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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實驗與數值分析方法評估運動鞋
黏膠層特性研究
葉瑞嘉、李詩寧、蔡進源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本研究建立一套評估鞋子膠體破壞的方法，應用有限元素法仿造實驗條件搭配實驗成
果評估鞋體破壞形式。架構分為實驗與研究兩大部分，實驗部分內容包括正向實驗、剪向
實驗，並從實驗結果討論不同破壞模式之黏著強度。模擬使用 ABAQUS 建立 3D 有限模
擬分析法模擬球鞋受彎曲之狀態並且觀察應力集中區以及應力分佈狀況，最後依照模擬結
果搭配實驗結果比對評估鞋體破壞處。
關鍵字：運動鞋、黏著劑、黏著力、單邊搭接測試、拉拔測試、有限元素法
ABSTRACT
In this paper develops a methodology to evaluate the shoe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colloidal structures. This study consists of two major parts；there are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of the experiment include tensile test, shear test . The results from the tests could investigate the
failure modes of adhesive strength .The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s has been used
to analyze bending state of shoes. Observe the position of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maximum stresses, this result could find out the failure mode with bending test.
Keywords: sport shoe、cohesive、adhesive、single lab joint test、tensile test、finite element

一、緒論
隨著生活的進步以及生活步調的快
速，運動來舒緩壓力是現在人經常從事的
活動。故運動球鞋的發展，也由單純的活
動配件，轉變成生活的必需品。而球鞋的
製造廠商，也由製造層次漸漸提升為設計
的階段，由提升美觀，進而增強功能及耐
用度等等，故從是球鞋設計的研究，是目
前急需推進的研究課題。

二、靜態拉伸實驗
2.1 實驗儀器
本實驗係滾珠螺桿式微拉力實驗機
(Ball-screw driven minitester)，主要組成之
結構為:1.光學尺、2.夾具、3.Load cell、
4.XYθ平台、5.輔助機座如圖2-1。
2.2 試片製作

研究使用油性膠、處理劑以及試
片，在Bending test 過程中往往發現脫膠
的部位發生在鞋底(TPU 與Rubber黏接
處 ) ， 試 片 選 擇 兩 種 分 別 為 TPU 與
Rubber，這兩種試片主要的差異，表面粗
糙度以及材料性質，TPU 材質比較硬，
不容易產生變形且表面比較光滑，Rubber
材質比較具有彈性而且容易變形，表面比
較粗糙如圖2-2。
試片貼合方式選用同一種材質
(Rubber & Rubber)與(TPU&TPU)，中間使
用點膠方式進行貼合，因為兩種材料之特
性以及表面粗糙度不同，所以製作過程分
為兩種處理方法:
一、TPU 製程流程(TPU 黏結TPU)
因為TPU 表面比較光滑，所以在一開始
會進行表面處理，先在TPU 刷一層表面
清潔劑(此目的在處理表面油性汙垢與雜
質)，並自然烘乾，自然烘乾後在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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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漆(此作用是為了讓黏著劑更能夠附著
於表面)刷完後進行烘烤，最後的步驟即
為點膠(此步驟必須在恆溫下進行)烘烤完
後進行貼合。
二 、 Rubber 製 程 流 程 (Rubber 黏 結
Rubber)
Rubber 表面粗 糙所以膠水 比較容易黏
著，故不需上底漆這個動作，製作過程先
在Rubber 表面上塗一層清潔劑(此目的
在於處理表面油性汙垢與雜質)，清潔完
後以烤箱烘烤，烘烤完後進行點膠(此步
驟必須在恆溫下進行)最後烘烤完後進行
貼合。
2.2.1 Cross-tension(CT)試片尺寸
Tensile test 試片規範參考[9][18]之
試片規範與實驗條件，本研究搭接以
Cross-tension(CT)方式搭接，由兩片基板
(壓克力)與兩片試片貼合(TPU和Rubber)。
Cross-tension 試片樣式如圖2-3。
2.2.2 Tensile-shear (TS)試片尺寸
測試 Shear test 之試片分別兩種試
片: 1、Pure-shear (PS) 2、Tensile-shear
(TS)，由文獻[9]可知PS 試片與TS 試片
測試結果可以互相吻合，所以本研究選擇
Tensile-shear 搭接方式，試片規範參考[19]
之試片規範與實驗條件。試片製作由兩片
基板(壓克力)與兩片試片貼合，
Tensile-shear (TS)試片規格如圖2-4、圖2-5
為Tensile-shear 試片(TPU)與Tensile-shear
試片(Rubber)之試片製作完成後之樣式。
2.3 靜態拉伸實驗結果(油性膠)
本節介紹油性膠之正向與剪向實驗
結果，介紹實驗之前首先介紹本研究出現
過之破壞模式並且說明其原因以及示意
圖，最後由Tensile test 與Shear test 之實
驗取得靜態拉伸之極限應力，歸納Rubber
以及TPU 實驗結果，判斷破壞方式以及
比較黏著強度差異。
2.3.1 破壞模式與黏著強度
由文獻[5]可知膠體對結構之黏著強
度對於材料以及介面有明顯的影響，本小
節歸納出一系列破壞方式，TPU 與
Rubber 實驗結果歸納出五種破壞模式，

