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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测试在导盲犬培育中的应用

王爱国，王福金，王 亮，李慧玲，董建一，王靖宇+
(大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辽宁大连I 16044)

摘要：传统的导盲犬培育方法不仅成功率低(30％一40％)，而且成本高(约15万元／只)，与我国l 691万视障人士的需求相比，存在着极大的

差距。因此，为提高导盲犬的培训成功率，急需寻求经济实用、有效的早期筛选和培育的方法，气质测试便是良好候选方法之一。犬的气质是指

具有规律性，稳定倾向性，能持续地决定各种情境下的行为特征。气质测试已广泛地应用于犬的行为评估，但在应用预测使犬成为导盲犬的报道

较少。本文就气质测试在预测成功培训犬达到能为视障人士服务的导盲犬的应用、分析方法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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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行为测试是在标准的试验条件下，利用特定

刺激来引起动物的行为反应，通过对行为反应进行统

计、分析、对比，评估动物的主要行为类型或特

征⋯。犬的行为测试作为犬行为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已被广泛用予评估行为定向、遗传学的影响、环境因

素的影响、幼犬学习能力、工作能力的预测、被保护

和被收养的可能性、正确与错误行为的判定、人类疾

病动物模型的应用、动物福利以及幼犬选育等各个领

域【2 J。而对于犬能否成为导盲犬的行为测试，主要

是对气质、偏侧性和生理等方面进行测试。

犬的气质(temperament)是指经常出现的行为

反应，具有规律性、、稳定倾向性，能持续地决定各种

情境下的行为特征，又被称为“个性”、“性情”或

“性格”[2-3]。气质还可定义为“动物个体间不随时间

而改变的，稳定的行为差异”【3J。犬的气质测试

(temperament test)是通过犬个体的行为测试，来判

别某一类适合于某种用途的犬的行为特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提高导盲犬的培训效

率，降低培训成本，对许多行为(如恐惧、兴奋等)

进行了气质测试的研究，来预测犬能否适合导盲工

作H’4。3|。在研究中发现，培训导盲犬失败的原因主

要与犬自身的恐惧(fearfulness)、注意力分散(dis·

traction)和过度兴奋(over—excitability)等行为有较

高的相关性H。，14]。这一发现拓展了对导盲犬培训成

功率的预测方法，也为气质测试方法增添了许多新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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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质测试的主要种类、方法及内容

对导盲犬的评价主要是针对：犬的警惕性(pre—

caution)、攻击性(aggression)、注意力分散(dis—

traction)、敏感性(sensitivity)、适应性(adaptabili—

ty)、专注(concentration)、兴奋性(excitability)、

焦躁(nervousness)、猜疑(suspicion)、随意便溺

(defecation)、焦虑(anxiety)等行为方面进行犬行

为评估，采用打分的方式评价u5|，淘汰有不可矫正

行为的犬。

自从Serpell等uo首次将气质测试应用于导盲犬

培训以来，所采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而在预测导盲

犬培训成功与否方面，主要围绕着恐惧、注意力分散

和兴奋性H。，141进行测试。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6种。

1．1社会交往测试(social contact test)

Svartberg等【16。1。¨的方法是：训犬员领着犬与陌

生人接近，陌生人友好地与犬“握手”，接着陌生人

领着犬走出离训犬员10 m的距离，然后返回训犬员

处，背对着训犬员与犬交往(触摸犬的头、耳、嘴

等部位)，观察犬的反应，打分评定；也有将犬带入

测试室后，记录犬与陌生人接触所等待的时间012'1 8I。

1．2消极测试(passive test)

Svartberg等¨7 o的方法是，用2 m长的链子拴犬，

和训犬员一起走进测试场地，将链子另一端固定，离

开犬3 m，观察犬的反应(记录在3 min测试时间内

犬坐、卧、休息的时间)，打分评定；Lara等¨副将观

察时间延长到6 min；Lara等¨21使用的测试方法与社

会交往的测试方法相同。

1．3追捕测试(cllll舳test)

Svartberg等‘16。17 3和Lara等‘183的方法是，将长40

cm的物体放在地面上，拴在50—60 m的绳子上，训

犬员与狗走近物体，松开犬链，在绳子另一端由其他

人员匀速拽动物体，记录犬第一次捕捉到物体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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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Lara等¨21将被拽动的物体改成了一个“可自

行移动的装置”，并且把测试由室外改成室内。

1．4噪声测试(noise test)

Svartberg等¨¨1『列的方法是，用一片1．5 m的金

属片一端连接绳子，当训犬员和犬走至距金属片1．5

m处时，其他人员拖动绳子使金属片产生声响，观察

狗的反应，打分评估；Lara等u副的方法是，发出5

次大声的喧哗，记录犬从停止到恢复活动所用的时

间；Lara等¨21则使用从高处落下金属板发出的声音，

记录犬从停止到恢复活动所用的时间。

1．5注意力分散测试(distraction test)

