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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接触测试对导盲犬培训

成功率的预测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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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社会接触测试，并探究其预测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有效性。方法通过对犬

心理评估(DMA)测试方法进行改良，建立了犬社会接触测试方法及相应的详细评分标准。对中国

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提供的17只培训成功的导盲犬和17只未培训成功的淘汰犬进行社会接触测

试，考查和评估社会接触测试中问候、合作及触摸这3个行为变量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预测的有

效性。结果 问候变量，导盲犬与淘汰犬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导盲犬：i=3．29，淘汰犬：夏=3．18，

P=0．716)；而合作和触摸变量，导盲犬的得分显著高于淘汰犬(合作：导盲犬：夏=4．29，淘汰犬：元=3．

41，P=O．005；触摸：导盲犬：夏=3．59，淘汰犬：元=3．00，P=O．049)。社会接触测试中，犬的品种和性

别对各行为变量的得分没有显著影响(P>0．05)。结论 成功建立了社会接触测试的方法及评分标

准，其中合作和触摸可作为有效预测导盲犬成功率的行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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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盲犬的培训过程中，为解决导盲犬培训过

程中的高成本、低成功率的问题，科研人员已进

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_1扪。目前应用于导盲犬预测的

测试中主要分为行为学测试和生理学测试[4】。气质

测试(temperament test)，可判别犬的行为特征是否

适合某种工作犬，是预测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行为

测试方法之一[2]。社会接触测试(social contact test)

作为气质测试的子测试，是利用特定陌生环境和陌

生人的刺激，引起犬的行为反应，并通过犬的行

为表现⋯]，判断其社会性[i31，研究表明社会性良

好的犬更适合作导盲犬[14]。犬的社会性方法种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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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悼t引，而国内尚无导盲犬社会性测试的报道。

本实验建立了导盲犬的社会接触测试及评分标准，

并探讨了其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预测效果。

1材料与方法

1．1测试对象

34只测试犬由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以下

简称基地)提供，其中有拉布拉多犬(n=24，雌15，

雄9)、金毛猎犬(n=10，雌1，雄9)(表1)。犬测试

时为8～15月龄。犬在培训结束后(24～32月龄)，依

据基地的导盲犬考核标准判定为导盲犬和淘汰犬。

1．2主要仪器设备

数字硬盘录像机(海康威视DS一8 100HF—ST，

杭州)；高清摄像头(海康威视YCW801．A23，深圳)。

1．3测试场地及设置

测试在12．40 m×4．35 m的长方形室内场地进

行(图1)，A、B点为陌生人(女性实验人员)在测试

场地的停顿位置，c点为犬主人进入测试场地的站

立位置。实验人员在工作问通过摄像机观察场地内

万方数据



208 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Laboratory Animal and Comparative Medicine

表1测试犬的基本信息 只

犬品种————————1同■———————————————————孤罗■——————一 合计

辱舌天西5盯————习丽西可丢再广—可酉天砀露万————’面囤可苑青广 (去势／绝育)

情况。2部高清摄像头位于测试场两侧，能够记录

整个实验过程及犬的行为，以便评分人员观看录

像，并对犬的行为进行评分。每只犬的得分为彳i

同评分人员(至少3人以上)评分的平均值。

A、B点为陌生人(女性实验人员)在测试场地的停顿

位置。C点为犬主人进入测试场地的站立位置

图1社会接触测试的示意图

1．4测试方法

1．4．1 社会接触测试方法 对瑞典工作犬协会的

DMA测试中的社会接触测试方法进行改良⋯I，细

化陌生人与犬接触时的过程。测试过程如下：问候

主人带犬进入测试室，接近陌生人(位点A)，陌生人

问候主人和人(交谈并触摸火的头部和身体两侧，位

点C，时问为30 s)；合作陌生人带火进行10 m往返

的散步，中途停下(位点B)、爱抚犬(抚摸犬的身体

15 s)；触摸然后陌生人将人交同给主人(位点C)，并

对犬进行一个简短的身体触摸(触摸人的头部和身体

两侧)时间为1 5 S。

整个实验中，陌生人由同一位女性测试人员

担当，测试数据以录像形式记录。

1．4．2 社会接触测试评分标准实验人员通过反复

观察视频数据中犬的行为表现(表2)，对犬进行评

分评估。

评分人员为基地的3名训犬员。犬的得分为l～5分，

低分对应犬行为变量的低强度(表3)。评分细则依

据表4将犬在测试中的1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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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

为进行观察，并对问候、合作、触摸三个变量逐

一进行评分。

表2测试中犬的行为表现

行为 定 义

热情的交往 翻身、跳跃、邀请、抬起一只爪子、

剧烈摆动身体等

身体接触 倚靠、舔、嗅闻主人或陌生人

合作 愿意随陌生人走、步速与陌生人一致

注视人 盯着主人或陌生人

抖动、伸展 抖动、伸展或舔身体的任何部分

或舔身体 犬张开嘴吸气

打哈欠 犬舔鼻予、舌头运动

舔 轻摇尾巴或剧烈摇动尾巴

摇尾巴 朝向任何环境方面的机械和物理活动、

探索 嗅、舔

发声 低鸣、狂吠、吠nq、咆哮

企图逃跑 企图向入口方向挣脱

躲闪行为 低头、躲避陌生人的触摸

恐吓行为 龇牙、攻击(防御)行为

挣脱 企图挣脱陌生人的牵引

1．5统计方法

结果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处理，应用，检验

进行差异性分析。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问候、合作、触摸变量对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