(A)黏著劑破壞模式、(B)底材破壞模式、
(C)混合破壞模式(A+B)、(D)介面破壞模
式、(E)混和破壞模式(A+D)。以下為各破
壞模式發生之原因:
(A)黏著劑破壞模式
黏著劑結構本身黏著力小於膠材與底材
之鍵結黏著力，因此發生在黏著劑處破
斷。
(B)底材破壞模式
膠材與底材間之黏著力大於底材之抗拉
力，因此於底材處破斷。
(C)混合破壞模式(A+B)
膠材與底材間之黏著力，一部分大於底材
之抗拉力，因此發生在底材處及黏著劑處
破斷。
(D)介面破壞模式
膠材與底材間之黏著力最小，因此於介面
處破斷。
(E)混合破壞模式(A+D)
一部分黏著劑強度大於與介面鍵結，另一
部分黏著劑鍵結大於介面鍵結造成兩種
混合破壞方式。圖2-6 為本研究實驗過程
出現之五種破壞模式示意圖。
2.3.2 Tensile test 實驗結果
正向實驗以 Cross-tension(CT)搭接方
式進行實驗，測試方法參照 ASTM C297
測試速度為 0.5mm/min。
靜態拉伸結果，油性膠黏著 Rubber
之正向測試結果發現，破壞模式重現性分
析之結果以黏著劑破壞方式重現性較
好，正向實驗極限值為 3.69MPa 左右，斷
裂點在位移 9mm 處斷裂如圖 2-7。
油性膠黏著 TPU 之正向測試結果發
現，破壞模式重現性分析之結果以黏著劑
破壞方式重現性較好，正向實驗極限值為
12MPa，斷裂點在位移 3mm 處斷裂如圖
2-8。
正向 TPU 與 Rubber 破壞方式同樣屬
於黏著劑破壞，TPU 黏著強度大約為
Rubber 黏著強度約為 4 倍，造成此原因可
能是在製作過程中，可能是 TPU 表面比
較光滑所以表面進行刷底漆的動作，而底
漆具有黏性且油性膠刷在底漆表面上，烘
乾過程中可能是產生化學變化導致黏著
劑變強。 模擬膠體元素行為必須從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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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整理方式由各實驗數值取平均，圖
2-9 為 Rubber 正向實驗最大值之前平均結
果的數值。圖 2-10 為 TPU 正向實驗最大
值之前平均結果的數值。
以下分析 Rubber 與 TPU 正向實驗各
種破壞模式之黏著強度比較，Rubber 試片
破壞模式分為三種，分別為(A)黏著劑破
壞模式、(B)底材破壞模式、(C)混合破壞
模式(A+B)，黏著強度小依序為: (C) >(B)
> (A)，三種破壞模式差別在斷裂的位置以
黏著劑破壞模式比較短，底材破壞方式的
斷裂點相對於黏著劑破壞模式長，因為
Rubber 比較軟所以在實驗過程中有拉拔
的效果，如圖 2-11 為三種破壞模式與斷
面圖。
Rubber 與 TPU 正向實驗結果總共出
現四種破壞模式分為，(A)黏著劑破壞模
式、(B)底材破壞模式、(C)混合破壞模式
(A+B)、(E)混合破壞模式(A+D)，歸納破
壞模式各占之百分比例如圖 2-12，左邊直
條分為三種色區即為 Rubber 破壞模式所
占的比例，其中混合式破壞占 38%、底材
破壞模式占 15%、黏著劑破壞占 46%，另
外右邊直條為 TPU 實驗結果分為兩種色
區，其中混合式破壞模式 57%、黏著劑破
壞模式占 43%。
2.3.3 Shear test 實驗結果
Shear test 試片製作以 Tensile-shear
(TS) 搭 接 方 式 ， 測 試 方 法 依 照 ASTM
D3165，測試速度為 1.27mm/min。
油性膠黏著 Rubber 之剪向測試結果
發現，破壞模式重現性分析之結果以底材
破壞方式重現性較好如圖 2-13。
油性膠黏著 TPU 之剪向測試結果發
現，破壞模式重現性分析之結果以黏著劑
破壞方式重現性較好如圖 2-14。
兩種材料破壞模式比較，TPU 之黏著
劑破壞模式為 Rubber 底材破壞模式之黏
著強度二倍，因為 Rubber 材料比較軟表
面結構比較粗糙與黏著劑產生釘著效果
所以被拉扯時容易產生鉤扯的現象，反之
TPU 材料本身比較不容易產生變形，再加
上經過表面處理所以黏著強度比較強。
從實驗取得靜態拉伸實驗之數值後
進行重現性分析，整理方式由各實驗數值

