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人道协会

硅谷

领养指南

犬只和幼犬

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动物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微型芯片编号__________________

领养人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

顾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可以通过 adoptions@hssv.org联系我们，与我
们分享 新信息



目录

4 领养相关事宜

5 新宠物的饮食习惯

6 治疗与疫苗接种

7 寻找兽医

8 后续步骤和相关资源

9 恭喜您领养成功！

12 行为服务热线

13 大小便训练

16 笼内训练

20 孩子和犬只

22 新领养犬只与原住犬只的接触

24 犬只与猫咪的接触

26 读懂犬只身体语言



领养相关事宜

您需要支付动物领养费，以便我们为接受我们照顾的动物提供医疗、食物和收容所。

核心治疗项目*
驱虫药

跳蚤治疗
DA2PP
狂犬病

犬舍咳嗽（博戴氏杆菌）
H3N2/H3N8

*仅在接受我们的照顾期间提供

卵巢摘除和绝育

通过美国硅谷人道协会 (HSSV)
渠道领养的犬只和幼犬必须在领

养前完成。

微型芯片

HSSV与 HomeAgain合作提供微

型芯片服务。未植入微型芯片的动

物将在被领养前植入。领养时，所

有微型芯片都会在 HomeAgain注

册。

体检和行为评估

领养时，我们会向您提供动物病史

和行为评估副本。有关病史的任何

问题，请咨询您的兽医。



Food • shelter • loveTM

新宠物的饮食习惯

美国硅谷人道协会很荣幸成为希尔思 (Hill’s) Food, Shelter & Love® 计划的一份子，而且我们为协

会的宠物饲喂希尔思品牌的宠物食品。

我们为所有新上任的宠物父母提供参加希尔思宠物新父母 (New Pet Parent) 计划的机会。参与希

尔思宠物新父母计划后，您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希尔思宠物新父母网站的链接、关于

希尔思宠物食品和收养工具包的更多信息，以及给宠物新父母的其他建议。如果您不想再收到关

于希尔思宠物新父母计划的电子邮件，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底部的链接选择退订，或发送电子邮

件至 Hills_Corporate_Consumer_Affairs@hillspet.com 联系希尔思，或致电 1-800-445-5777。

我们为什么建议您继续为您的新宠物饲喂希尔思宠物食品 (Science Diet)：
• 连续一致的食物有助于缓解消化困难

• Science Diet 拥有以下优势：

• 是兽医首推的宠物食品

• 精确的营养配比有利于皮肤、皮毛和粪便健康

• 含有经临床证明有益于免疫系统健康的抗氧化剂*
• 拥有专为各种年龄、大小和需求的健康犬和猫研发的食品

• 天然原料口味佳*
• 非人工着色、调味或腌制*
• 美国制造，您可以信赖的全球配料

*仅限干粮

您选择 Hill’s® 品牌，就是对我们的收容所和希尔思 Food, shelter, and Love® 计划的支持！

您愿意报名参加希尔思宠物新父母计划及其他优惠和促销活动吗？愿意_________不愿意
_________

参加希尔思 Food, Shelter, and Love®计划的宠物新父母会受到一包宠物食品新手包。其中包含

大约 1 周量的宠物食品和一张 5 美元的优惠券，您首次购买 Hill’s® 产品时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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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与疫苗接种

卵巢摘除/绝育日期：____________初浴：____________ 生日：____________

在领养时，宠物的完整医疗记录，包括过去的疫苗和治疗，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请您去看兽医

