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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和距离游戏测试对导盲犬培训

成功率的预测效果评价

张雅丽，，周子娟，，俞剑熊-，韩芳1，王亮1，姜新2，王爱国1，王福金-，王靖宇I

(1．大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大连116044；2．通化师范学院分院，通化134000)

[摘要]目的建立犬心理评估(DMA)中追逐和距离游戏测试的方法和评分标准，并就其对导盲犬

培训成功率的预测效果进行检测。方法改良并建立追逐和距离游戏的测试方法和共计9个行为

变量的评分标准，分别为追逐测试中的追逐I、抓取I、追逐II、抓取II，与距离游戏测试中的兴

趣、攻击、探索、拔河、游戏邀请。对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的12只导盲犬和12只淘汰犬进

行追逐和距离游戏测试的评分。结果根据统计分析，除距离游戏中的变量“游戏邀请”在导盲

犬与淘汰犬之间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外(P=0．045)，追逐和距离游戏中的其他变量的得分在导盲犬和

淘汰犬之间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扮0．05)。分析1～2分，3～4分和5分3个分数段淘汰犬和导盲犬
数量的分布情况，可见游戏邀请中，淘汰犬集中分布于1—2分。对于攻击，导盲犬和淘汰犬得分

主要集中在l一2分。对于追逐I，淘汰犬得分在5分的犬只数量较导盲犬多。而抓取II中，淘汰

犬得分在3～4分的数量居多。探索中，导盲犬得分主要集中在3。4分，而淘汰犬得分却主要集中在

1。2分。结论 建立了DMA中追逐和距离游戏的测试方法和评分标准，并确定游戏邀请变量可

作为有效的预测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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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培训成功率(30％一40％)是导致导盲犬高培训

成本(15万元／只)的主要原因U-3]。因此，寻找有

效预测待训犬是否能够培训成为导盲犬的方法，淘

汰培训成功可能性低的犬，提高培训成功率，降低

培训成本，是导盲犬培训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气

质测试广泛应用于确定犬的行为特点、筛选具有潜

质的导盲犬待训犬的研究和实际工作【4．钔。我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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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应用气质测试来预测导盲犬待训犬培训成功率

的报道。本研究建立了犬心理评估(dog mentality

assessment，DMA)@追逐和距离游戏的测试方法和

评分标准，并对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以下简

称基地)的导盲犬和淘汰犬进行测试和分析，探讨

预测导盲犬待训犬培训成功率的行为学测试方法。

1材料与方法

1．1测试对象

24只测试犬由基地提供，犬种分别为拉布拉

多犬、金毛猎犬和黄金拉拉犬(金毛猎犬和拉布拉

多犬的杂交种)(表1)。犬为8—15月龄。培训结束

后(24—32月龄)，依据基地的导占犬考核标准判定

为导盲犬和淘汰犬。

1．2测试场地及设施

1．2．1 测试场地及设置追逐测试和距离游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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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测试犬基本信息伽)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ested dogs

