA experts and news reports
relevant to the Asian market. Copies of each issue are mailed to around
600 SATRA member companies in nine Asian countries. STB is also
available to read online and articles can be downloaded by members. This
magazine is popular with organisations wishing to advertise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prospective customers in the region.

合脚度评估原则

童鞋合脚度的原则

内侧脚长

跟骨

距骨
骰骨

开发适合儿童双脚健康成长发育需求的童鞋相关原则的
研究。作者: MIke WIlSon

脚背围长

舟骨

跖骨

此外,还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合脚
度评估人员。合脚度评估包括受试
者评估,需要训练和大量的实践才
能在执行该工作时培养出敏感和一
致的感觉。详细的测试方案,如提
出了一种进行合脚度评估的结构化
系统性标准方法的SATRA TP4,有助
于取得富有意义、准确和可靠的结
果。

楔骨
童 鞋 必 须 具 有 良 好 的 合 脚 度 ,留
有足够的发育空间并可让脚正常活
动。由于形成早期脚部的软骨和发
育未全的脚踝很容易被轻微的压力
压缩并扭曲,且不会引起疼痛,因此
儿童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鞋子太紧。
许多成年人都有由于小时候穿着不
合脚的鞋子造成的脚部问题。
理想情况下,鞋楦应在生产前进行
评估,在这些鞋楦上制作的鞋需由
一系列的儿童试穿,以确保其与标
定尺码充分匹配。尽管仍有专业的
儿童用品零售商配备了训练有素的
试鞋师,但在许多情况下 ,父母自
主选择鞋子–无论是在店内还是网
上–是主要的购买方式。因此,尤
为重要的是鞋子要有正确一致的尺
码标志,以帮助顾客在销售点选择
较为合脚的鞋子。若能提供试穿板
以及关于如何选择和评估孩子所穿
鞋子是否适配的简单说明和指导,
一定会很有帮助。

子时定期更换鞋子。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合脚的
原则:
了解儿童脚部的生长发育
什么是“好”童鞋
理想的合脚度开发过程
合脚度评估的原则和适配程序
常见合脚度问题
风险评估

•
•
•
•
•
•

了解儿童脚部的生长发育
在合脚度方面,由于儿童的脚在不
断地变化,童鞋市场与成年男女鞋
类市场非常不同。我们发现,由于
一些童鞋是在用于成人系列的鞋楦
上生产的,仅仅是按比例缩小,因此
我们评估的一些适于年龄较大的儿
童的童鞋并不具备适合儿童双脚的
合脚度。当市场从成年人变成儿童

时,这种方式的按比例缩小不起作
用,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脚型。儿
童的脚更瘦,在他们更小的时候,双
脚的横截面也更圆。因此,儿童需
要专为其特有的脚型设计的鞋楦,
并且应更多地考虑脚部健康。

脚掌围长

婴儿的双脚并无发育完全的骨骼,
但有软骨的软骨架,由较厚的脂肪
垫和组织保护。随着钙的沉积,软
骨逐渐骨化,骨骼开始发育并脚关
节成形。直到成年早期,坚硬强壮
的骨骼才完全形成。

图2: 足部骨骼和足部测量点的示例

平足是正常现象。当然,会有真正
出现问题的特例,在这种情况下,应
咨询专业足病医生或儿科医生。

理想的合脚度开发过程
在开发全新的儿童鞋款时,应考虑
以下步骤:
定义预期市场的性别、年龄范围
和种族
• 确定该市场的脚部尺寸和形状
• 决定要使用的尺码系统和分级(
如英国、美国、欧洲或日本),选
择尽可能小的尺码分级增量
• 制作一个鞋楦模型的原型,并通
过最后的评估来检查它能否适应
目标市场
• 制作原型样品鞋并进行合脚度评
估(见以下)
• 如有必要,修改鞋楦或根据需要
调整鞋子设计和样式
• 如果需要,检查第二只改进样品
鞋的合脚度
• 将鞋楦模型分为子模型和全尺寸
范围的鞋楦,并对超大尺码进行
最后评估

•

在当今这个注重时尚的社会,经常
可以看到成人时尚被引入童鞋。虽
然保持时尚元素非常重要(以尽可
能地增加零售),但这不应以产品的
合脚度作为代价。在进行合脚性评
估时,必须考虑到鞋的长度、宽度、
深度、脚掌围长、后踵形状、后踵
和鞋内外腰高度以及绑带结构。
制造商或零售商的目的是确保其
鞋子在预期市场上具有良好的合脚
度,并且可能会提供一系列的适配
宽度来顺应双脚并不完全在这些公
司常规尺码范围内的儿童。此时,
父母应负责为特定的孩子选择合适
的鞋子,并在其双脚长到穿不下鞋