取平均，如圖 2-15 為 Rubber 剪向實驗最
大值之前平均結果的數值。
Rubber 之剪向實驗之黏著強度，主要
破壞模式分為兩種破壞模式，分別為(B)
底材破壞模式、(C)混合破壞模式(A+B)，
Rubber 之剪向實驗中不同類型之破壞模
式 以及 黏著強 度之 比較如 圖 2-16、 圖
2-17，由兩種類型破壞模式的訊息可知油
性膠黏著 Rubber 介面鍵結性很強，導致
Rubber 發生破壞，而對於鞋子而言這樣的
破壞方式是比較希望出現的情況(避免膠
體脫膠)，黏著強度大小依序為: (B) >(C)。
TPU 剪向實驗主要破壞模式分為兩
種破壞模式，分別為(A)黏著破壞模式、(D)
介面破壞模式，主要發生兩種狀況產生是
因為 TPU 表面結構比較光滑(現場的工作
都以人工方式塗膠)，也因為每次膠體與
底漆的量無法控制，導致破壞模式有黏著
破壞模式與介面破壞模式，黏著強度大小
依序為: (A) >(D) 如圖 2-18。
剪向實驗 Rubber 與 TPU 實驗結果可
發現油性膠之正向實驗破壞模式分為，(A)
黏著劑破壞模式、(B)底材破壞模式、(C)
混合破壞模式(A+B)、(D)介面破壞模式。
歸納破壞模式各占的百分比例如圖
2-19，左邊直條分為二種色區即為 Rubber
破壞模式所占的比例，其中底材破壞模式
占 33%、混合式破壞模式占 67%，另外
TPU 實驗結果右邊直條分為兩種色區，其
中黏著劑破壞模式占 67%、介面破壞模式
占 33%。