在29．6 m×6．4 m的长方形场地进行(图1，图2)。

A点为犬主人与犬进入测试场地的站立位置。工作

间为一封闭空间，与测试场地相隔的墙面上有一特

制玻璃窗口，实验人员可通过该窗口观察场地内情

况，而犬看不到内部情况。图中①、②、⑧为

安装在高处的高清摄像头，能够记录整个实验过程

及犬的行为，以便于不同的评分人员观看录像，

并对犬的行为进行评分。每只犬的得分为3名评分

人员评分的平均值。

1．2．2主要仪器设备3部高清摄像头(永辉Y(W80l—

A23，深圳)；数字硬盘录像机(海康威视DS一8 100HF—

ST，杭州)。

1．3追逐测试和距离游戏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建立

1．3．1 追逐测试方法的建立 参考相关文献【9．-0l对

DMA中的追逐测试方法进行改良，将直径约20cm

的碎布与绳索一端连接，放在B点处(距离A点2 m)，

隐藏在工作间的实验人员通过转动工作间内的转轮

拉拽碎布，使碎布沿虚线作匀速直线运动，碎布

开始运动后，位于A点的犬主人就松开犬链，犬

即可自由地追逐并抓取碎布，或最终将碎布带回到

犬主人身边。如果犬未将碎布带回给犬主人，碎

布最终会进入C洞(C为工作间墙面上紧邻地面的半

圆形小洞)。测试重复1次(图1)。

1．3．2追逐测试评分标准的建立 评分人员为基地

的训犬员。犬的得分为1—5分，低分对应犬行为的

低强度(表2)。评分细则依据表2将犬在测试中的

不同强度的行为反应分为5个等级，进行数据分

析。评分人员参照评分细则，在测试的相应阶段

对犬的行为进行观察，并对追逐I、抓取I、追

逐II、抓取II四个变量逐一评分。

1．3．3距离游戏测试方法的建立参考相关文献【9，州

}_——————————————————————————————一29．6 m—————————————————————————————————一
图1追逐测试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se test

对DMA中的距离游戏测试方法进行改良，实验人

员穿着有帽子的斗篷(内部红色，外部黑色)，首先

实验人员在距离主人和牵着的犬26．4 m的D点处

(实验人员的初始位置)拍手3下吸引犬的注意力，

然后向犬移动并蹲伏共4次，每次移动2．5 m，期

间合拢斗篷与敞开并抖动斗篷重复交替进行，由D

点行走至E点。然后在E点实验人员摘下帽子，在

空中摇晃碎布3次，迅速跑到距离3 m的可以藏身

(窗帘后)的平行位置F点处。此时犬主人放开犬让

它自由地接近实验人员。如果犬主动走到窗帘后接

近实验人员，实验人员就用碎布和犬一起做拔河游

戏20 s，然后冷漠10 s，此过程重复1次。如果

犬不主动接近实验人员，那么就逐一执行以下步

骤：(1)犬主人向前走3 m；(2)实验人员在藏身的地

方F点处跟犬说话；(3)犬主人自己走向实验人员。

如果犬仍然犹豫着不接近实验人员，犬主人就让犬

表2追逐测试各变量评分依据

Table 2 Scoring criteria for each variable of chas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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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实验人员；(4)实验人员现身，然后通过在空中

摇晃碎布(10 s)吸引犬。以上4个步骤为激励犬接

近实验人员，如前一步骤起效，则后续步骤不再

执行。若犬接近实验人员，实验人员就与犬进行

游戏和冷漠步骤(图2)。

1．3．4距离游戏测试评分方法的建立 评分人员为

基地的训犬员。犬的得分为l～5分，低分对应犬

行为的低强度(表3)。评分细则依据表3将犬在测

试中的不同强度的行为反应划分为5个等级，以利

于后续分析中提取客观性数据。评分人员参照评分

细则，在测试的相应阶段对犬的行为进行观察，

并对兴趣，攻击，探索，拔河，游戏邀请五个

变量逐一进行评分。

1．4统计方法

结果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处理，应用f检

验对导盲犬和淘汰犬的两个测试中9个变量得分的

平均值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追逐测试对犬培训成功与否的预测效果

依据评分标准对追逐测试中的四个变量：追逐

I、抓取I、追逐II、抓取II进行评分(图3)。

卜—————一10．6 m——————一

统计结果表明追逐测试中，导盲犬与淘汰犬的各变

量得分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淘汰犬的

各变量得分都有高于导盲犬的趋势。

本研究将测试犬按其得分分为1～2分，3。4分

和5分三组，观察每个变量的3个分数段中犬只数

量的分布(图4)。对于追逐I，淘汰犬较导盲犬有更

为活跃的趋势。而抓取II中，淘汰犬得分在3～4分

的数量居多。淘汰犬与导盲犬在抓取I与追逐II测

试中的活跃程度相近。但各分数段中导盲犬和淘汰

犬数量分布无显著性差异。

2．2 距离游戏测试对犬培训成功与否的预测效果

依据评分标准对距离游戏测试中的五个变量：兴趣、

攻击、探索、拔河、游戏邀请进行评分(图5)。

评分结果表明，导盲犬和淘汰犬的游戏邀请得分有

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45)。而在其他四个变量

中，导盲犬与淘汰犬的得分之间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P>O．05)。但是导盲犬在兴趣、探索、拔河与游

