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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侧性测试在预测成功导盲犬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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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偏侧性测试在预测成功导盲犬巾的应用进行了论述，介绍了偏侧性的概念、分类、主要测试方法、测试时机

及注意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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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28日，WHO第56届世界卫生大

会审议通过的《消除可避免盲症》报告中提到，当今

世界有4 500万人失明和另有1．35亿人视力受

损“，我们称其为视障人士。目前世界上提供给视

障人士的几种流行T具，如：手杖、导肓犬、移动电

话、全球定位系统和电子移动设备等，可以帮助视障

人士的生活”1。其中导盲犬的优势在于它区别于

其它工具，给视障人士提供多种独特的益处，包括增

加独立性，自信心，移动性，社会互动，以及陪伴等，

并引导视障人士充分和积极的投入到社会生活”。。

然而，训练一个成功的导盲犬的费用约

30 000澳元”，在我国大约需要12～15万人民币。

其中，除了犬舍设施，犬饲养及培训等方面需要大量

的人力、物力，占用大量的资源外，导盲犬较低的培

训成功率(约50％)”’“是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因

素。

因此，确定一种方法能早期发现适合于导盲工

作的犬，将有助于提高导盲犬培讪效率并降低培训

成本。目前有许多评估方法，可以预测犬是否适合

导盲工作，其巾，犬的行为测试就是一种很好的预测

成功导盲犬的测试方法。

在预测成功导盲犬的行为测试中，主要分为：生

理测试、气质测试和偏侧性测试等，每一类中叉包含

许多种具体的测试方法。本文就偏侧性测试中的各

种方法进行论述。

1偏侧性(1ateralization)测试的定义

犬的运动受大脑的支配，由手颅底神经交叉的

存在，左侧大脑半球支配躯体右侧的运动，而右侧大

脑半球支配躯体左侧的运动。当个体受到外界刺激

时，由大脑指令，使躯体的右侧或左侧产生运动，来

一回应刺激。

偏侧性就是由左右大脑半球发冉指令，控制躯

体两侧的自动反应，使躯体的左侧、右侧或双侧运

动，优先处理外界刺激。常使用左侧躯体运动，来回

应刺激的为左侧偏侧性；常使用右侧躯体运动的，为

右侧偏侧十牛；而常使用双恻躯体运动的，为双侧偏侧

性(如人的左撇子．右撇子就是偏侧性)。它由大脑

控制运动的不对称性引起，可以用来预测更普遍的

行为的属性”。。

Westergaard等”。指出，动物中的不对称性(偏

侧陛)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关，善用右手的猕猴

不容易攻击同类，社会地位较高，并且比善用左手的

猕猴能花更多的时间与同类接近；同时善用右手的

猕猴还对社会与空间限制有较低的反应，表现为更

大胆，进入陌生的房间更快，比善用左手的猕猴敢挪

动更多的物体”。”o。

Branson and Rogers”“报告了犬的偏侧性与噪

音敏感性(恐惧)之间的相关性，指出任犬的足部重

复完成任务时，狗爪的偏侧性(paw preference；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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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恐惧相关，当狗具有双侧偏侧性时易产生恐惧，而

恐惧正是导盲犬训练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1。因

此，了解狗的偏侧性可预测其恐惧，从而可以预测导

肓犬培训的成功与失败。

2偏侧性测试的种类

Lisa”1曾在文章中列举了前人所采用的测试偏

侧性的方法：食物探索(reaching for food)、旋转方向

(circling direction)、抓住骨IKong上的爪子(paw on

bone／Kon91”)、眉心去除胶带(removal of tape from

eyes)、鼻部去除胶带(removal of tape from nose)、去

除毛毯和爪子摇动(blanket removal，and paw—

shaking)、第一台阶测试(first-stepping)等。而近期

对犬的偏侧性测试方法主要是改进前人的测试方法

形成的：1)胶带测试(Tape test)，从鼻部去除胶带，

为防止眼部抓伤而不用从眼旁去除胶带的方法；2)

Kong测试(Kong test)，是结合前人的探索食物、旋

转方向和Kong上的爪子3种方法，而形成的新的

Kong测试；3)第一台阶测试(First·stepping test)，是

在前人的第一台阶测试的基础上，在测试方法上加

以改进，并增加了个体方差分析，是一种新的测试方

法。

2．1胶带测试(Tape test)

