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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家庭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影响

周子娟，张雅丽，梁佳，俞剑熊，韩芳，王亮，王爱国，王福金，王靖宇

(大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大连116044)

【摘要] 目的 探究寄养家庭自身因素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影响。方法 通过整理分析大连导

盲犬培训基地对69家寄养家庭的调查材料，根据寄养家庭的实际情况填写评估表，依据评分标准

评分，按照寄养家庭的素质、管教技能、社会环境、与犬的互动时间这四个因素对寄养家庭进行

分组讨论。结果在寄养家庭的素质、管教技能、社会环境、及与犬的互动时间四个因素的分析

中发现，分值在3～5分组寄养家庭犬的培训成功率显著高于分值在1～2分组，分别为26／52(50．O％)

vs 3／17(17．6％)，P=0．019；26／50(52．0％)vs 3／19(15．8％)，P=O．006；27／53(50．9％)vs 2／16(12．5％)，

肚=o．006；28／58(48．3％)坩1／1l(9．1％)，P=0．016。上述四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四个因素中

除寄养家庭的素质与社会环境无显著相关外(P>O．086，芦0．208)，各因素之间在统计学中呈现正相

关(P<0．05)，但相关系数较低(r<O．5)。结论寄养家庭的素质、管教技能、社会环境、与犬的互

动时间对导盲犬的成功率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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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盲犬的培训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家庭寄

养，基础训练和共同训练⋯。家庭寄养是培训过程

中的首要阶段，是幼犬性格形成和稳定的关键时期。

科研人员通过研究寄养家庭与幼犬的互动类型【2】，

寄养家庭对幼犬的管教方式【3】和培训方法【钔，以及

幼犬在寄养家庭中的行为评估[5]等因素，探讨了寄

养家庭的培训方式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的影响。但寄

养家庭自身固有因素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是指一段

时间内在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经过培训成为导

盲犬(可以为盲人提供向导服务的工作犬)的犬的数

量占该段时间内导盲犬数量与淘汰犬数量之和的比

例1的影响作用则相对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整理

分析大连导盲犬培训基地对寄养家庭的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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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针对寄养家庭自身因素对导

盲犬培训成功率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探讨。

1材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为本研究提供了在

2009年7月至2012年2月期间内的90家寄养家庭

的档案资料。剔除其中因资料不完整以及寄养的犬

因生理疾病(如髋关节疾病等其他因素)而淘汰的21

个寄养家庭资料，对剩余的69个寄养家庭进行了

后续分析。

接受统计分析的69个寄养家庭寄养的犬的基

本信息为：拉布拉多犬41只f21雄，20雌)：金毛

猎犬22只(17雄，5雌)；黄金拉拉犬(金毛猎犬与拉

布拉多犬杂交的后代)6只(3雄，3雌)(表1)。

表1犬的基本信息

数量

犬品种—蕊嚼孓目西——_面酹玎军亚广合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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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调查方法

借鉴Serpell的犬行为评估和调查问卷(c—

BARQ)㈣的内容，结合导盲犬培训基地的实际情况

制定寄养家庭评估表和评分标准。工作人员在幼犬

寄养期间，每个月回访寄养家庭一次，根据对寄

养家庭考查的实际情况填写评估表。依据评分标准

评分，按照寄养家庭的自身素质、管教技能、社

会环境、与犬的互动时问这四个因素对寄养家庭进

行分组(详细见表2)：分值在1～2分组为一般家养家

庭，分值在3～5分组分为中等以上家庭。寄养家

庭的素质是指寄养家庭所具备的科学饲养管理、教

育和训练幼犬的素质【71。寄养家庭的管教技能，是

指寄养家庭按照《导盲犬寄养家庭指导手册》的

内容，对幼犬进行行为规范，帮助幼犬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寄养家庭生活的社会环境是指寄养家

庭居住场所周边社会环境的复杂程度(寄养家庭居住

公园、超市、商业街等环境的复杂程度)；根据导

盲犬培训机构的规定，寄养者每天要有足够的时间

与犬进行互动(散步、游戏等)。

1．3统计方法

结果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处理，应用卡方

检验(Xz检验)和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相关系数)

分析寄养家庭的自身素质、对犬的管教、培训犬

接触的社会环境、人与犬的互动时间四因素对导盲

犬培训成功率的影响，及这四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寄养家庭的素质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影响

在3—5分组的培训成功率50．0％(26／52)显著高

于在1—2分组的培训成功率17．6％(3／17)(P=0．019)

(图1)。

2．2寄养家庭的管教技能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影响

在3～5分组的培训成功率52．0％(26／50)显著高

于在1—2分组的培训成功率15．8％(3／19)(P=0．006)

(图2)。

2．3寄养家庭生活的社会环境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

的影响

在3～5分组的培训成功率50．9％(27／53)显著高

于在1—2分组的培训成功率12．5％(2／16)(P=0．006)

(图3)。

表2寄养家庭的分组情况

基40％

dj=

，L／

缸20％
咖

09白

50，O％

60％、

*
毒

40％。
堪
三
》

鸯
《

■；
恤
曲

2

木十尸±O．006

52．0q毛

1～2分组 3～4分组

九=17 n=52

图2寄养家庭的管教技能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影响

|| ||
|| 。||

万方数据



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Laboratory Animal aIld comparative Medicine 73

2．4寄养家庭与犬的互动时间对导盲犬培训成功

率的影响

在3～5分组的培训成功率48．3％(28／58)显著高

于在1～2分组的培训成功率9．1％(1／1 1)(尸=0．016)

(图4)。

乙S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为探究寄养家庭的自身素质、管教技能、社

会环境、及与犬的互动时间四个因素之间的相关

性，对上述四种因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明，四个因素中除寄养家庭的自身素质与社会环境