戏邀请中的得分都有高于淘汰犬的趋势。

本研究将测试犬按其得分分为1—2分，3—4分

和5分组，观察每个变量的3个分数段中犬只数量

的分布(图6)。游戏邀请测试中，导盲犬在3个分

数段都有分布，而淘汰犬都集中在1—2分。对于

攻击测试，导盲犬和淘汰犬得分主要集中在1—2

同一实验人员——一
I

IF宽1．5m高3m及地窗帘 犬主人与犬的位世置

磊≮ 乙工／ ＼一!f ＼J∞
间 一～ 一-E 唯3．2=

哆
卜—————————————————————————————————一29．6 m——————————————————————————————————一

图2距离游戏测试示意图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distance-play test

表3距离游戏测试各变量评分依据

Table 3 Scoring criteria for each variable of distance-pla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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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l 抓取I 追逐II 抓取II

考察变量

一导盲犬／7=12

国淘汰犬／7=12

图3追逐测试中导盲犬与淘汰犬的各变量得分平均值

Figure 3 Mean score of each variable between guide dogs and eliminated dogs in chas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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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追逐测试中导盲犬与淘汰犬的各变量分数犬只数量分布情况

Figure 4 The number of dogs of each variable between guide dogs and eliminated dogs in chase test

分，是由于导盲犬所应用的品种主要为拉布拉多犬

及金毛猎犬原因所致，因为这些品种几乎无攻击

性。而探索测试中，导盲犬得分主要集中在3～4分，

相反，淘汰犬得分却主要集中在1～2分，说明大

部分淘汰犬的胆量较导盲犬小。兴趣和拔河测试

中，导盲犬与淘汰犬得分分布相似。

3讨论

犬的气质是指犬经常出现的行为反应，具有

规律性和稳定倾向性，能持续地决定其在各种情境

下的行为特征l¨，12】。Serpell等【13】证实可以用气质预

测导盲犬的工作性能。犬的意愿性、服从性、胆

量、注意力集中能力、适应性、稳定性、攻击

性、兴奋性、社交性、游戏性等气质【9-131，是导

盲犬培训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针对这些气质

进行综合评估，可对导盲犬的培训成功率提供良好

的预测。行为测试方法很多，比较系统、成熟的

是瑞典工作犬协会所开发的犬的心理评估(DMA)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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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 探索 拔河 游戏邀请

考察变量

●导盲犬门

口淘汰犬力

图5距离游戏测试中导盲犬与淘汰犬的各变量得分平均值

Figure 5 Mean score of each variable between guide dogs and eliminated dogs in distance。play test

80

60

40

20

O

A

l～2分

B

D

5分

40

20

O

+导盲犬力

+淘汰犬／7

l～2分

120 E

3—4分 5分

探索

l～2分 3～4分 5分

游戏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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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number of dogs of each variable between guide dogs and eliminated dogs in distance‘pla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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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9,10】。DMA中的追逐测试(chase)可以考察犬的追

