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鞋类检测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检测中心



鞋类检测标准

• 国内：
– GB/T
– QB/T

• 国际：
– ISO,  EN,  EN ISO,  BS,  BS EN ISO
– ASTM
– SATRA (Shoes&Allide Trade Reasarch Association)

• SATRA Technology Centre，是一家组建于1919 年的世界鞋业最权威的认证研究机

构，还服务于家具、安全防护产品、服装、皮革和纤维领域。



我中心鞋类检测范围

成鞋检测
（部分项目）

皮鞋 QB/T 1002-2005

旅游鞋 GB/T 15107-2005

休闲鞋 QB/T 2955-2008

儿童皮鞋 QB/T 2880-2007

皮凉鞋 GB/T 22756-2008

足球鞋 GB/T 19706-2005

外观质量

剥离强度

耐折性能

耐磨性能

外底与外中底粘着强度

前帮材料低温屈挠



检测项目讲解
实验用标准环境
（GB/T 22049-2008 鞋类 鞋类和鞋类部件环境调节及试验用标准环境，等同采用ISO18454：2001）



耐磨



耐磨：抵抗由于机械作用使材料表面产生磨损的性能。

帮面、衬里和内垫材料

耐磨

TABER

马丁代尔

鞋带

大底
国标耐磨试验法

DIN耐磨试验法

NBS磨耗试验法

阿克隆磨耗试验法



国标耐磨试验法

• 检测标准：GB/T 3903.2-2008

• 实验原理：

用带齿的金属磨轮垂直压在试
样鞋底上，以一定的负荷， 一定
的速度，一定的时间对鞋底进行磨
耗。

• 试验机参数：压力500g，转速：
190r／min，磨耗时间20min

• 操作程序：

将鞋底或成鞋装于天平的左边
上，通过砝码对样品的重量进行调
节使天平左右平衡，再加入500 g
的砝码，测试鞋底后跟平整处的耐
磨性能。每只鞋或鞋底磨两处，若
出现梯形磨痕必须重新磨。试验结
果采用鞋底磨损部位的磨痕长度来
表征鞋底的耐磨性能。