时随身携带此医疗记录。找不到医疗记录？检查您的垃圾邮件文件夹中是否有以下标题的邮件：

您的新宠物医疗记录。

治疗或疫苗接种 频率 内容 到期日*

帕托珠利 幼犬在进食时给药，每两周一次。 可能对球虫有效。

胖可求/芬苯达唑
从幼犬时期开始在进食时给药，每天一

次，持续 5 天。
广谱除虫剂，可能对鞭毛虫也有效。

除蚤*
每月一次，在每月的同一天除蚤。

尼可信 (NexGard) 福来恩 (Frontline)
其他*

对跳蚤和蜱虫有效。*一些治疗方法

也可以防止耳螨和犬恶丝虫

DA2PP 疫苗
从 4 周龄开始接种，4 月龄之前每 2-4
周接种一次，然后在 1 年后再次接种。

对犬瘟热、腺病毒 2型、副流感病毒

和细小病毒有效。

在为您的爱犬接种完细小疫苗之前，

不要在公共场所遛狗。

狂犬病疫苗
在 3月龄时接种，然后在 1年后接种加

强针。
对猫或犬的狂犬病有效。

犬舍咳嗽（博戴

氏杆菌）疫苗

在 6-8 周龄时接种，然后每年接种一

次。

对博戴氏杆菌（与犬的呼吸道疾病有

关）有效，即犬舍咳嗽。

H3N2/H3N8 疫

苗

在 7-8周龄时接种，以预防犬流感。需

要在 2-4周后接种加强针，然后每年接

种一次。

对犬流感病毒有效

*未来的所有疫苗和治疗费用由领养者承担。关于疫苗接种和治疗的到期日，请咨询您的兽医，并为您的宠物

制定在一个适合它们的疫苗接种时间表。

一只动物每年的平均医疗费用在 500到 1000美元之间。领养手续办理完成后，未来的所有医疗费用

将由领养人承担。欲了解犬的更多常见疾病，请咨询您的兽医。

梅里亚 (Merial)，即尼可信和福来恩的制造商，为我们收容所的动

物提供跳蚤预防服务，然后我们会利用节省的费用让领养人获益。

您想要尼可信或福来恩金装的优惠券和折扣吗？

想要______不想要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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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兽医

您领养宠物后，就要尽快和兽医建立关系。即使您从 HSSV领养的宠物已接种疫苗并由我们的兽医进

行了检查，您也应该在带宠物回家后 1-2周内请您的家庭兽医对宠物进行检查。这样，如果您的宠物

出现任何问题，兽医可以建立一个可比较的基线。

您的兽医也可以为您提供关于喂养、梳理、训练等方面的建议。

您的宠物每年都需要去您的家庭兽医那里做一次检查，年老的宠物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检查。这样，您

的家庭兽医能够及早发现宠物健康的细微变化和问题。如果您的兽医能定期观察到宠物的衰老情况，

他们就能建议您如何以 佳的方式应对宠物健康的这些变化。

请登录 www.hssv.org/choosingavet 寻找兽医

Parktown 兽医诊所
HSSV 推荐动物医院

1393 S. Park Victoria Dr.，
苗必达市，加利福尼亚 95035 (408)
408-263-3990

周一、周三、周五：上午 8 点-下午 6 点

周二、周四：上午 7 点-下午 6 点

周六：上午 8 点-下午 2 点

周日：不营业

www.parktownvet.com
PARK TOWN
兽医诊所

领养后 5天内可享受宠物免费体检，以确保您的新宠物健康，并解答您对宠物健康的任何疑问。如果

您的新宠物出现健康问题，我们会在领养后为您免费提供 14 天的一些低成本随访护理，条件如下：

呼吸道感染、腹泻、耳朵和眼睛问题、呕吐

皮肤疾病、跳蚤和蜱虫、尿路感染

我们会指导您如何持续照顾您的新宠物，并制定一项健康维护计划。我们会提供宠物的健康保险信息，

并给您的宠物一个名牌。请致电预约。

您的 14 天医疗保险范围包括治疗呕吐、腹泻、呼吸道感染、眼睛和耳朵问题的口服和外用药物；内

部实验室检测，如粪便寄生虫、疥癣虫和疥癣虫检测、内部血液检测套餐和尿检。

*不包括 X 光检查、犬恶丝虫检测、需要住院治疗或液体治疗的疾病治疗，以及必须送到商业实验室

进行的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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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强制性项目