关于适配度,需要记住的关键一点
是,合脚度评估的目的是确定鞋子
与预期的平均脚型的适合程度,而
不是它与任何一个特定儿童的双脚
的适合程度(参见“选择鞋类合脚
度评估用模型”一文)。

趾骨

在早期,脚部很容易被不合脚的鞋
子伤害。即使是紧绷的长筒袜(袜
子)也会扭曲软骨的方位。在婴儿
开始户外行走之前,没有任何理由
为他们易受影响的双脚穿上特定鞋
型的鞋子。当他们开始在外面走动

用SATRA量脚板测量儿童脚

•
•
•
•
•
•
•

基本的出发点是确定普通儿童双脚
的脚长、脚宽围度和脚背围度尺寸
–无论该产品是为女孩还是男孩设
计的。最好从足部调查中获得这些
信息,并且需要记录在内部规范中。
这也是在尺码标志和合脚度方面实
现一致的第一步。然后,有必要找
到一些脚尺寸接近规范目标值的儿
童。应对这些儿童进行预先筛选,剔
除足部出现任何异常(如锤状趾)或
存在足部健康问题(如疣)的儿童,以
免在试穿时扩散给其他儿童。这些
将形成执行合脚度评估的信息面板。

检查超大鞋楦尺码的样品鞋的合
脚度
制作样品生产鞋楦,并与模型鞋
楦进行比较,以检查准确性
对样品生产鞋进行适配度评估
进行任何的最终调整
全面投产
从长远来看,应以固定间隔或在
改变鞋面材料时对合脚度进行质
量控制检查
如果在不同的工厂生产同款鞋子,
由于原材料或钳帮机和热定型机
的设置可能不同,应检查所有工
厂的样品。

当然,在实践中,许多新的鞋款通常
是从先前的款式发展而来,并在现
有的鞋楦车间生产。只会做很小的
改动,因此仅需完成少量的检查工
作–假定合理地开发和评估原始鞋
楦和样品。然而,最好还是检查新
型号和超大号鞋子样品是否合脚。
在同一鞋楦上制作的两种鞋款合脚
度略有不同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试穿过程
最好使用儿童可以安全站立的合适
试穿台进行合脚度评估,使得评估人
员能够在舒适的工作高度下工作。
试穿台需要足够长,能让受试者走
几步而不会分心。然后,合脚度评
估人员在受试者直立且保持平衡的
情况下测量其双脚。测量点如图2
所示。
理想的选择就是简单的直尺和卷尺,
但其他方法也是可行的。虽然不太
精确,也可使用试穿板。还可使用
三维(3D)扫描仪,但是这种设备非
常昂贵,并且对于常规的适配度评
估工作来说有些过于奢侈。另外,
这些扫描仪也不适用于非常年幼的
儿童,因为他们可能无法将脚伸入
设备内,也无法站立足够长的时间
以捕捉准确的记录。
需要小心确保孩子正确站立,双脚
放松。通常,当成人试图测量时,儿
童倾向于弯曲脚趾和足弓。理论上,
最好有四至六名受试者。所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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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赛卓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西平新中银花园商铺110
Tel: +86 769 22888020
e-mail: info@satrafe.com

2019柬埔寨皮革技术展
(leathertech cambodia)

2020年广州国际
鞋类及皮革展预告
Rhenoflex
第30届广州国际鞋类、皮革及工
新任亚洲首席运营官
业设备展览会将于6月2日至5日
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A
区举行。SATRA受邀参展,并和往
年一样再次举办技术研讨会。这
也是一个与SATRA会员和那些对
SATRA的技术服务和行业专业知
识感兴趣的人见面的好机会。请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info@satra.com
连络SATRA 的中国团队安排在展
会的会面。

Giang Pham Leather Shoes
Trading Co., Ltd

2019年Leathertech Cambodia展会的开幕典礼剪彩

Stanley Chau 在生产工厂运营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

来自柬埔寨鞋业商会和产业的特别嘉宾参观SATRA展位

2019年柬埔寨皮革技术展于2019
年11月15日至17日在金边的钻石
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为有史
以来第一次在柬埔寨举行的国际
技术商业展, 包括皮革、鞋类及
机械设备、鞋配件、化学品和零
配件等,由ASK展览公司和柬埔寨
鞋业公会联合主办 。将近50个参

展商来自柬埔寨、中国、印度、意
大利、荷兰、泰国、新加坡和英国
等支持此第一届的展览。此展的
主要目的是为供货商提供一个探
索这个快速崛起的生产中心的机
会。SATRA的 Christine PowleyWilliam, Peter Allen 和 Vivien
Hsieh 代表SATRA参展。

