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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中老年女鞋的研究
文 / 熊玛琍
首先从分析中老年女性身体素质出发，
提出了中老年女鞋的个性特点。其次基于当代中老年女性与
传统中老年女性生活理念的变化，
对鞋与服饰美有不一样的认识，提出了适合中老年女性选择鞋的标准。
最后对中老年女鞋的审美分析，为鞋类设计师提供设计的参考意见，以期对推动中国鞋文化的进步提供研
究价值。
中老年女鞋；
个性特点；
审美

鞋已经成为服饰整体美不可或缺的部分。

肌肉在人体重量中占一定的比例，
体形曲线与

人们选择鞋不但要考虑到适应自然气候的变

肌肉的发达度和质量又密切相关。由于机体抵

化，更要考虑适应不同服装的艺术搭配。即美

心血管弹力
抗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下降，

的需求，满足人们展示服饰审美修养的欲望。

纤维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由于血管的弹性降

但是中老年女鞋在市场上统称大妈鞋，存在着

低，冠状动脉出现硬化，心肌血液的供应量相

很多设计盲点，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研究以

应减少，
血压随体重指数的增大逐渐呈上升趋

期为鞋类设计人员及中老年女性选择鞋提供

势。另外年龄的增加会导致人体脂肪的堆积，

科学的参考意见。

血液中胆固醇等物
它是血压升高的因素之一，

1 中老年女鞋的个性特点

质的增多，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使心脏加重

当代的中老年女性与传统的中老年女性

负担。因此，
人到中老年，特别是中老年女性，

在生活态度上有着很多的不同，对鞋的要求也

身体运动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新陈代谢变缓，

不一样。当代中老年女鞋不仅满足使用功能，

多数人肌肉松弛，身体逐渐发胖、
体重增加，因

即在不同季节起到防寒保暖、护脚舒适的功

而血压升高。[1]此外中老年女性随碰上年龄增

能，还要满足与不同服饰搭配美化形体的作

加，脑力活动更加频繁，脑内合成多种神经递

用，它与其他年龄段人的鞋又有一定的区别，

质的能力与年轻时相比明显下降，反映在动作

主要体现在以下二点上：

记忆力减弱等
上不协调、
行动不稳、思维迟钝、

（1）中老年女性鞋与身体素质的关系。人

多种症状。与年轻人相比行走时对鞋的把控能

的身体素质是指人体在运动、劳动和日常活动

力下降，
鞋的稳定度舒适性要求更高。通常女

中，受中枢神经调节的各器官系统功能的综合

性都爱穿高跟鞋，因为它是美化人体的杀手

表现，譬如耐力、速度、灵敏、柔韧、总体的力量

锏，
但是很多中老年女性对一般的高跟鞋望而

等机体能力。身体素质的强弱，往往是衡量一

生畏，甚至有过摔跤和骨折的经历，清理鞋柜

个人体质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通常人体全身

时高跟鞋是首选对象，有的把鞋跟整低，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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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这些都是明智的选择。
（2）当代中老年女性选鞋的心理特征。中
老年女性身体素质特征决定了她们的鞋与其
他年龄段的人相比，更突出舒适、稳健的功能，
保证行走时不易摔跤，成为选鞋的首要标准。
现在许多鞋商也了解了这一特点，推出了大妈
鞋（图 1～图 4）。穿着它们行走时稳固和价格

图 3：大妈鞋 3

图 4：大妈鞋 4

低廉，并且大部分大妈鞋设计放弃了时尚美观

也让爱美的中老年女性穿上这样的鞋，这是中

的考虑，这种设计理念比较落后，与时代的文

这个市场的
国的鞋类设计师面临的重要使命，

明进步不够合拍。实际上中国当代中老年女性

潜力也很大。

虽然在生理上无法抗拒自然规律，身体素质走

2 适合中老年女性选择鞋的标准

向衰老、平衡能力差。但她们是在改革开放中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相关报道，人一生