__ 项圈或胸背带

__ 牵狗绳

1.收集基本用品

__食品（希尔思 Science Diet 干粮）

__ID标签（领养时可享受五折优惠）

其他用品

__胸背带

__进食碗

__玩具

__希尔思 Science Diet 湿粮

__训练小零食

__粪便袋

__酶喷雾剂

__舒适的床

__笼子/围栏/防护门

__小剪子/牙刷/刷子

2.完成微型芯片登记

我们已经为你的新宠物在 Home Again 数据库

中开始了微芯片注册。登录以下网站，完成注

册 www.homeagain.com。

3.预约兽医

即使您从 HSSV 领养的宠物已接种疫苗并由我

们的医疗团队进行了检查，您也应该在带宠物

回家后 1-2 周内请您的家庭兽医对宠物进行检

查。兽医可以帮助您回顾您的新宠物的病史，

并制定未来的疫苗计划，包括每月的跳蚤预防

和未来的除虫治疗。

4.饮食

我们照顾您的爱犬时，一直饲喂的是希尔思

Science Diet 干粮。您可以根据包装背面的喂

食指南或兽医遗嘱确定合适的喂食量。您选定

的兽医也可以为您的新宠物提供关于哪种饮食

适合的建议。

建议：如果您决定改变宠物食品的品牌，您需

要慢慢地加入，而不能一次性全部换成新品牌

的宠物食品。

相关资源

全品类宠物用品商店

领养宠物时，请可以在我们的全品类宠物用品商店

购买所需的任何用品。选择可以提前购买以及在领

养时已准备好的商品。

我们的全品类宠物用品商店产生的所有收益都将

用于支持 HSSV 的动物项目。

低价疫苗接种诊所

我们的医疗中心提供疫苗接种、驱虫和微型芯片植

入服务。欲查看营业时间、位置和联系信息，请访

问 ww.hssv.org/what-we-do/medical-services

训练课程

从美国硅谷人道协会领养宠物后，您可以享受针对

6 节训练课程的 25 美元优惠。您可以通过访问
https://www.hssv.org/services/dog-services/train
ing/找到可用的课程。使用您的折扣注册培训课程

时，请在结帐时输入优惠代码 PROMOHSSV。

退养和退费

如果您因任何原因需要归还动物，请致电

408.262.2133 x110，与我们的接收部门联系。退

养之前务必致电预约。90天后，可申请退还费用。

动物年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动物体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殊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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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领养成功！
在新家安顿

与在收容所时相比，您的爱犬在家的行为表现可能会发生变化，可能会变得更乖，也能会变得更糟糕。

坚持和耐心会帮助您和您的爱犬从一开始就建立起牢固的关系。您在领养之前可能已经考虑了很长时

间并已经准备好，但您的新爱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您和您的爱犬会有一段适应期。

3 天

您的新爱犬正在努力适应新房子

和新家庭成员。

3 周

它们已经知道它们要和您生活在

一起，并开始融入日常生活。

3 个月

您的爱犬已经成为家庭的一部

分。

欢迎回家！

有些狗狗从收容所回家后，很快就能适应，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您的新爱犬表现得不尽人意，不

要惊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狗狗会适应并成为您很好的伴侣。 初几天甚至几周的情况并不一

定代表长期和狗在一起的生活的状况。

您的处理方式肯定会影响结果。从一开始就改掉任何不必要的行为，可以帮助您的新爱犬成为一个优

秀的伴侣。

为成功做好准备

如果您从一开始就为成功做好了准备，您就可以避免您与您的新爱犬相处过程中的大多数挑战。习惯

很快就会形成，所以要立即帮助您的爱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您不能监督您的爱犬时，要当机立断，为它建立一个安全区域。重要的是，您要意识到过早地给您的

爱犬太多自由会让它们犯错误（例如在家里随地大小便或撕咬咀嚼不合适的东西）。您的爱犬需要学

习分辨我们想让它们去哪里以及吃什么。如果您不能监督您的爱犬，要为它提供一个安全封闭的空间，

以便逐渐成功地度过这个过渡期。

建立安全区域也可以防止它们在其他方面捣乱，如撕咬咀嚼不合适的东西。把咀嚼玩具放在您爱犬的

安全区域，并在它们外出时监督它们。

及早预防坏习惯，可以帮助您的爱犬成为一个行为良好、可以在家里自由活动的伴侣。

让安全区域成为您的爱犬获取食物和他们 喜欢的玩具的地方。理想情况下，这个区域将成为你们在

家里一起度过时光的地方。

安全区域可以是：

• 笼子

• 狗狗活动室

• 围栏

• 门廊有防护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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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大小便训练要立即开始。您 好将您的爱犬视为一只从未接受过大小便训练的狗狗。即使他们在

上一个领养家庭接受过训练，回到收容所的这段时间或仅仅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就足以让它们忘记去