• 实验原理：

在规定的接触压力和一定
面积上，测定圆柱形橡胶试
样在一定粒度的砂布上和一
定距离内进行磨耗而产生的
磨耗量。

• 试验机参数：负荷：10N或
者5N，磨耗距离：40m或者
20m、10m，砂纸粒度60。

DIN耐磨试验法



• 检测标准：

GB/T 9867-2008、ISO 4649:2002、ISO 20871:2001、
EN12770:1999、QB/T2884-2007。

GB/T 9867-2008和ISO 4649:2002为等同采用标准。

QB/T 2884-2007、EN 12770:1999和ISO 20871:2001
为等同采用标准。

使用仪器相同，操作方法基本一致。

ISO 4649:2002 ISO 20871:2001 

砂布 474±1mm 473mm

磨耗距离 40m、 20m、10m 40m、 20m

负荷 10N、 5N 10N

结果表征 相对体积损耗、
磨耗指数

相对质量损耗、相对体
积损耗



NBS磨耗试验法

• 检测标准：ASTM D1630

• 实验原理：

以试样厚度为基准，用砂轮对试样进行磨耗，磨耗到规
定的厚度后（通常为2.54mm），导电装置会自动切断旋转，
得出试样磨耗次数。

• 试验机参数：砂纸粒度40，砂轮转速45±5转/分钟，负荷
22N。

http://www.1718china.com/gotechL/product139824.html


阿克隆磨耗试验法

• 测试标准：GB/T 1689

• 实验原理：

将试样与砂轮在一定倾斜角度和一定负荷作用下进行
摩擦，测定试样经1.6km摩擦后的磨耗体积。试验结果即
可使用磨耗体积也可使用磨耗指数来表征。

• 试验机参数：

砂纸粒度为36，胶轮轴回转速度76r/min±2 r/min，砂轮
轴回转速度为34r/min±1r/min，负荷26.7N±0.2N，磨耗
行程1.61km。

http://www.1718china.com/gotechL/product139828.html


• 与DIN磨耗的区别

DIN磨耗 阿克隆磨耗

适用范围 各种外底材料 硫化橡胶

试样准备 圆柱体 条状



耐磨：抵抗由于机械作用使材料表面产生磨损的性能。

帮面、衬里和内垫材料

耐磨

TABER

马丁代尔

鞋带

大底

国标耐磨试验法

DIN耐磨试验法

NBS磨耗试验法

阿克隆磨耗试验法



TABER耐磨

• 检测标准：

皮革：QB/T 2726-2005和ISO 17076-2006为等同采用标准

纺织品：ASTM D3884-2009

橡胶或塑料的涂覆织物：ISO 5470-1-1999

区别：检测不同种类的试样选择不同型号的砂轮进行测试，操作方法
基本一致。

• 试验原理：

试样放在水平平台上旋转，两个被赋予特定压力的磨轮压在试片
上，一个磨轮朝外，另一个朝内，在一定的时间内记录测试片的所有
变化。

• 试验机参数：回转速度60r/min，负荷500g、1000g，磨耗轮中心间距
63.5mm。

• 结果评定：测量和记录试样的损坏情况，一般为颜色变化等外观判断。

http://www.1718china.com/gotechL/product140070.html


马丁代尔耐磨

• 检测标准：

GB/T 3903.16-2008、ISO 17704:2004。二者为等同
采用标准，适用于鞋类各种材料的帮面、衬里和内垫。

• 试验原理：

在恒定压力下用标准摩擦织物和标准砂纸摩擦四个圆
形试样，两个试样做干擦试验，另外两个做湿擦试验，完
成规定摩擦次数后停止试验，评定试样损坏程度。

• 试验机参数：运行速率47.8r/min±3.8r/min，压力
12kPa±0.2kPa。

http://www.1718china.com/gotechN/product141509.html


耐磨：抵抗由于机械作用使材料表面产生磨损的性能。

帮面、衬里和内垫材料

耐磨

TABER

马丁代尔

鞋带

大底

国标耐磨试验法

DIN耐磨试验法

NBS磨耗试验法

阿克隆磨耗试验法



鞋带耐磨

• 检测标准：GB/T 3903.36-2008、 ISO 22774:2004，二者属等同采用
标准。

• 定义：鞋带和与其相似的鞋带之间或者鞋带和鞋眼之间的反复摩擦性
能。

• 鞋带与鞋带之间的耐磨：取两条鞋带，中段相勾，形成左一条、右一
条，使右带以52.2°勾着左带，勾点与夹点间距120 mm，在以左夹具
夹持左带一端，另一端放于滑轮沟槽内，下方悬吊250g砝码，夹点与
轮槽间距35 mm，开动仪器至试样断裂时记录其摩擦次数。

• 鞋带与（标准）鞋眼之间的耐磨：在可移动夹具一端装一金属条，将
孔眼装于金属条的末端，鞋带夹点与轮槽间距35 mm，下方悬吊250克
砝码，开动仪器至试样断裂时记录其摩擦次数。

http://t.testmart.cn/Images/UpLoadFile_320x320/98736/2008_10_25_15_28_29_8941.jpg?id=742850913


耐折



耐折

• 按试验条件
–常温耐折

–低温耐折

• 按试验对象
–成鞋耐折

–大底耐折

–帮面材料耐折



常温耐折



A、成鞋耐折

• 试验原理：

将成鞋放在耐折试验机上，以一定角度，一定频率进行
屈挠试验，观察试样的变化，包括是否开胶，是否有新增
裂纹以及裂口的长度。

• 操作程序：

a、成鞋装上可折楦（若需要），将试样夹紧在夹持器中，
鞋底 面的跖（zhi）趾关节曲挠部位与夹持器活动轴重合。

b、调节试验机角度至规定角度并设定需要次数。

c、测试结束后观察并测量试样的损坏情况。

常温耐折



A、成鞋耐折

• 检测标准：

GB/T 3903.1-2008、SN1309.5-2003（附A）、SATRA 
PM92-1992

http://www.testmart.cn/?UserName=pinke17&Channel=15&Att=1&pid=697696f5-ce67-4f7d-a8d0-5c512be6735d
http://www.1718china.com/gotechL/product141400.html


试验机参数与区别：

GB/T3903.1-2008 SN1309.5-2003（附A） SATRA PM92-1992

弯折角度 50°±1° 60°±1° 根据鞋子的款式而定

弯折速度 230±10次/min 100±5次/min 140±10次/min

鞋楦 有 无鞋楦但有支撑板 无

割口 有或无 有或无 无



B、鞋底耐折

• 检测标准：ISO 20344、SATRA TM161

• 试验机参数：弯折速度135 ～150 次/min，弯折角度90 °。

• 操作程序：

夹具固定鞋底两端，测试时夹具中间的圆轴反覆凸起，用以
弯折鞋底，弯折一定次数后，以放大镜检视鞋底的受损程度。

• 注意事项：装试样时弯折线要与夹具中间的圆轴重合。

http://www.1718china.com/gotechN/product141403.html


• 检测标准：SATRA TM133

• 试验机参数：布带转速90转/min。

• 操作程序：

鞋底黏贴或缝合在帆布带表面，布带再套于转轮上，
启动转轮，鞋底即受到弯折，弯折一定次数后，检视
鞋底受损和断裂情形。

• 注意事项：缝合试样时试样应平整紧贴布带。

C、鞋底耐折（带式）

http://www.1718china.com/gotechN/product141402.html


D、帮面和衬里耐折

• 检测标准：GB/T 3903.41-2008、ISO 17694:2003、QB/T 
2714-2005
–GB/T 3903.41-2008与ISO 17694:2003为等同采用标准，使用