无显著相关性外(P>0．086，r=0．208)，各因素之间

在统计学中呈现正相关(P<0．05)，但相关系数较低

(r<限5)(表3)。

3讨论

寄养家庭素质对犬的培训成功率具有重要影

响。本文的调查数据显示，分值在3～5分组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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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各因素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相关性分析

训成功率高于1～2分组。目前针对寄养家庭素质对

导盲犬培训成功率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少。但

Svartberg在研究中发现，寄养家庭自身的行为会

对犬早期的个性和稳定的产生影响⋯】。犬的行为是

由遗传和环境两方面决定的，而寄养家庭正是幼犬

的主要社会环境参照对象。寄养家庭素质体现了寄

养者的性情、认知能力和道德素质，幼犬在寄养

期间通过模仿人的习性，而养成自身行为和性情。

因此，寄养家庭提升自身的素质将有助于提高导盲

犬的培训成功率。

寄养家庭的管教技能和与犬的互动时间对犬的

培训成功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的调查数据显示，

管教技能和与犬的互动时间两个因素，分值在3～5分

组的犬培训成功率均高于1。2分组。有研究表明，

积极的巩固训练比命令惩罚更容易让犬接受社会性

和适应性训练【挖1；且犬在玩耍时有助于提高解决问

题的技巧【”1；犬与人之间进行身体接触(如：抚摸)

是传递一种依恋的信息，在增进犬与人之问的感情同

时降低犬的敏感度[，，，剞，为后期的培训提供了有利条

件。因此寄养家庭具备专业的管教技能、增加与

犬的互动时问有助于提高导盲犬的培训成功率。

寄养家庭的社会环境对犬的培训成功率具有重

要影响。本文的调查数据显示，分值在3～5分组的

培训成功率高于1～2分组。家庭寄养是幼犬家庭生

活的启蒙，在此过程中犬接触并认知新奇的物体、

声音、以及不同性别、年龄的人等【8，。，¨]多样化的

社会环境，有助于犬自信地面对各种刺激[13】，减

少不良行为的产生【引。本文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种观

点，即复杂社会环境的寄养家庭会有利于提高导盲

犬培训成功率。

寄养家庭的自身素质、管教技能、社会环境、

及与犬的互动时间四个因素中除寄养家庭的自身素

质与社会环境无显著相关性外(P>0．086，芦0．208)，

各因素之间在统计学中呈现正相关(P<0．05)，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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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较低(K0．5)。这表明各个因素之间对导盲犬

的培训成功率具相互促进的影响作用，但各因素又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能是由于自身素质和社会环

境的多样复杂性，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没有达

到显著水平，但这一统计结果也可能是由于样本量

的限制所致。

综上所述，寄养家庭的素质、管教技能、社

会环境、与犬的互动时间这四个因素都是显著影响

幼犬寄养质量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导盲犬培

训机构成立相对较晚，相关的法律法规欠缺，且

志愿担当寄养家庭的资源匮乏，筛选的余地很

小；另外，在寄养过程中还会因寄养家庭对寄养

幼犬的理解和认识度不够而出现一些不良现象，

如：缺少时间管理和培训幼犬、对幼犬管教不

严、反向训练(不制止幼犬的不良行为)、放弃寄养

任务等，大大降低了我国幼犬的寄养质量。与之

相比，国外导盲犬培训机构成立较早，相关的法

律法规制度及政策比较完善，且经验丰富；志愿

寄养家庭充足，寄养家庭以筛选的方式进行选拔。

所以为提高幼犬的寄养质量，首先，需建立和健

全导盲犬幼犬寄养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导盲犬培训

机构的工作有法可依；其次，导盲犬培训机构还

要及时为寄养家庭提供更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以

保证后续寄养幼犬任务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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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H℃ct of Puppy Raisers on rI'raining Success Rates in Guide Dogs

ZHOU Zi-juan，ZHANG Ya—li，LIANG Jia，YU Jiall一xjong，

ⅥANG Liang，ⅥANG Ai—guo，Ⅵ峻NG Fu_jin，w-ANG Jing—yu

fL以易D阳幻拶Anfm以Z CPn钯巧D以Zf日，z M已优c口Z踟fV已坶f劬D以fiⅡn JJ 6舛4，C庇fn日J

【Abstract】 ObjectiVe’r0 explore me e任-ect of the factors of puppy raisers on training success rates

in guide dogs．】Ⅵethod By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inVestigation materials of 69 puppy raisers from

Chinese Guide Dogs Training Centre of Dalian，the eValuation forms including the quality of puppy

raisers，parenting skills，the social enVironment，the time puppy raisers spent on interacting with meir

dogs were filled ou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uppy raisers，and then the puppy raisers were

scored based on grading standard．Result According to me analysis of these four evaluation factors，

it was found that the training success rates of dogs on 3～5 score raiser group is signjf_icantly hi曲er
than that of 1—2 score raiser group，respectiVely，26／52(50．0％)vJ 3／17(17．6％)，P=0．019；26／50

(52．0％)vs 3／19(15．8％)，P=0．006；27／53(50．9％)vJ 2／16(12．5％)，P=O．006；28／58(48．3％)1，s 1／11

(9．1％)，P=0．0 1 6．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our factors aboVe showed that except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quality of puppy raisers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P>0．086，

r=0．208)，and it showed positiVe coⅡelations in statistics between each other three factors(P<0．05)，

but the coⅡ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10w(，t<0．5)．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puppy faisers，parenting

s虹lls，social enVirollrIlent，a11d the time puppy raisers spent on interacting wim meir dogs has a signiflcant

impact on the training success rate of guide dogs．

【Key words】Guide dogs；Puppy rajsers；Training success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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