哪里大小便。

您在家时，需要每隔一小时就带您的爱犬去一次您想让它们在户外大小便的地方。它们去指定的大小

便位置后，要给予食物奖励！然后，可以让它们离开安全空间一会和您一起玩耍。对于成犬和年龄稍

大一些的幼犬，可以增加大小便的间隔时间，但在外出次数逐渐增加后，就不要这样做了。与幼犬相

比，成犬通常的大小便训练更容易而且更快，因为它们的膀胱是成熟的，可以“憋尿”更久。您在家时，

需要每隔一小时就带您的爱犬去一次您想让它们在户外大小便的地方。

独处训练：

虽然花时间和您的爱犬在一起很重要，但让它们习惯独处也同样重要。如果您的爱犬独处时显得焦虑，

一开始不要太担心。不习惯独处的犬只在一开始都会有哀鸣、吠叫和嚎叫的从未，这是一个正常的过

渡过程。这其中也包括幼犬！给您的爱犬留下很多它们 喜欢的食物和玩具，开始进行短暂的独处训

练。您的爱犬很快就会知道，您总是会回来，总是会回归到日常生活中！

所有的犬类，尤其是幼犬，都应该接受独处训练。此类训练包括：

• 短时间的离开

• 独处之前进行大量的锻炼

• 无视任何发声（呜咽、哀鸣、吠叫等）

• 在您的爱犬安静下来之前，哪怕是片刻的安宁，不要说话或给予任何关注。否则，幼犬很快
就会知道，如果它们发出声音，您就会来解救它！

前几天和前几周

在刚开始的几天，将您的爱犬带到朋友面前，带它去新的环境，经历新的体验。具体的时长取决于您

爱犬的性格。记住，对大多数犬类来说，仅仅是搬家就会产生压力——更不用说它们在搬进您家之前

经历过的压力了。在它们融入这个世界之前，要给它们一些时间和空间来适应并与您建立联系。在刚

开始的几天，让它们在院子里玩耍和锻炼，带它们去安静的地方散步。如果您的爱犬有羞怯的行为，

在房门和大门附近要格外注意。羞怯的狗狗可能会逃跑，您也很难抓住它。考虑在门周围放一个围栏

备用。

• 请不要举办欢迎会！

• 给您新领养的爱犬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个时间要有几周，而不是几天

• 在开放环境下，一定要将您的爱犬拴好

• 您的爱犬在院子里玩耍时，要时刻监督它

• 利用安全区域，防止形成坏习惯

如果您的爱犬精力充沛：

疲倦的狗更快乐

如果您的爱犬能得到足够的锻炼，无论在身体还是脑力方面，它都将变成一个即快乐又有礼貌的

伴侣。狗需要大量的有氧运动（四处跑动）和动脑的机会。在您的后院闲逛并不算锻炼！在完成

锻炼后，将您的爱犬放在安全区域，给它提供充足的食物或可以咀嚼的玩具。

以下是一些有关犬类锻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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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

• 长时间的散步、远足或跑步

• 与其他狗狗玩耍

• 接盘游戏

• 敏捷性或其他犬类运动课程（也是很好的脑力锻炼！）

脑力锻炼：

• 训练（基本的服从训练或动作训练）

• 喂食玩具（漏食葫芦、漏食立方体等）

• 嗅觉训练课程

• 捉迷藏（让您的爱犬寻找隐藏的食物、玩具或家庭成员）

和您的爱犬玩耍时，要先玩一些平静、有规矩的游戏，比如接盘游戏，不要玩像拔河或摔跤这样的刺

激型游戏。拔河游戏虽然非常有趣，但容易让您的爱犬变得过于兴奋，从而导致它做出错误的决定，

比如用嘴巴含人。等您的爱犬知道何时停止游戏和放轻松时，才可以玩这些游戏。

如果您的爱犬有羞怯的行为

保持乐观

要让您的爱犬感到安全，一开始尽量减少“可怕”的情况，如去美容师那里或穿过拥挤的街道。专注于

有趣的活动，比如玩耍、散步或安静地出去闲逛——让您的爱犬告诉您它觉得什么是“有趣的”。把您

的爱犬放在安全的地方，让它放松警惕。试着用手喂您的前，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如果您的爱犬

害怕某样东西，请遵循以下步骤：

1. 给它一些空间：鼓励您的爱犬走开；让人后退

2. 愉快的谈话：用温柔的高音调声音让您的爱犬知道一切安好

3. 增加喂食的乐趣：为您的爱犬提供特殊的食物，以帮助它建立积极的联系；其他人也可以投

喂，但不要直接递给它，因为这可能会让它更紧张。

4. 慢慢来给您的爱犬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一个新的人或地方；让您的爱犬来控制它适应的速度！

5. 一对一：一次只介绍一个新朋友；尽量安排在安静、熟悉的地方，这样您的爱犬一次只需要

适应一件新事物。

6. 再来一遍：您的爱犬可能需要和同一个人相处很多次才能完全放松下来；因此，如果您的爱

犬在一个新的地方（例如，室内和室外）见到以前见过的人时仍然感到害怕，不用惊讶

幼犬

逐渐认识世界

在认识这个世界了，了解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怕的，什么是食物时，幼犬就像海绵一样！要想成为