范围为所有帮面材料
–QB/T 2714-2005测试皮革材料
使用仪器相同，操作方法基本一致。

• 试验机参数：
上夹具摆动角度22.5°±0.5°，摆动速率
100r/min±5r/min，上下夹具之间的距离25mm。



D、帮面和衬里耐折

• 操作程序：

a、将试样正面或粒面向内对折后将试样的一端夹持在
上夹钳中，确保试样面接触且折叠线水平。

b、将试样内部向外翻折90°后夹持到下夹具钳中。

c、在下夹具钳中试样同样折叠，折叠线垂直，试样反
面或肉面接触。

d、在室温下可以进行干或湿试验，或零度以下进行干
试验。达到规定次数后，目测试验的损坏或盐析情况。

• 注意事项：装试样时，上夹具钳必需在起始位置上，试样
夹持时一定要水平和垂直。

• 本方法也适用于低温耐折。



可同时测试两块不同的皮革，每块皮革6个试样（3个直向，3个横向）



鞋面皮伸缩试验机（ISO 5423，SATRA PM 23）



低温耐折



二、低温耐折

A、成鞋与鞋底低温耐折

• 检测标准：SN1309.5-2003（附A），
ASTM-D1790、D1593、1052，JIS-K6545

• 试验机参数：弯折角度60°±1°，弯折
速度100次/min±5次/min，温度为－
10℃。

• 操作程序：

a、将试样夹紧在加持器中，鞋底面的
跖趾关节曲挠部位与夹持器活动轴重合，
用支撑板固定试样后跟位置。

b、调节试验机并设定需要的次数和温
度。

c、测试结束后观察并测量试样的损坏
情况。



B、鞋面材料低温耐折

• 检测标准：

QB/T 2224-96，GB/T 3903.41-2008、ISO 17694:2003、

QB/T 2714-2005。

http://www.testmart.cn/?UserName=pinke17&Channel=15&Att=1&pid=4b2c8340-9f2c-4df3-8e86-bcf50a37cda4


剥离



剥离

• 成鞋鞋底与鞋帮之间剥离
强度的试验方法

• 检测标准：GB/T 3903.3-
1994

• 原理：将成鞋装上鞋楦夹
持在剥离试验仪上，以剥
离刀将鞋底与鞋帮结合处
剥开，测得剥开时所需力
值为剥离力。根据剥离力
和刀口宽度计算剥离强度
（N/cm）。



外观质量

剥离强度

耐折性能

耐磨性能

外底与外中低粘着强度

前帮材料低温屈挠

旅游鞋GB/T 15107-2005



其他主要项目



皮鞋勾心抗弯刚度 QB/T 1813-2000

• 将勾心的后端固定，在它的前端加载，使其产生悬臂梁
式的弯曲变形，测量勾心(组合内底和半托底)的弯曲挠度
，据此计算其纵向抗弯刚度。



皮鞋后跟结合力 GB/T 11413-2005



鞋用纤维板屈挠指数 QB/T 1472-1992

• 鞋用纤维板经反复机械屈挠直至断裂，以断裂时的屈
挠次数计算出屈挠指数。



橡胶密度 ISO 2781-2008

• 试验原理：
阿基米德原理，分析天平测量试样在空气中的质量和水中的质量，

当试样完全浸没于水中时，其水中质量小于空气中的质量，质量的减
少量与试样排开水的质量相等，排开水的体积等于试样的体积。

皮革密度 QB/T 2715-2005

• 试验原理：
密度=质量/体积
体积=厚度×面积（圆：直径70mm）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甲醛含量

• 皮革

• 纺织品

含量要求不同，分别进行检测



小结

• 鞋类有一些项目的原理跟纺织品类似；

• 但由于鞋类所用材料主要为橡胶、皮革
以及一些合成材料，因此很多方面也没
有可比性。



更多测试方法：

GB/T 20991-2007
个体防护装备 鞋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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