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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盲犬运动偏侧性测试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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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三种常用的运动偏侧性测试方法的可行性及对偏侧性的影响因素，寻找适合于

测定待训导盲犬运动偏侧性测试的方法。方法 采用第一步台阶测试、胶带测试和KONG测试

三种方法，记录了62条犬的爪子运动偏侧性表现数据。通过方差分析，比较了使用不同测试方法

时，犬的性别、品种以及去势情况对犬爪子运动偏侧性的方向和强度的影响，并对不同测试方法

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结果 采用第一步台阶测试、胶带测试方法，在犬性别、品种以及去势对

犬爪子运动偏侧性方向和强度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尸>0．05)；这两种测试方法之间对比，偏侧性方向

无显著差异(尸>．o．05)，但偏侧性强度间差异极显著(P≮0．001)；使用z—score对偏侧性强度进行分析

表明，第一步台阶测试方法比胶带测试方法显示更强的偏侧性。KONG测试因操作困难，无法得

到可使用检测数据。结论 犬的品种、性别及去势对其爪子运动偏侧性方向和强度无显著影响。

第一步台阶测试方法在操作简便性、准确性、区分与记录明晰性等方面都优于胶带测试，是一种

良好的犬运动偏侧性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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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盲犬是应用动物行为学原理进行培养与训

练，专门为视障人士提供向导服务的工作犬。目

前在我国内陆有1 233万视障人士，而仅有57人正

在使用导盲犬(由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提供)。

国际导盲犬联盟规定：l％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视

为导盲犬的普及，而目前我国内陆距这一标准还相

差甚远【¨。导盲犬的选择和培训需要花费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寻找一种可靠的行为测试方

法，先期确定待训犬作为导盲犬的适合性，提前

淘汰不适合的犬，可以大大节省培训费用，降低

劳动量，提高培训效率【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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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测试是常用的工作犬(如导盲犬、搜救

犬、缉毒犬等)适合性测试的主要方法之一。各种

工作犬的行为测试的内容，根据犬的用途不同也各

有侧重。而对于导盲犬的行为测试，主要有两种

测试方法，即气质测试和偏侧性测试。气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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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社会交往测试、消

极测试、追捕测试等六个测试【3】。偏侧性就是由左

右大脑半球发出指令，控制两侧躯体的自动应答，

使躯体的左侧、右侧或双侧发生运动，优先处理

或应对外界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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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右侧偏侧性；而常使用双侧躯体运动的，为双

侧偏侧性【扪。偏侧性是由大脑控制运动的不对称性

而引起的，通过测试可以用来预测更为普遍的行为

属性。偏侧性的测量，可以从运动偏侧性、结构

偏侧性及感官偏侧性等方面进行【训。通常对运动偏

侧性的研究较多。而犬的运动偏侧性通常是通过前

爪子的表现(左侧、右侧或双侧)进行衡量【扪。

据报道，偏侧性可用来预测犬的恐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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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反应敏感、胆小和恐惧等是导卣人的不良性

状，这样的犬会导致导盲犬培训成功率较低，因

此可以用偏侧性测试来预测导盲犬培训的成功或失

败【5J。目前国外关于导盲犬的偏侧性测定，出现了

许多不同的结果。例如一些研究表明：偏侧性测

试与性别之间对导盲犬的培训没有相关性i5-91。而

Wells[101和Quaranta等ii 11贝0认为，雌性主要有右侧

偏侧性，而雄性更倾向于左侧偏侧性有利于导盲犬

的培训等等。为此，作者通过中国导盲犬大连培

训基地的待训犬、在训犬以及培训成功的犬，进

行了不同的偏侧性方法测试，并对其在性别、品

种、去势与否上的表现等进行了探讨。

1材料与方法

1．1测试犬

本研究共选择62只犬，均来自于中国导盲犬

大连培i)iI基地，品种有金毛猎犬(Golden Retriever；

GR)、拉布拉多猎犬(Labrador Retriever；LR)以及黄

金拉拉猎犬(金毛猎犬和拉布拉多猎犬的混血)