逐渐变老的新一代中老年女性，她们的生活观

大概要走 402,000 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 5

念与老辈的中老年女性有质的区别。追求美的

周，为了走更长远的路，选双好走路的鞋绝对

生活、
美的形象的人生态度并没有随着年龄的

重要。年纪大的女性，
身体素质的限制，
对鞋的

增长而对鞋的美观要求发生改变，她们希望自

要求也就更高。

己优雅美丽的老去。她们改变的是对鞋的设计

2.1 鞋与中老年女性人体的科学结合

要求，希望在美的基础上保持稳健舒适，对鞋

（1）平底鞋无高度不好。平跟鞋一般认为

的款型、面料、制作技巧的工艺水平要求更高

是行走最安全舒适的鞋，其实这是个误区。完

决定能
了。她们选购鞋时，款式是否时尚美观，

全平底的鞋不符合人体工学，脚踝肌腱（阿斯

否吸引她们的眼球，最后下决心掏腰包购买

里肌腱）在鞋子完全没有高度的情况下，反而

时，就看后面脚跟稳健、走路舒服与否了，她常

会被拉紧，
走路的时间长了易酸痛。平底鞋跟

常是选了半天却失望而归。目前，中国的鞋市

在 1 厘米～2 厘米的高度比较科学，这时的脚

场为年纪大的人提供可选择的鞋很少。穿上舒

踝肌腱处于最舒适状态。[2]

服的鞋不好看，无法与服装搭配，能与时装搭

（2）鞋底软的位置

配的鞋穿上不舒服，成为一部分中老年女性买

合理。鞋底软比鞋底硬

鞋难的问题所在。在一些国际品牌鞋中有些鞋

的鞋行走舒服，选鞋时

既能满足美观的要求，也能提供非常舒适的人

底部能够弯曲比较好，

体生理需要，就是价格不菲，在一些中小城市

但弯曲点要科学，它应

很难见到，更不要说走进平常人家。怎样在国

该在整个鞋子的前 1/3

内中等消费水平的层次上，开发这样的产品，

处（图 5），因为脚底后
2/3 是足底筋膜，如果

图 5：
中老年女鞋鞋底弯曲点
的判定

鞋子后 2/3 过软，
就无法提供对人体的足够支
撑。鞋尖朝下弯压，不是要求整个鞋底随意弯
曲，那样说明鞋底过软，外出时间长了会使大
拇指骨处酸痛，
通常鞋底柔软的鞋只能在室内
走动，
对人体的影响不大。
图 1：大妈鞋 1

图 2：大妈鞋 2

（3）鞋面真假皮的识别。在众多中老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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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鞋款面料中，舒适的鞋料首选真皮，真皮主