逐倾向，犬的追逐倾向源于对猎物的追逐和捕杀天

性【引，若追逐倾向较强，犬的兴奋性、胆量就相对

较强，犬在工作中的表现就会较好[10】。距离游戏测

试(distance—play)可以通过犬对举止奇怪的陌生人的

反应，以及犬与陌生人玩耍的状态，考察犬的胆

量、游戏性、社交性【9'㈨1。犬的兴奋性、胆量、

游戏性、社交性也是导盲犬的典型气质。通过追

逐、距离游戏测试对犬的兴奋性、胆量、游戏性

以及社交性进行考察，检测追逐和距离游戏测试对

导盲犬成功率的预测能力。

本研究建立了DMA中追逐和距离游戏的测试

方法和评分标准。根据实际操作经验和参考相关文

献[9'10，14-16]，通过对DMA中的追逐测试方法进行改良，

如追逐测试中物体的运动轨迹由z字形路线改为直

线路线，这样便于直接观察犬的追逐行为，操作简便

易行。建立了测试方法和评分标准后，通过对导

盲犬和淘汰犬的测试分析表明，导盲犬的游戏邀请

得分显著高于淘汰犬，并有显著差异(P=O．045)。

这说明导盲犬更容易主动与着装、举止奇怪的陌生

人接触和游戏，说明导盲犬的胆量、游戏性以及

社交性强于淘汰犬，这与Svartberg等【101的胆量、

游戏性及社交性强的犬在工作中表现出色的报道相

一致。变量游戏邀请可以作为有效预测导盲犬培训

成功率的变量之一。

除游戏邀请变量外，追逐和距离游戏测试中

的其他变量在导盲犬和淘汰犬之间均没有显著差

异，不能作为预测导盲犬的培训成功率的有效变

量。主要原因如下：(1)犬种问题。待训犬的品种

为拉布拉多犬和金毛猎犬，它们天性较活泼，所

以导盲犬和淘汰犬在追逐测试中的追逐和抓取变量

都没有显著差异：且个性温和，没有攻击性，所以

在距离游戏测试中的攻击变量得分都较低。(2)DMA

测试体系的问题。DMA建立目的是用于繁殖犬的

筛选，其变量的测试和评价体系不针对导盲犬。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今后的研究将优化变量和评分

标准。依据拉布拉多犬和金毛猎犬的气质特点，

筛选能够敏感反映导盲犬和淘汰犬气质差异的变量，

并进一步细化评分标准，使之成为客观的评价导盲

犬的指标。并建立针对导盲犬气质评价的综合体

系。综合考察DMA的10个子测试中33个变量对

导盲犬成功率预测的有效性，形成合理的统计学加

权方法，建立有效预测导盲犬气质的评价体系。

本研究建立了DMA中的追逐和距离游戏的测

试方法及评分标准，为DMA中其他子测试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游戏邀请”可作为预测导

盲犬培训成功率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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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Effects of Chase and Distance-play Tests on

Predicting Training Success Rate for Guide Dogs

ZHANG Ya-lil，ZHOU Zi-juanl，YU Jian—xion91，HAN Fan91，WANG Lian91，

JIANG Xin2，WANG Ai—gu01，WANG Fu-jinl，WANG Jing—yul

(1．Laboratory Animal Center,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Dalian 116044，China；

2．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Branch Institute，Tonghua 13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methods and evaluation criterion for Chase and Distance—play

tests of dog mentality assessment(DMA)and detect their effects on predicting the training success rate

for guide dogs．Method The methods of Chase and Distance—play test and the related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9 behavioral variables in total were improved and established．The behavioral variables were

Following I，Following II，Grabbing I，Grabbing II in Chase test and Interest，Aggression，Exploration，

Tug—of-war,Play Invitation in Distance-play test．Twelve guide dogs and 12 eliminated dogs from Chi—

nese Guide Dogs Training Centre of Dalian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predicting effects of the 9 behav‘

ioral variables on the training success rate for guide dogs．Resul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the“Play Invitation”in Distance-play test showed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uide

dogs and eliminated dogs(P=0．045)．However，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detected for the scores of

the rest variables(P>0．05)．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s of guide dogs and eliminated dogs

in different score grades，we divided the scores of each variable into 3 grades(1-2 points，3~4 points and

5 points)．For Play Invitation，the eliminated dog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1-2points．For Aggression，

the guide dogs and eliminated dog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1—2 points．For Following I，more

guide dogs distributed in 5 points grade compared to eliminated dogs．For Grabbing II，eliminated dog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3—4 points．For Exploration．the guide dog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me

3。4 points．In comparison，the eliminated dog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1-2 points．Conclusion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methods and evaluation criterion for Chase and Distance—play test of DMA．The

“Play Invitation”is confirmed as an effective variable index to predict the training success rate for

guide dogs．

【Key words】Dog mentality assessment(DMA)；Guide dog candidates；Guide dogs；Chase test；

Distance—pla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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