(Golden×Labrador；GL)。犬的年龄在9～18月

龄(表1)。

1．2测试器具

第一步台阶测试所需的器械由木质材料制作，

其大小及尺寸如图1所示。胶带测试的胶带为厚双

面胶的聚乙烯胶带，测试时剪裁成约3 cm×1．5 cm

的小块，其粘贴部位与方法见图2。KONG测试所

使用的KONG为中空且两端有孔的葫芦状橡胶材料

制品(图3)。各种行为所出现的次数，采用数字计

数器记录。

1．3测试方法

1．3．1第一步台阶测试(First-steppingTest) 助手先

q‘·1 K．．～ 1i．1Ln

图1第一步台阶测试所用器械简图

带领犬从斜坡走上方形台，并与犬一起停在方形台

另一侧的台阶边缘处，使犬迈出的第一步正好踏在

向下的第一级阶梯边缘。助手站在犬的右侧，并

使犬链松弛，主测试员站台阶正面2 m处记录。测

试员叫犬的名字来诱导犬自主走下台阶，助手跟随

犬一起走下台阶，测试员记录犬踏出第一步所使用

的左(或右)爪子。然后助手带犬重新由斜坡回到测

试台上，进行第二次测试I]21。以上步骤重复25次

图2胶带测试中，胶带粘贴位置

图3 KONG测试所用的KON(；

表1测试犬的基本情况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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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助手转换站在犬的左侧带领犬，再进行25次

测试。记录测试犬在踏出第一步下台阶时分别使用

左、右和双爪子的总次数。

1．3．2胶带测试(Tape Test) 助手带犬进入陌生的

测试房间(4 m×3．8 m)，松开犬链，主测试员将

胶带贴于犬的鼻被正中线(鼻镜上方有短毛区域)。

犬开始用前爪试图去除胶带，主测试人员宣布犬所

用的是左或右前爪子，助手记录其所使用左或右前

爪的次数。总共收集50次使用爪子情况的数据。

如果在达到50次之前犬将胶带剥离，用同样的方

法换一块新胶带贴上，继续测试[121。

1．3．3 KONG测试(KONG Test)测试前1 d将犬喜

欢的胶体食物装入KONG内，并放入冰箱中冻实。

测试前将花生酱(低脂型)涂抹于KONG的大口边

缘，以激发犬对KONG的兴趣。当犬想得到KONG

内食物时，必定用前爪控制住KoNG，此时记录

犬所用爪子的情况。记录测试犬在每次持KONG时

分别使用左、右和双爪子的总次数[1 21。当记录数

据达到50次时停止。

1．4检测指标

1．4．1偏侧方向(Lateralization direction)

国际上通用的偏侧方向的计量，是使用偏侧性

指数(Lateralization index，LI)来计算的。其计算采

用如下公式：LI=(R-L)／(R+L)×100

其中：R表示使用右侧爪子的次数。L表示

使用左侧爪子的次数。LI：代表使用偏左侧爪子

的回应。LI为正值表示右侧偏侧性，LI为负值表

示左侧偏侧性。LI等于0表示缺乏偏侧性或叫双侧

偏侧性⋯。

总体偏侧性的确定还可以用左爪子使用次数

(SL)表示。其计算采用如下公式：

SL=L／(R+L、×100

其中：L表示使用左爪子的次数，R表示使

用右爪子的次数。SL的范围在0～100。SL>50表

示左侧偏侧性，SL<50表示右侧偏侧性。SL=50表

示缺乏偏侧性，即双向偏侧性【21。

1．4．2 偏侧强度(Lateralization strength) 偏侧性的

强度用LI的绝对值表示(I LI I)。绝对值越大，

表示偏侧性的强度越大，这与偏侧方向无关【引。

比较当前和以往的偏侧性研究，犬的偏侧方

向可分为左侧偏侧性、右侧偏侧性、双侧偏侧

性。而按照国际惯例，偏侧强度的大小也可用z—

score表示，即I z I>1．96表示有明显偏侧性

(P<O．05)，l z I<1．96表示无明显偏侧性(P>0．05)。

z>1．96表示明显右侧偏侧性，z<一1．96表示明显左

侧偏侧性。其计算采用如下公式：

Z=(R一[(R+L)／2]／4【(R+L)／41)