有的打脚,有的就不打脚,说明每个人的足型

要是指牛皮、
羊皮等动物皮。与其他材料相比，

是不一样的。这对中老年女性选鞋更显重要。

柔软具延展性、透气不易发臭且软而耐用。但

怎样了解每个人的足型呢？测检方式很简单，

市场上很多中老年女鞋鞋款以假充真，用人造

在原地踏步数十下停下脚步后，
让人帮忙从后

皮革冒充真皮，而准确识别牛皮、羊皮等动物

方直视观察，如看到较多的足部小拇指部分，

皮时，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其中用手指稍微

说明重心在内，属于平足。如果从后方直视看

撑开，真皮的毛细孔不甚平滑，人造皮再怎么

到较多的足部大拇指部分是扁平足，表示重心

用力撑都看不到毛孔，假皮纹看起来会很规

靠外，
多半属于高弓足。

则，这些是识别真假皮的基本技巧。
（4）鞋后护跟不要太软。鞋的后护跟必须

中老
（8）不同脚型鞋有区别。除正常型外，
年女性通常脚分高平足和扁平足。扁平足的

有一定的硬度，才能提供脚跟及脚踝的支撑。

鞋，无论是完全没有足弓的“结构性”扁平足，

用拇指和食指夹压后护跟，如果太软的后护跟

还是只有微足弓的“功能性”
扁平足，
这些中老

支撑度不够，造成脚跟无法施力，走起路来脚

年女性走路时内旋角度过大，造成膝关节较

容易酸痛且形成萝卜腿。

松，腿部肌肉韧带相对要承受较大负荷，所以

（5）鞋的后跟要有弹性。平常人们走路每

选择鞋垫时要较硬、底较薄的款式，才能提供

跨出一步，脚底就要承受 0.7 倍～1.5 倍的体

足部较多稳定性，
医师也不建议挑选较软的有

重，然后反作用回冲到足踝关节、膝关节，同时

气垫的。而高弓足的中老年女性通常没有内旋

还会影响到颈椎，甚至可能造成膝关节衰退、

来减缓冲击力，走路会异常外旋，给膝关节造

腰或肩颈酸痛。为了减缓脚底的冲击力，
鞋底

成较大压力，
选鞋时应以软垫、弹性厚底为主，

有弹性软底可以起到避震的作用。所以有些鞋

才能减缓冲击力量，
加大行走的稳定系数。

底装有气垫，走起路来才舒服。中老年女性在

（9）鞋前端的空间把握。中老年女性选鞋

选鞋时用手指按压鞋垫测试软度，要有弹性穿

当脚跟完全抵住
时要把握鞋前端的空间距离，

起来才舒服。

鞋后跟后，以手指按压鞋前端，至少要有 1 厘

（6）鞋内侧最好有支撑。按压鞋子内侧中

米～1.5 厘米的距离，这是要预留前进时脚会

后方，看有没有加软垫或硬衬支撑。人走路时

鞋不跟脚，
走
往前移动的空间。留的空间太大，

脚掌并非直踏，而是脚跟先着地后，稍微往内

而小了脚更不舒服像
路时间长了很累不舒服，

旋再回正，这时脚内侧需要更好的支撑，不然

裹脚一样难受。

走久小腿肌肉及前面的胫骨会酸痛。这是中老
年女性选鞋时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10）脚宽与鞋宽度相适。中老年女性选鞋
的宽度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鞋子的最宽处要

（7）脚型不同鞋不一样。人们选鞋很容易

脚背太低会不跟
刚好符合脚的最宽处。此外，

犯的一个错误，选鞋只看尺寸大小或只挑外

脚，行进时脚容易移位，不舒服也不利足部健

型。实际上选了不合适的鞋对脚的伤害很大，

康。太紧也会不舒服，
如果鞋子大小刚好，
但因

外科医师指出要按照每个人脚型情况来挑选

脚背过瘦，
只要在前端加鞋垫。踝关节处的鞋

鞋，才能真正选到适合且无害身体健康的好

沿高度通常是打脚的因素，刚好才不易磨脚。

鞋。一般来说，
脚型除了正常型，
还有没有足弓

这几个部位都是选鞋时不可忽视的观察点。[3]

或足弓不明显的扁平足，以及足弓过高的高足

2.2 中老年女性使用鞋的科学方法

弓，这些都是选择鞋是否舒服必须考虑的因
素。所以常见同一双鞋不同的人穿效果不同，

这个
（1）穿上走走。通常买鞋在店内试穿，
感觉往往是不可靠的。不少中老年女性都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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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回后实际上路出现很多问题的经历。所以鞋

虽然
品味。相反如果只用黑白灰与服装相配，

买回家后，穿着在家里活动半天，就会知道这

不会出现大的视觉错误，就不会有更艺术的视

鞋到底适不适合。

觉效果。图 9 中是一套礼服，
以黑色低调为主，

（2）科学穿鞋。鞋穿在脚上鞋带的松紧度

脚上的鞋如果再用黑色就会太沉重，
有种压抑

的把握很关键，科学的方法是将脚跟完全抵住

的感觉，
配浅色鞋给人轻盈年轻的视觉感受。

鞋后跟，然后将鞋带拉起绑好，松紧度以舒适
且脚在鞋内不易移位为原则。这样鞋才会完全
保护、支撑中老年女性的足部，使其走起来较
舒适健康，
过紧过松都是不科学的。
（3）鞋的保养。不管什么季节,鞋都不要一
穿到底，即每天不要都穿同样的一双鞋子。像
人一样让鞋有个休息的机会,最好多双鞋换着
穿，
让鞋有足够的时间透气、分子复合。鞋脱下
后不要立刻放入鞋柜，先放在阴凉处透风，如
果被雨淋湿受潮，也不要用吹风机吹干或暴晒
于阳光下，避免皮革受损，可以塞些报纸阴干，
然后涂上鞋油，补充鞋面流失的油份，也可以