Quaranta⋯o首次应用了此法对狗进行偏侧性

测试，其方法是将一小块的胶带粘于狗的眉心(两

眼之间)，让狗用爪子去抓掉胶带，从而记录其左爪

和右爪的使用次数，计算其偏侧性。但这种方法的

缺点是狗在激怒时，易抓伤自己的眼睛。Lara”“改

进了这种方法，用15 mm×50 mm的聚氯乙烯胶带，

粘贴在狗头部中线背侧、鼻子的平整部位，避免了抓

伤眼睛。同时测试方法也由前人的2 rain内的记

录，改为记录狗的抓取次数，总次数达到26次，如果

胶带被抓掉，重新贴上继续坝4试。其胶带测试的测

试结果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有显著相关性。

2．2 Kong测试(Kong test)

最早应用Kong测试的是Branson等”“，但主要

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进行偏侧性测试，而是测试拉布

拉多犬和金毛猎犬的食欲。Lara”“首次将这一测

试应用于犬的偏侧性测试当中。其做法是：在一个

固定的管子(Kong)中，放人可口的胶状食物(在冰

箱中冷冻，使食物变硬，防止食物流出)，用摄像机

记录狗在掏取管内食物时使用左爪、右爪或双爪的

次数，记录100次为止，计算狗的偏侧性。这种测试

方法由于食物距离狗较远，当狗饱食或对食物不感

兴趣时，测试无法进行。Lisa”o叉结合其他测试方

法，对Kong测试加以改进，首先是将固定的Kong，

改为可活动、能在原地转圈的Kong；其次是Kong更

接近狗，使狗对填充食物的Kong更感兴趣。其做法

是：将圆锥状的Kong(到地时，可在原地转囤，活动)

内倒人半流体状的食物，在冰箱中冷冻变硬，放于狗

的前部．用摄像机记录狗使用左爪、右爪或双爪握住

Kong的次数，计算狗的偏侧性(见图1)。Kong测试

的结果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有显著相关性”“。

围l在Kong测试中所使用的不同爪子”1

(A)使用左爪子；(B)使用右爪子；(c)使用双爪子、

2．3第一台阶测试(first-stepping testl

Van Alphen ct6]首次将第一台阶测试应用于狗

的偏侧性测试中，其做法是：使用36条不同品种的

狗。让狗在距离台阶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坐或卧等

待)，测试开始后由狗的主人牵引，走向台阶，当狗

的爪子接触到台阶的前缘时，记录爪子是左或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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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偏侧性。这种测试方法，存在着诸多的弊端。

首先，是狗坐或卧的位置距台阶有一段距离，当狗走

到台阶边缘时有可能是左爪，也有可能是右爪．这样

造成记录的误差。其次，牵引狗的人是狗的主人，一

般情况下导盲犬在训练时，狗是走在人的左侧，经过

长期训练与主人配合，一般会出现狗从停留到启动

常用左爪．这也会造成测试的误差。针对以上的测

试缺点，Lisa o“又重新设计了新的第一台阶测试，其

做法是：让狗站立于台阶的边缘，两前爪与台阶平

行．由与狗不熟悉的助理牵引，测试者和摄像机在台

阶对面记录，狗下台阶时所使用的第一的爪子(左

或右)作为记录(见图2)．共记录50次，前10次狗

在助理的左侧．后10次狗在助理的右侧，在后15次

狗在助理的左侧．最后15次狗在助理的右侧。

图2在第一台阶测试中不同爪子的使用

(A)狗前爪与台阶平行；(B)狗下台阶时使用右爪；(c)狗下台阶时使用左爪

通过上述的改进。作者应用了131条狗做了第

一台阶测试与改进后的Kong测试，并对两种方法进

行了-比较，发现第一台阶测试是一个可重复的、指标

一致的测试；有显著右侧偏侧性的狗，适合完成导盲

任务；第一台阶测试，比Kong测试速度快(前者

20 min，后者4 h)，显示出较强爪子偏侧性，而且比

Kong测试暴露出更多的具有显著性的左或右侧偏

侧性。

3偏侧性测试的时机

对于潜在导盲犬的行为测试通常是在6月龄、

14月龄和20月龄”“；或13—17月龄”’“；或6月

龄、24月龄””进行。在狗的4～8、12～16、20～24

月龄这3个年龄段中，其所处的生理时期有很大的

变化，即幼年期，青年期(性成熟期)和成年期。

Claire”“认为对于幼犬的测试应按其行为的特

点和将来发展，以及将来的用途，提出特定的项目来

进行训练和测试。Lara Batt””指出．幼犬由于其行

为的不确定性，作为潜在导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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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在对幼犬的测试中证明了这一点，6月龄幼犬的