三、有限元素模型建立與模擬
3.1 膠合元素材料特性
在傳統的製程中，材料的接合方式常
使用螺栓或是焊接，但這些方式皆會對於
材料產生破壞或是應力集中，所以設計適
當強度之膠合接著可有效分散應力以及
增加接著效率。
膠合破壞模式可分成兩種，發生在膠
合 接 著 物 之 間 的 介 面 破 壞 稱 adhesive
failure；發生在膠體本身之斷裂稱 cohesive
failure，但膠材受到黏著時許多外在因素
的影響，難以判斷實際發生之破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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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文之模擬方式把實驗得到的極限
強 度 視 為 此 兩 種 材 料 間 發 生 cohesive
failure 的破壞強度。
因為膠合層的厚度太薄難以在實驗
時 準 確 計 算 應 變 ， 因 此 以 traction
-separation law 的方法描述膠的力學行
為，取代傳統的應力-應變曲線，其式如
下及圖 3-1：
其中
tn = normal traction

ε = 應變

tt, ts = shear traction
K = 材料剛性矩陣
δn = normal separation
To = 試片原始長度
δt, δs = shear separation
膠體破壞準則主要分為四種方法，最大應
力(max. normal stress)、最大應變(max.
normal strain)準則，及二次應力(quadratic
normal stress)、二次應變 quadratic normal
strain)準則，其式如下：

Max.normal stress criterion:
t
max  no
 tn

tt 
 1
tto 

ts
tso

(3-1)

Max.normal strain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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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ratic norm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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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ratic normal 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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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4)

正向、剪向最大 Traction

 no 、  so 、  to =正向、剪向最大應

變值
模擬部份破壞準則皆採用二次應力
(Quadratic normal stress)，此方法考慮三種
方向的應力，模擬結果一旦等於 1 即開始
破壞。模擬參數由靜態拉伸實驗得知膠體
正向以及剪向極限應力，經過轉換成
Traction 值與膠體材料性值，計算結果如
下 表 2 。 模 擬 之 Traction-separation
response 皆以線性方式，原因是套裝軟體
輸入的數值即為最小值與最大值的斜率
所以表現出來的結果呈現一直線的狀
態，另外分離的方式有兩種方式，第一種
Benzeggagh kenane 準則，此方法是設定
總能量方式，當內能達到內能總能量立即
斷裂，第二種設定 Displacement 方式定義
斷裂，也就是當膠合元素之 Traction 達到
破壞應力後，再接續設定之位移量使之斷
裂，本研究採用設定位移的方式定為分離
機制。
3.2 驗證膠體參數
進行全鞋模擬前，必須先驗證是否在
套裝軟體達到應用的價值，並證明模擬方
法是否可行，驗證完畢即可接續判別鞋子
受力狀態。驗證的模型分為正向以及剪
向，驗證工作主要是比對正向之 Traction
值以及剪切之 Traction 值，而 Abaqus 可
以直接輸出正向以及剪向 Traction，所以
無須另外計算。
第一部分先驗證正向 Traction 值，使
用 Abaqus 軟體建立有限元素模型，正向
模擬驗證 Traction 結果如圖 3-2。
正向 Traction 值驗證完接著驗證剪向
Traction 值，使用 Abaqus 軟體建立有限元
素模型，剪向模擬驗證 Traction 值結之果
如圖 3-3。
3.3 膠合元素設定
膠合元素選擇在 Rubber 與 TPU 中間
鋪一層膠合元素，連接的方式使用 Tie 連
接上下兩層材質。
膠合元素之設定程序可由 Abaqus 軟
體開啟 Mesh 進入設定介面，使用者選擇
膠合元素要鋪陳的表面，在各黏接處鋪一
層膠合元素後並由使用者設定其膠體厚
度以及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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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鞋經過 Bending test 後的結果，發
現球鞋最容易發生脫膠的部分發生在
Rubber(底材)與 TPU 黏接的地方。本研究
依照球鞋容易產生脫膠的部位建立膠合
元素並且設定接觸方法。實驗中無法得知
膠體之厚度，以實驗方法取得膠體參數，
套裝軟體膠合元素的厚度設定為零，後處
理選擇需要分析的膠合元素層，以及各部
位之應力圖形以供判斷受力狀態。
建立膠體元素的優點 :
1.模擬軟體應力表示方式即為 Traction 值
(S33 、 S13 、 S23) ， S33 為 正 向 之
Traction，S13、S23 為剪向之 Traction。
2.越接近球鞋真實的狀況，膠體元素模擬
出 來 的 結 果 已 經 是 膠 體 之 Traction
值，所以在預估壽命時無需再經轉換程
序。
3.球鞋進入模擬後，假如膠體元素已經分
離，表示球鞋未達設計壽命所以必須修
改設計，使球鞋達到品檢的標準
(Bending test)。
3.4 邊界條件與材料性質
藉由套裝軟體分析球鞋受 Bending 狀
態，由模擬觀察容易產生應力集中的區域
並且判別球鞋受力之狀態，全鞋模擬使用
Abaqus/Standard 軟體進行模擬，先將膠
底、射出片、氣囊與中底由 HyperWorks
所組成之有限元素的模型，並由
HyperWorks 進行模型修改並且網格，網
格後之模型導入有限元素軟體 Abaqus
後，利用 Abaqus 進行各元件距離位置與
角度之修整。
模擬球鞋在機台上受彎曲之狀態，球
鞋壓在機台上分析步驟: (1)先將鞋子定位
後，(2)設定邊界條件，(3)將頭部壓桿壓
下，固定球鞋前端，(4)驅動滑動桿，使球
鞋產生彎曲現象。
模擬球鞋彎曲的方式，由實際機台
Bending test 之彎曲角度 60 度設為模擬之
邊界條件。
3.5 球鞋模擬分析結果
藉由模擬方法評估鞋體在運動狀態
下受力模式與受力大小，並藉此預估鞋體
容易受到破壞的部位以及趨勢。實驗與模