其中：L表示使用左爪子的次数，R表示使

用右爪子的次数⋯。

1．5统计分析

根据计算所得偏侧方向值，与犬的性别、品

种、是否去势等变量因素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对

试验结果使用Excel进行整理，应用t检验进行差

异显著性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三种测试方法的可行性

经过测试发现，第一步台阶测试和胶带测试

均具有可行性，操作简便易行，数据记录准确，

收集50个测试数据只需要20 min左右。而KONG

测试则操作困难，记录的数据较为杂乱，没有典

型的偏侧性差异。因此，以下的结果只对第一步

台阶测试和胶带测试的结果进行分析。

2．2不同因素对犬的偏侧方向影响的比较

犬的性别、品种及去势与否对偏侧方向影响

差异不显著(P>O．05)(图4)。

2．3不同因素对犬的偏侧强度影响的比较

犬的性别、品种及去势与否对偏侧强度的影

响差异不显著(尸>0．05)(图5)。

2．4两种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之间比较

图6表明，使用两种测试方法，偏侧方向之

间的差异不显著，而偏侧强度之间的差异极显著

(P<O．001)，说明第一步台阶测试的测定方法比胶

带测试更能显著地测试出犬的偏侧性。

2．5两种测试方法的不同统计方法的偏侧强度结果

之间比较

使用z—score对偏侧强度进行统计(图7)显示，

第一台阶测试的偏侧强度结果比胶带测试的偏侧强

度结果更明显(第一台阶测试的偏侧强度结果为

69．35％，胶带测试的偏侧性结果为32．26％)，这

与图6的偏侧强度分析结果相一致。

2．6两种测试方法的不同统计方法的偏侧方向结果

之间比较

通过z—score分析，使用第一台阶测试，共有

43只犬(69．36％)具有显著偏侧性；使用胶带测试，

共有20只犬具有显著偏侧性(32．17％)；使用两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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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两种测试方法之间偏侧方向的相关性比较

(z．score统计)

试方法对同一只犬测试，均具有显著偏侧性者共

14条(22．58％)，其中偏侧方向相同者有8条，结

果相冲突者(偏侧方向相反)6条。从图8可以看出，

两种测试方法相比，同一只犬的偏侧性意义显著且

方向相同者为33．87％。说明两种测试方法采用不

同统计方法，所得的测试结果存在较高的差异。

3讨论

恐惧性是导盲犬培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恐惧性高的犬不适合作为导盲犬【5．n】。因此确定一