坐(P=0．005)、休息(趴于地上，头放于前爪或地

上)(P=0．006)、跳跃(P=0．005)这3个行为对其

将来培训成为成功导盲犬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与偏

·侧性的Kong测试(P=0．075)和胶带测试(P=

0．158)无相关性。

对于青年犬，身体迅速长成，学习能力有很大的

提高．此时应进行较复杂的测试。Lara”“在对青年

犬(14月龄)的测试中表明，胶带测试(P=0．001)

和Kong测试(P<0．001)对培训成功导盲犬的成功

有显著的相关性，按照该研究所推导的公式，预测导

盲犬成功率高达100％。

，对于成年犬，其行为、性格以及身体都已定型，

此时的测试应全面考虑，按照合格导盲犬的要求严

格筛选。Lara o”的研究显示成年犬的偏侧性与导

盲犬成功率成功率无相关性。

综上所述，偏侧性测试的最佳时机应在犬的青

年期进行。Lara””确定14月龄的行为测试是对潜

在导盲犬评估的最佳时期，而不是6月龄，这是因为

此时狗接触社会和环境的成熟度更高，行为特征比

6月龄更稳定。

4品种与性另4对偏侧性的影响

狗的品种对偏侧性的影响目前的报道说法不

一。Batt等”1应用Kong测试的研究结果表明，品种

不影响其偏侧性；而Lisa⋯的实验中在应用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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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测试时，结果表明品种对偏侧性无影响；但在应用

Kong测试时，结果显示品种对偏侧性有显著影响，

其中黄金拉拉犬(扣布拉多犬与金毛犬的杂交犬)

的偏侧性明显低于拉布拉多犬和金毛猎犬，金毛猎

犬是偏侧性最强的品种。作者认为，由于黄金拉拉

犬已育成并获得了两个品种的优秀基因，对丁怎样

对黄金拉拉犬进行偏侧性影响的评估，将是未来有

趣的研究课题。

关于狗的性别对偏侧性影响的报道也说法小

一。有些实验认为狗的性别与偏侧性有相关性．且

雌性主要有右侧偏测性，而雄性更倾向于左侧偏测

性”“；而有些实验证明狗的性别与偏侧性之问没有

相关件”’”1。追究其原因，正像Lisa”’在文章．中所

分析的那样，性别对偏侧性所形成的差异，HJ能是性

激素所引起的，而前人所用的实验犬有的是绝育的

犬，有的足未绝育的犬，由于这些犬的激素水平不

同，而使测试的结果大不相同。

5结束语

犬的行为学研究，重在通过犬的行为分析判断

其本质，而犬的行为受到环境、生理、心理等诸多方

面的影响，使其在相同的测试中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潜在导盲犬进行测试时，要做到

以下几点要求1)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影响，以唯一的

变量对狗的行为进行测试；2)测试必须可靠，如果

对一种行为应用两种测试时，两种结果必须成显著

的正相关；3)测试记数或记分必须敏感，个体行为

差异要最小化；4)测试具有有效性，使测试真实地

反映出行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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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负责人和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

3．1．2 动物的隔离、取样和保存、病原体的确定实

验。

3．1．3对疑似感染者进行健康诊断。

3．2确定感染时应采取的措施

3．2．1 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感染事件的进展情况

以及检查结果。

3．2．2实验j殳施的管理者和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

商议对策，必要时可邀请专家及行政机构配合。

3．2．3采取一*要的措施(包括处死动物、关闭实验

室、对文验室进行彻底的消毒灭菌、废弃物的处理

等)。

4结束语

以上针对动物实验设施内为防止因大动物咬

伤、抓伤而引发人畜共患病提出了应采取的预防措

施，同时也针对事故发生后提出了一些防止感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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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扩散的观点，提m防止事故发生的重点是对实

验人员及饲养人员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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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ateralization Test in Predicting Success Guide-dogs

WANG Fu·jin，WANG Ai—guo，WANG Liang，LI Hui—ling，DONG Jian—yi，WANG Jing-yu

(Laboratory animal Center，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Dalian 116044，China)

Abstract：Lateralization test of behavioral tests has bccn described about application to predict the SUCCESS guide

dogs in this paper，including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laterality，test method and time，and points for attention

Key words：lateraligation test；prediricting SUCCESS cruide—d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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