擬搭配球鞋模擬結果判斷受力模式，由材
料力學觀念可知在物體受力之狀態其產
生應力集中的地方會開始產生破壞，材料
體受拉應力之結果會比材料受壓應力容
易受到材料破壞，而且破壞的方式以及材
料抵抗的能力有明顯的差別。
軟體膠合元素總共可輸出三種應力
狀態，S33、S13 與 S23，S33 應力沿著 t
厚度方向之應力即為正向應力，S13 與
S23 為膠合元素表面之剪向應力如圖 3-4。
套 裝 軟 體 分 析 正 向 應 力 S33 之
Traction 值如圖 3-5。最大正向拉應力
Traction 值為 3.24  10 (Pa)，最大正向壓
4

應力 Traction 值為 1.5 10 (Pa)，但是
對於鞋子來說受力方向未知，對於判斷受
力方式可能會有誤差，所以需要更明確的
受力方向。本研究運用 MATLAB，繪製
具有方向之應力圖，由 Abaqus 輸出正向
Traction 值 以 及 節 點 座 標 後 ， 匯 入
MATLAB 繪 出 具 有 方 向 性 之 正 向
Traction，流程如圖 3-6。
經由 MATLAB 繪製正向應力圖形後
即可判斷膠合元素受拉應力與壓應力之
方向，繪製結果如圖 3-7。
5