图 6：中老年女性礼服
与鞋搭配 1

图 7：中老年女性礼服与
鞋搭配 2

减少皮纹邹折，
有利于鞋的修整。

3 鞋与人体结合的美学要求
服饰的美是一种整体的美。[4]鞋从护脚保
暖最原始的功能上，延伸到了表现人的性别、
鞋
民族特色、艺术品味、服饰文化等精神层面，
中老
在服饰审美中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年女性的鞋在满足舒适的同时,更要展示现代
中老年女性的服饰审美修养。不同的服装对鞋
的外形特征要求是不一样的。
（1）礼服与鞋。年纪大的女性，参加儿女的
婚事，同学聚会，上高档酒店出席宴会或者一

图 8：中老年女性礼服与
鞋搭配 3

图 9：
中老年女性礼
服与鞋搭配 4

些公益活动等正式场合，身穿礼服是很常见的

（2）运动服与鞋。当代大多数中老年女性

事，鞋必须与衣服艺术搭配，方能表现长者的

注重运动锻炼，保证身体健康，甚至外出旅游

风度，体现当代中老年女性的服饰文化修养。

也是每年生活必须的计划内容，因此运动鞋在

如果身穿旗袍脚着一双大妈鞋，看上去就很滑

鞋柜里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而运动鞋不仅要舒

稽。家中必备一双有跟的鞋，可以是中跟或者

适，还要与常穿的运动衣的色彩相呼应，以协

坡跟，无带，鞋头秀气，色彩中性，以黑白灰为

调美观为宜。运动时通常会挑选色彩比较艳丽

主（图 6）。如果想要出彩，
鞋与服装风格一致以

的服装（图 10，
见下页），这是当代老年人的特

外，颜色的讲究很重要，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

点，抛弃了传统的“红到三十绿到老”的错误观

用。图 7、图 8 中的鞋在色彩上与服装的主色调

念，
给趋向衰老的身体添加活力。那么挑选运

一致，看上去非常和谐，提升了整个人物形象

动鞋时，不仅要合适舒服跟脚，色彩上必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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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装搭配，
要协调统一。譬
如紫色的运动装最好与白色
的运动鞋搭配，即和谐又干
净，其他的颜色慎用，黑色太
闷，灰色显脏。因为鞋在人体
的比例中占的位子小，老年
人像儿童一样，鞋与运动服
的色彩可以应用补色对比，
所谓补色就是在色环上 180
度的色差，如红与绿，蓝与橙

图 10：
中老年女性运
动服与鞋的搭配

图 11：中老年女性休闲服
与鞋的搭配 1

图 12：
中老年女性休闲
服与鞋的搭配 2

用的好特别
色、
紫与黄等是比较强烈的对比色，

性在买鞋时一定要考虑身上常穿休闲服装的

出彩，
用得不好给人刺眼很不舒服的感觉，
面积

颜色，如果单色的服装较多，可以挑选与自己

的比例是关键。而鞋在人体中只是很小的视觉

服装色彩相近的花鞋，有调节气氛、增加活力

成功和失
部分，
但在服饰整体美中却不可小视，

的视觉效果。如果平常喜欢穿花色较多的服

败的着装都与鞋关系紧密，
必须高度重视。

装，鞋就选比较素雅的黑白灰鞋，这样容易与

（3）休闲服与鞋。中老年女性虽然没有年

服装协调。如果要更加艺术搭配，看上去比较

轻时的天生丽质，但对于美的向往和追求是人

干净，取服装上花色中的一种，但要取占比重

的本性，
没有年龄和性别界限。更何况爱美，
能

较多的色彩，
这样看上去更容易协调。

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使老年人走出孤独、

4 结语

走出萎靡、
走出衰老。中老年女性与年少时相

本文对中老年女性鞋进行了粗浅的研究，

比，流行时尚的服装不多，但服装的品质要高，

有很多不成熟的见解，希望抛砖引玉，让更多

审美品位不能降低。休闲服装相对礼服而言与

提高中
的人来关注中老年女性鞋的市场发展，

鞋的适应面更广。主要体现在风格一致，色彩

国鞋设计水平。如果能对鞋类设计师的设计思

协调，与运动服和礼服相比有其独特的个性。

想有所帮助是笔者最大的心愿，
能够为中老年

休闲服出入公共场所比较多，譬如超市、菜场、

女性选鞋提供可参考意见更是莫大的欣慰。

医院、幼儿园、学校等，
鞋与服装搭配到位，才
能表现长者及家庭个人的文化修养，外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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