Stanley Chau在业务运营方面拥
有 20多 年 的 经 验 ,现 已 加 入
Rhenoflex 团队,担任亚洲首席运
营官。Mr. Chau 此前任职为广州
亨斯迈先进材料公司的亚太区制
造总监,负责管理多家工厂。据介
绍,通过担任该职位，他的情境领
导技能和行业知识都得到了发展,
并且相应地,对定义国际业务的基
本要素也更加清晰。

如图为Giang Pham Leather Shoes公司的各部门相关负责人

Giang Pham Leather Shoes Trading
Co.Ltd成立于2013年,位于越南平阳
省屯安区赖溪镇,是加拿大原住民鞋
品牌 Manitobah Mukluks 的唯一合作
制造商。
2016年,拥有 Manitobah Mukluks品牌
的 Blue Moose Clothing 公司,收购
了Giang Pham Leather Shoes Trading
Co.Ltd 的多数股份,该公司成为外商

投资企业。第二年,公司加入世界公
平贸易组织(WFTO)临时成员。
2018 年,为了应对业务增长,该公司
在越南平福省真诚工业园租用了土
地,并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工厂,公司
发言人说，其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
提供最好的皮革产品和服务,并采用
公平的贸易实践,以“提高生产我们
产品的人的福利。

Wolverine渥弗林将成为中国零售商的合作伙伴
渥弗林(Wolverine Worldwide)总

部位于美国,已宣布与特步国际控
SATRA技术文摘可在SATRA网站www.satra.com 上的会员专区下载PDF版本。

股有限公司(Xte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达成协议。渥
弗林建立合资企业的目的旨在借
力这家中国运动服装零售商的专业
知识,以便此后提升迈乐(Merrell)
和索康尼(Saucony)品牌在中国大
陆、香港和澳门的地位。
特步(Xtep)将负责在该地区开发、
营销和分销这些产品,这将在渥弗
林战略投资关键国际市场的短期计
划中发挥重要作用。该合资企业预
计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运营。
据 报 道 ,这 家 中 国 零 售 商 是 快 速
增长的运动服装市场上的强势参与
者。特步已在全国31个省市开设

6,200多家商店,并在购物中心拥有
经销商和运营网络。渥弗林-特步
(Wolverine-Xtep)合资企业预计将
开设多家迈乐和索康尼商店,其中
大部分计划开在中国较大城市的购
物中心。这一战略也将使这些品牌
在香港和澳门的影响力不断增加。
渥弗林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布莱克·克鲁格(Blake Krueger)
表示,“渥弗林非常乐意与特步合
作,以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
关键市场推广我们两个最知名的全
球品牌——索康尼和迈乐”。布莱
克·克鲁格(Blake Krueger)补充
道,“我们在这些市场看到了令人
难以置信的运动服装销量增长,随
着我们利用特步重要的零售业务和
区域专业知识,进军蓬勃发展的跑

步和户外领域,我们的品牌现已准
备好脱颖而出,”。
特步国际控股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丁水波表示,特步公司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时尚、高
性能的运动产品,公司使命是成为
能够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多品牌组
合集团。
丁水波补充道,“我们很高兴能与
拥有高端品牌组合的全球公司渥弗
林成为合作伙伴,”“我们期望与
他们并肩努力,抓住我们在这些主
要亚洲市场发现的众多商机。利用
特步和渥弗林的综合资源和优势,
我们预计合资企业将收获一大批成
熟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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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章
Technical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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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截止日期
Advertising Deadlines
预定
Booking

图稿
Artwork

第55期
Issue 55

使用粘合鞋底前的准备 – Preparation before using stuck-on soles
热定型 – Heat setting
六价铬的测试 – Chromium VI testing
鞋包头和港宝的测试 – Testing box toes and counters

2020年12月12日
12 December 2020

2021年1月2日
2 January 2021

第56期
Issue 56

反毛皮和超纤材料的色牢度 – Colourfastness of suedes and microﬁbres
鞋子能真正防水吗？ – Can footwear really be waterproof?
内部实验室 – In-house laboratories
SATRA AMMT（高级湿气管理测试）的使用 – Using the standard SATRA AMMT

2021年3月12日
12 March 2021

2021年4月2日
2 April 2021

第57期
Issue 57

工艺流程的监管和把控 – Process monitoring and control
脚床探讨 – Footbeds
鉴定真皮革 – Identifying genuine leathers
安全鞋的舒适性问题 – Comfort issues with safety footwear

2021年5月12日
12 May 2021

2021年6月2日
2 June 2021

第58期
Issue 58

童鞋的设计与生产 – Designing and producing children’s footwear
质量的保证 – Ensuring quality
EN ISO 20345修订版 – Revision to EN ISO 20345
废料的减少/再利用 – Minimising/repurposing waste materials

2021年8月12日
12 August 2021

2021年9月2日
2 September 2021

Please note: SATRA may occasionally change the running order of its Technology Focus and features. The events listed are established and new events for
the footwear and leather industries. SATRA runs a regular diary dates page and publishes reports where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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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页插页广告：
Full Page:

出血尺寸
Bleed size
303 x 216mm

封面内页
Inside front cover

封底内页
Inside back cover

封底
Outside back cover

每期550英镑。连登4期,
每期462英镑

每期625英镑。连登
4期，每期525英镑

每期675英镑。连登
4期，每期567英镑

1 insertion GBP550.
Series of 4 consecutive
insertions GBP462 each

1 insertion GBP625.
Series of 4 consecutive
insertions GBP525 each

1 insertion GBP675.
Series of 4 consecutive
insertions GBP567 each

每期1025英镑。连登4期,
每期861英镑

每期1150英镑。连登
4期，每期966英镑

每期1225英镑。连登
4期，每期1029英镑

1 insertion GBP1025.
Series of 4 consecutive
insertions GBP861 each

1 insertion GBP1150.
Series of 4 consecutive
insertions GBP966 each

1 insertion GBP1225.
Series of 4 consecutive
insertions GBP1029 each

裁切尺寸
Trim size
297 x 210mm

裁切尺寸210毫米宽x 297毫米高
请注意：对于刊登在印刷页面侧边的广告,图稿
的每个外边缘需要增加3毫米多余部分(出血)，
以备裁剪。
出血尺寸216mm宽x 303mm高
Trim size 210mm wide x 297mm high
Please note: advertisements that are to be
positioned to the edge of the printed page
require artwork with 3mm extra (bleed) on each
outside edge in order for the page to be
trimmed correctly.
Bleed size 216mm wide x 303mm high

SATRA会员：
SATRA
members:

2021年已售罄
All sold for
2021 issues

非SATRA会员
Non-members:

Please note that companies advertising in SATRA’s flagship publication SATRA Bulletin can also receive a special discount on advertisements in
SATRA Technical Brief. Please email adsales@satra.com for full details.
而且,在SATRA旗舰出版物SATRA Bulletin上刊登广告的公司，同时在SATRA技术文摘上刊登广告，可享特别折扣。请发送电子邮件至adsales@satra.com了解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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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RA仅接受以下规格的电子图稿：
最佳文件格式为PDF / X-3。其他PDF文件如转换为CMYK，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100％无缩放，且嵌入所有字体，可以接受。图像文件（例如JPG或TIF）如转换为CMYK，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 ，100％无缩放，可以接受。某些EPS文件如转换为CMYK，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100％无缩放，且包含所有文本资料，可以接受。提交的所有图稿均应包含裁切标记，每个边缘
至少留有3mm的出血尺寸。提交的图稿因不符合这些规格，或因修订而导致的额外工作，可能需要按我们的标准工作室费率收取费用。
•

刊登在SATRA技术文摘上的广告，其副本和图稿必须在该期图稿的截止日期之前提交。

•

如果发送的电子图稿格式不符合上述规格，我们可能得要求您重新提交。由此可能错过截稿日期，导致您的广告无法在SATRA技术文摘上如期刊登。

•

提交广告预订即视为接受SATRA技术文摘的广告条款和条件（应要求提供）。

SATRA can only accept digital artwork submissions to the following specifications:
Our preferred file format is PDF/X-3. Other PDFs may be accepted, providing that they are converted to CMYK, resolution is set to at least 300dpi at 100 per cent and all fonts are
embedded. Image files (such as JPG or TIF) may be accepted, providing that they are converted to CMYK and resolution is set to at least 300dpi at 100 per cent. Some EPS files may be
accepted, providing that they are converted to CMYK, resolution is set to at least 300dpi at 100 per cent and all text is outlined. All submissions should include crop marks and at least
3mm bleed on all sides. Additional work caused by non-compliance to these guidelines or amendment after submission may incur costs charged at our standard studio rate.
•

Copy and artwork for inclusion in an issue of SATRA Technical Brief must be submitted no later than the artwork deadline for that particular issue.

•

If digital files are sent in a format not specified above, we may have to ask you to resubmit them. This may result in your advertisement missing the deadline for the issue of
SATRA Technical Brief that you requested.

•

The placing of a booking for an insertion of an advertisement shall amount to the acceptance of SATRA Technical Brief’s advertis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available on request).

希望在广告图稿中使用“ SATRA会员”徽标的SATRA会员应从SATRA网站的会员专区下载批准的版本：www.satra.com
SATRA members wishing to use the 'Member of SATRA' logo in advertisement artwork should download the approved versions from the Members Only section of the SATRA website:
www.satra.com

SATRA创作服务
SATRA Creative Services
SATRA创作服务工作室还可以帮您设计和修改广告，价格非常优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design@satra.com了解更多信息。
The SATRA Creative Services studio is also available to design and rework advertisements at a competitive rate. Please email design@satra.com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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