预测效果评价

根据评分标准社会接触测试中三个变量：问候、

合作、触摸进行评分(图2)。统计结果表明：埘于

问候变量，导卣犬的行为表现得分平均值高于淘汰犬，

但两者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导旨犬：i=3．29，淘汰犬：

j=3．18，P=O．716)。而合作和触摸变量的导自犬的行

为表现得分平均值高于淘汰犬，两者得分存在显著差

异(合作：导盲犬：王=4．29，淘汰犬：叉=3．41，P=O．005；

万方数据



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Laboratory Animal and Comparative Medicine 209

表3社会接触测试各变量评分依据

触摸：导盲犬：=3．59，淘汰犬：元=3．00，P=0．049)。

2．2犬的品种对各行为变量的影响

社会接触测试中犬的品种对各行为变量的得分

无显著影nl句(P>O．05)(图3)。

2．3犬的性别对各行为变量的影响

剔除测试时己绝育或去势的犬，对14只犬的

行为表现进行分析，社会接触测试性别对各行为变

量中的得分比较中，各行为变量的得分没有显著影

D商j(P>O．05)(图4)。

3讨论

社会接触性作为导盲犬培训必备的气质因素之

一[墙】，可用于预测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社会接触性

贯穿于犬的一生，是工作犬训练和使用的基础[191。

P=-O 716 P=-O．049

广——]

-导盲犬组
(”=17)

·淘汰犬组
(门=17)

问候 合作 触摸

图2导盲犬组和淘汰犬组的各行为变量得分平均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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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性别间各行为变量的得分平均值的比较

犬的社会接触性可通过犬在各种环境刺激下的行为

表现进行测试【z刚。通过犬在测试中的表现，可以预

测犬的恐惧性、依恋性和合作性，而这些因素及社会

性均可以用来预测犬能否适合导盲犬的工作[14,21-23】，

社会接触性较好的犬能够克服恐惧、分离焦虑等外

界干扰因素，积极的投入到与人的互动中。Lara

的实验证明，社会接触性良好的犬，更适合培训

成为导盲犬[141。本研究结果也表明，社会接触测

试可作为预测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有效方法。

社会接触性测试中的合作变量可有效预测导盲

犬培训成功率。合作变量主要考察犬是否能够克服

恐惧和分离焦虑，犬在社会接触活动中表现的意愿

性、以及犬对人的服从性[1 8l。Angelo等在研究中

发现，合作性是训练工作犬的基础，提高犬与陌生人

的合作能力有助于导盲犬完成共同训练[24】。本研究

结果表明，导盲犬的合作变量得分显著高于淘汰犬，

合作变量是有效预测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指标。

社会接触性测试中的触摸变量可有效预测导盲

犬培训成功率。触摸变量主要考察陌生人触摸犬的

身体时，犬的反应。导盲犬与其他犬相比，需接

受较多的身体接触，降低犬的身体敏感度，可增

进犬与人之间的感情【25】。Palestrini，Paola，Wilsson

等【zs之s】研究表明，犬与人之间的身体接触是传递一

种依恋关系的信号，依恋性是培养犬服从性的基

础，稳定的依从关系有助于提高导盲犬的社会认知

能力。本结果表明，导盲犬的触摸变量得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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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淘汰犬。可见，触摸变量是有效预测导盲犬

培t¨【成功率的指标之一。

社会接触性测试中的问候变量个---z日4匕<对导盲犬培

训成功率进行有效预测。问候变量主要是考察犬能

否克月&对陌生环境和陌生人的恐惧，接受陌生人的

问候。对卅i同品种的犬的研究表明，在陌生环境

下，与陌生人接触时会引起犬潜在的恐惧，而恐

惧是导致导茸犬培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

Goddard等㈦】在拉布拉多犬、金毛猎犬以及其他品

种人的研究中证实，接触多样社会环境的刺激，

会避免犬因恐惧而影响正常工作。本研究中，导

卣犬和淘汰犬在问候变量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本

文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山于测试犬种的行为特征造

成的。由于拉布拉多犬和金毛猎犬具有亲和性好、

互动性强、无攻击性的天性[291，是导自犬的首选

人种。冈问候变量中这两种犬的得分相近，使其

不能成为预测导盲犬的成功率的有效变帚。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立的社会接触测试方法及评

分标准，为提高导盲人的培训成功率的气质测试提供

了一种有效测试方法。社会接触测试中的合作和触

摸变景可作为有效预测导茸犬成功率的行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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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Effects of Social Contact Test in Predicting

Training Successful Rate for Guide D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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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G Xin2，WANG Ai—gu01，WANG Fu-jinl,WANG Jing—y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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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methods and evaluation criterion for social contact test anddetect

their effects on predicting the training successful rate for guide dogs．Method By improving the method

of dog mentality assessment(DMA)，the methods of social contact test and the corresponding grading

standards in detail were established．The 17 guide dogs and 17 eliminated dogs from Chinese Guide Dogs

Training Centre of Dalian were used to examine and evaluate the predicting effects of the 3 behavioral

variables in social contact test(greeting reaction，cooperation，and handling)on the training successful rate

for guide dogs．Results The scores of greeting reaction variable did not show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uide dogs and eliminated dogs(guide dogs：i=3．29，eliminated dogs：冤=3．1 8，P=0．7 16)．While

the scores of cooperation and handling variables of guide dog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eliminated dogs(cooperation：guide dogs：孟=4．29，eliminated dog：夏=3．41，P=0．005；handling：guide dogs：

i=3．59，eliminated dogs：夏=3．00，P=0．049)．The breed and gender of dogs in social contact tes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cores of the behavior variables(P>0．05)．Conclusion The method and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social contact test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and the cooperation and handling

can be used as effective behavior variables to predict the training successful rate for guide dogs．

[Key words】Guide dogs；Eliminated dogs；Social contact test；Training successfu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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