所有的这种测试方法基本相同，用陌生的犬，接

近被测试犬，根据被测试犬的反应，打分

评定‘12，18圳1。

1．6突然出现测试(dudden appearance test)

Svartberg等¨6。11刊称其为“幽灵”(ghosts)测试，

方法是用画着幽灵图案的白布单，朝向犬慢慢地接

近，观察犬的反应(逃跑、接近、攻击)，打分评

估；King等‘201、Lara等㈨和Lisa等‘211的方法是在
4犬面前突然立起一个面具，观察犬走近和接触面具所

用的时间。

2气质测试的影响因素

气质测试在犬其他方面的评估应用较多，如

Claire等心1列举了用环境刺激来测定犬的气质的48

篇文章，而关于导盲犬预测的报道较少。

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研究表明，比拉布拉多

犬体形小的犬不适合作为导盲犬，被测试的犬种主要

有：拉布拉多犬、金毛猎犬、黄金拉拉犬、德国牧羊

犬和比利时黑牧羊等大型犬。为此，澳大利亚皇家导

盲犬协会依据犬的体型和犬的品种特征，规定拉布拉

多犬和金毛猎犬为导盲用犬H J。
‘

据美国FCN网站(The Furry Critter Network；

FCN)[221的资料显示，拉布拉多犬小于6月龄为幼犬

期，6—8月龄开始为性成熟期，12～18月龄为青年

期，20月龄以上为成年期。因此，应依据犬的不同

成长阶段的行为特点，应用不同的测试方法和判断标

准。对于幼犬的测试应按其行为的特点和将来发展及

用途，提出特定的项目来进行训练和测试旧1。幼犬

的测试试验表明，6月龄的幼犬在消极测试中的坐

(P=0．005)和休息(趴于地上，头放于前爪或地

上)(P=0．006)、跳跃(P=0．005)这三种行为对

其将来能否培训成为导盲犬有显著的相关性¨1|。因

此，Lara等¨刈指出，幼犬由于其行为的不确定性，

作为潜在导盲犬的培训应是强化其简单的坐、卧、站

立等行为的训练，杜绝跳跃行为。而在犬的青年时

期，身体迅速长成，学习能力有很大的提高，这个期

间是预测培训成功导盲犬的最佳时期¨1|，并且在此

时进行测试和判定，能够节约导盲犬的培训成本。在

犬成年后，其行为、性格以及身体都已定型，学习与

培训都已结束，无需再进行预测，只需进行验证性

测试。

3气质测试的分析

预测导盲犬的气质测试的结果描述，主要分为以

下两种。

第一，将整个测试结果总和起来进行描述。如：

Serpell等Ⅲ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犬的恐惧／侵略行

为的8个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是，“有恐惧／侵略倾

向”的犬对培训导盲犬的影响最大(P<0．001)。

Svartberg等u叫通过对12二18月龄犬的“勇敢(bold—

ness)”计分，分析了品种(German Shepherd dog，

GSD；Belgian Tervuren，BT)、性别、年龄对犬的培训

成功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勇敢”的犬更容易学习

复杂的行为，增加了培训成功率，对于得分低(害

羞)的犬，应该进行“勇敢”行为的培训。

第二，在各分项测试中，对某一种行为与导盲犬

培训成功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描述。如：Lisa等悼叫在

测试中发现，13～17月龄的犬在消极测试和噪音测

试中“坐”的时间与导盲犬培训成功率有显著相关

性(P=0．028)，通过它判断犬培训成功率在65％。

突然出现测试结果与导盲犬培训成功率无相关性(P

=o．91)。在犬注意力分散测试中，犬出现“喘息”

(P=0．029)和“舔舐”(P=0．005)行为与导盲犬

培训成功率有显著相关性，该结果与Tomkins等旧纠

的测试结果相同，且这种测试的综合测试与导盲犬培

训成功率有极显著的相关性(P<0．001)。Lara等¨21

在测试中发现，6月龄犬的注意力分散测试中的

“跳” (P=0．005)和消极测试中的“卧” (P=

0．002)和“休息”(P<0．001)与导盲犬的培训成

功率有极显著的相关性。14月龄的犬在测试中，只

有在噪声测试中的“恢复时间”(P=0．012)和犬注

意力分散测试中的“拉扯”(P=0．004)与导盲犬的

培训成功率有显著相关性。

4气质测试的发展方向

导盲犬的气质测试是复杂的，其测试结果不仅受

到犬的来源、品种、性别、年龄、生理状况等诸多内

在的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犬所处的家庭寄养的环境、

培训的方法、训导员的经验、成功判定的方法等外在

因素的影响。因此，为减少各种气质测试项目间所产

生的误差，建立标准的气质测试项目，增加各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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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之间的对比性尤为重要。同时，应用行为学的气

质测试需要一个完善过程，需要对测试材料和测试方

法进行统一。对于预测导盲犬气质测试的研究，简

便、行为评分容易、行为解释准确、行为数据目的性

强、对比性强等方面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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