四、結論與未來展望
4.1 結論
本研究實驗與模擬分析可得以下之
結論:
由靜態正向拉伸實驗結果可知，以油
性膠體黏著之 Rubber 與 TPU，Rubber 破
壞模式分為三種，黏著劑破壞、混合式破
壞與底材破壞，重現性分析結果以黏著劑
破壞為主要方式，TPU 破壞模式有兩種，
黏著劑破壞、混合式破壞，重現性分析結
果以黏著劑破壞為主要方式。
使用油性膠黏著 TPU，在製作過程中
會在 TPU 表面刷一層底漆使之黏著性更
好(TPU 表面光滑不易黏著)，所以在實驗
結果發現確實發生在介面上之破壞強度
有顯著的比膠體上破壞強度弱，發生在膠
體破壞之黏著強度約為介面破壞模式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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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油性膠體黏著之 Rubber 與 TPU，
靜態剪向拉伸實驗結果可知，Rubber 破壞
模式分為兩種，底材破壞模式與混合式破
壞模式，重現性分析結果以底材破壞模式
為主要，TPU 破壞模式分為兩種黏著劑破
壞模式與介面破壞模式，重現性分析結果
以黏著劑破壞為主要方式。
油性膠體與水性膠體靜態拉伸實驗
結果可知，歸納兩種膠體破壞形式實驗結
果，以油性膠體黏著之 Rubber 破壞方式
以底材破壞為主導，另外以水性膠體黏著
之 Rubber 破壞模式以膠體破壞為主導，
兩種膠體黏著強度油性膠體強度約為水
性膠體 1.3 倍。
使用油性膠體黏著 Rubber 與 TPU，
最後實驗結果顯示膠體對於不同的結
構，破壞的模式以及黏著強度有明顯的差
別，正向實驗以表面處理之 TPU 黏著強
度約為 Rubber 黏著強度 3 倍。
正向實驗之 Rubber 破壞模式所占的
比例，其中黏著劑破壞占 38%、底材破壞
模式占 15%、黏著劑破壞占 46%，另外
TPU 實驗結果其中黏著劑破壞模式占
57%、介面破壞模式占 43%。剪向實驗之
Rubber 破壞模式所占的比例，其中底材破
壞模式占 33%、混合式破壞模式占 67%，
另外 TPU 實驗結果其中黏著劑破壞模式
占 67%、介面破壞模式占 33%，綜合性比
較破壞強度如表 2。
藉由模擬以及實體驗證可供該鞋型
容易受到破壞的部位。並且觀察鞋體彎曲
時膠體受力狀態以及受力大小，此研究流
程方法以及模型，可提供設計師參考依據
以及改善方向。
4.2 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使用剪向之壽命預估球鞋之
壽命，在未來研究可以考慮正向的因素，
進而改善預估壽命的誤差，目前模擬之模
型仍很粗糙，在未來可以修改網格使表面
更平滑，藉以提升更準確的模擬數值。此
外模擬之鞋面模型採用楦頭的模型代替
複雜的鞋面以及鞋帶，真實鞋面的材質是
複合材料性質，這也可能使模擬出來的結
果不準確的原因，未來可以加入鞋面材料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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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格

表 1 膠體材料系數及破壞強度

表 2 破壞強度比較

七、圖片

圖 2-1 微力拉身實驗機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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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Rubber、TPU 之表面
圖 2-7 Tensile test(Rubber)實驗結果

圖 2-3Cross-tension(CT)試片樣式

圖 2-8 Tensile test (TPU)實驗結果

圖 2-4 Tensile-shear 試片(TPU)

圖 2-9Tensile test (Rubber)重現性分析結果
圖 2-5 Tensile-shear 試片(Rubber)

圖 2-10Tensile test (TPU)重現性分析結果
圖 2-6 破壞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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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Shear test (Rubber)實驗結果

Rubber 之正向靜態拉伸破斷面與黏著強度

圖 2-14Shear test (TPU)實驗結果

圖 2-11TPU 正向靜態拉伸破斷面與黏著
強度

圖 2-15Shear test (Rubber)重現性分析結果

圖 2-12 正向實驗之破壞模式百分比

圖 2-16Shear test (TPU) 重現性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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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Traction-separation response

圖 2-17Rubber 剪向靜態拉伸破斷面與黏
著強度

圖 3-2 正向實驗與模擬結果

圖 2-18TPU 剪向靜態拉伸破斷面與黏著
強度

圖 2-19 剪向實驗之破壞模式百分比

圖 3-3 剪向實驗與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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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套裝軟體之膠合元素應力
圖 3-7 膠體元素之正向應力狀態圖

圖 3-5 膠體之正向 Traction(S33)值,單位(Pa)

圖 3-6 MATLAB 繪圖步驟流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