种早期发现犬的恐惧性的方法，对提高导盲犬培训

效率及降低培训成本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测定其

恐惧性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了解并测试犬的偏侧

性，可以预测其恐惧性，并预测训练犬能否培训

成导盲犬。偏侧性测定的目的就是通过犬的偏侧

性，预测犬的恐惧性。偏侧性强，其恐惧性低，

培训合格导盲犬的几率就高。以此来对导盲犬的培

训提供理论支持。

第一步台阶测试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一种可靠的

方法，其记录结果只有“左爪”和“右爪”两种。

数据收集较容易，一般25 min即可收集到50次爪

子使用情况的数据。作者使用的是Tomkins等使用

的测试方法【21。但此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

如果犬在测试前经历过专业的导盲犬培训(未上

岗)，则它们迈下台阶的第一只爪子可能受到训练

习惯的影响。导盲犬训练时，犬是位于训练员左

侧的，而且这个位置是固定的。训练时有一个必

须经历的训练项目，即上下台阶的训练。要求犬

在上下台阶前必须用身子挡住训练员的脚，由于犬

一直位于人的左侧，所以犬在执行挡的动作时多数是

右爪子先行。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右爪习惯大于左

爪。这也是很多人报道的导卣犬的右侧偏好多于左

侧偏好的原因之一。另外，由于作者是连续收集

50个数据，测试任务单调，场地场景单一，必然

使犬形成习惯，从测试记录上可以看出，犬多数

时候是连续使用同一爪子5次以上。而助理在25次

以后改变方位的时候，犬的第一次迈下台阶的爪子也

多会发生变化。这也是助理改变站位的必要原因。

胶带测试也是最常用且简单易行的方法之一，

它不需要额外的仪器设备，只需要常用的厚质双面

胶带即可。大多数犬收集50个数据只需要15 min

左右，是三种方法中速度最快的一种。Quaranta等

首次将胶带测试应用于犬的偏侧性测试中【¨】，其方法

是将胶带粘贴于犬的眉心(两眼之间)，但这种方法存

在着犬激怒时易伤到眼睛的缺点。Batt等改正了这

一缺点，将聚氯乙烯胶带粘贴在鼻背部f9】。本次测

试应用的是改进后的测试方法，效果较好。通过

对在训犬的胶带测试作者认为其存在的弊端。首

先，尽管这种测试方法的测试速度较快，但和第

一步台阶测试相比，数据的记录显得困难一些。

因为粘贴胶带会使一些犬被激怒，导致它们出现原

地转圈、打滚、将鼻子在测试员及助理的身上、

墙上蹭等行为，严重干扰和影响了数据的记录。

其次，有时犬的去除胶带的速度是相当快的，现

场记录容易遗失数据；和第一步台阶测试相比，

记录结果除“左爪”和“右爪”外，还会有“双

爪”的现象。

KONG测试也是一种国际上常用的测试方法，

用KONG测试进行偏侧性评估的报道也很多，而

且很多篇报道都是利用KONG测试得到了显著性的

结果【4tH，·引。然而，作者在使用KONG测试进行评

估时，尽管也按文献描述的要求进行了精心准备，

却未能取得预期效果。首先，犬在KONG测试时

通常都是两只爪子握住KONG，并非他人报道的那

样经常使用单只爪子。并且通常是握住KONG不

放，这使得数据记录无法进行；其次，由于KONG

内的食物需要冷冻处理，在尝试一段时间不能取出

食物后，犬对KONG测试的兴趣就消失了，使得

测试不能继续进行。作者选择了金属材质和橡胶材

质的KONG，还选择了不同型号的，均未能取得

成功。因此，作者只使用了上述两种国际通用的

测试方法进行偏侧性的评估。

本试验所采用的两种测试在偏侧方向上的结

果，均为雌犬具有左侧偏侧性，而雄犬具有右侧

偏侧性的倾向，这与Quaranta等报道的结果⋯】相

同。然而，对犬的性别对偏侧性影响的报道中，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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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还有犬的性别与其偏侧性之间没有相关性的

说法15-9】。究其原因，正像Tomkins等在文章中所

分析的那样：性别对偏侧性所造成的差异，可能是

性激素而引起的，而前人所用的犬有的是绝育的

犬，有的是是未绝育的犬，由于这些犬的激素水

平不同，而使测试结果大不相同【2】。犬的品种对偏

侧性的影响目前报道的说法不一。Batt等应用

KONG测试，结果发现品种不影响其偏侧性【。1；而

Tomkins等的试验中应用第一步台阶测试，结果品

种对偏侧性无影响㈦：而应用KONG测试时，品种

对偏侧性有显著影响，其中黄金拉拉犬(拉布拉多

犬与金毛猎犬的杂交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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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本次试验结果来看，各品种间偏侧性无显著差

异，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所使用的各品种的样本

数量太少(尤其是黄金拉拉犬只有8条)所造成的，

因此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关于测试方法对偏侧性的影响已有报道。本

研究中，两种测试方法对偏侧性的方向分析未见显

著差异。Tomkins等对第一步台阶测试和KONG测

试进行比较，得到的结论是家犬的偏侧性行为有强

烈的任务依赖【2】。wells使用了三种测试方法，包

括和测试人员握手、去除头上毛毯和从金属罐中取

出食物，发现三种测试方法比较既有正相关也有负

相关【10l。第一步台阶测试所得的偏侧强度与胶带

测试的结果相比，二者差异极显著(P<0．001)。这

说明第一步台阶测试与胶带测试相比，更容易显示

出运动偏侧性的程度。

在对偏侧性方向的显著性分析上作者使用了国

际上通用的z—score法[2,4,1 5l。根据z值计算公式，

如果收集数据总数为50，则单爪使用次数大于或

等于32个时，z值的绝对值大于1．96，表示具有

明显的偏侧行为。使用Z—score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台阶测试所得具有显著偏侧性的犬为69．35％

(43／62)，胶带测试所得具有显著偏侧性的犬仅为

32．26％(20／62)，这与上面两种测试的偏侧性强度

结果相一致，更进一步说了第一步台阶测试具有更

显著的偏侧性意义。

另外，没有进行待训犬、在训犬、培训成功

的犬之问的分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犬只的数量所

造成，这可能也是影响到本实验结果的一个重要因

素之一。今后将进一步实验探索，找到偏侧性与

导盲犬培训成功之间关系，达到真正为导盲犬培训

起到指导意义的目的。

犬的性别、品种、去势与否对犬的运动偏侧

性方向和强度影响不显著；犬的运动偏侧性测试

结果具有较强的任务依赖性；KONG测试难以操作

成功，第一步台阶测试比胶带测试结果更准确，

更容易区分与记录，是一种简单易行、可靠性较

高的运动偏侧性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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