一个自信、有教养的犬类伴侣，幼犬时期是犬类一生中 重要的时期。HSSV赞同美国动物行为兽医

协会 (American Veterinary Society of Animal Behavior) 制定的关于幼犬社交行为的指导方针，即幼

犬社交行为应尽早开始，宠物主人不应等到幼犬完成所有疫苗的接种后才开始让其开始社交。适当的

社交需要幼犬积极接触尽可能多的人、地方、犬只和事物。为了预防疾病，主人应充分利用幼犬感到

安全的环境，如驯狗师举办的幼犬课程和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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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犬主人也应该避免带幼犬前往有未知健康历史的犬只聚集的地方，如公共遛狗公园。您可以让有疫

苗接种史和良好行为的成犬，如朋友或家人的狗，作为您爱犬的老师。

幼犬的含咬行为

幼犬天生会用嘴去探索，因此它们需要学会如何温柔地用嘴去探索世界。告诉您的幼犬，不允许用嘴

接触到您的皮肤。。许多幼犬会对尖锐的“哎呦”声或尖叫声做出反应。幼犬作出反应，将游戏或互动“暂
停”20秒。然后给您的爱犬再试一次的机会。用一个可以咀嚼的玩具代替您的手。坚持不懈的幼犬可

能需要更长的停顿时间，并且需要教它做一些含咬之外的动作，如坐着打招呼。

从爪子开始

训练可以让您和爱犬建立联系，学习使用它们能理解的方式交流，并从一开始就培养良好的行为。正

面强化训练方法是训练您的爱犬的理想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可以加强您与爱犬之间的联系，而且不会

让您的爱犬在训练过程中产生恐惧。

训练可以让您和爱犬形成一种共同的语言，这将有助于维系你们之间的联系，帮助你们在一起快乐地

生活。

您可以在您的爱犬看向您或注意到您时，立即给予它奖励，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您能够引起

您爱犬的注意，您可以要求它做其他动作。此时，您也可以喊出它的名字。喊出您爱犬的名字，然后

马上喂它美味的食物。很快，只要您一喊它名字，它就会看向您！

HSSV提供了大量的正面强化课程，帮助您从幼犬的右爪开始训练。驯狗师还可以回答您关于幼犬在

家中的表现的具体问题，幼犬也会获得社交、玩耍合训练时间。

HSSV 也会举办“幼犬社交”活动，专注于幼犬玩耍，让幼犬在一个安全的、有训狗师监督的环境中接

触新物体。领养者可以享受优惠！发送电子邮件至 dogtraining@hssv.org联系我们，或访问我们的网

站 www.hssv.org/training。

动物行为资源

美国硅谷人道协会 (HSSV) 为您和您的宠物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讲习班和研讨会。

如果您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您和宠物可以从私人培训或行为咨询中受益。

您可以从以下网址找到接诊医生和资源：

www.hssv.org/behaviorhelp

需要更多帮助？

领养后，如果您有任何宠物行为方面的担心或问题，请联系我们的行为团队成员。您需要在领养文件

上找到您的“领养人编号”，然后访问 www.hssv.org/behaviorhelpline 填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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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犬或犬只大小便训练

大小便训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您的爱犬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持续呆在房屋内（大约 8小时），而且

不会在房屋内排便。您的爱犬会“憋住”，直到您让它出去大小便。如果您的爱犬身体健康且生理上已

经成熟（至少 8-12 个月大），但他每几个月就会出现一次随地大小便的行为，则证明它的大小便训

练不成功。

幼犬大小便训练需要多长时间？让您的爱犬知道在哪里大小便只需要几周的时间。但对于一只幼犬来

说，要想真正地做到知道在哪里大小便，发育要足够成熟，才能憋住大小便，直到可以排便的时间或

直到走到“屋外厕所”。幼犬至少到 8-12月龄时并且至少连续六周无随地大小便的行为才能称得上真正

的大小便训练成功。

成犬大小便训练需要多长时间？很多人喜欢用笼子训练他们的爱犬，原因很简单，因为狗在笼子里不

会做错事。您的爱犬不能在地毯上撒尿，骚扰邮递员，撕咬家具，乱扔垃圾，或者吃掉您孩子的仓鼠。

它学会了如何在您不在的时候保持放松并入睡。大小便习惯不好或从未经过训练的的成犬可能需要

6-8 周的时间（在严格遵循训练计划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新的行为习惯。如果成犬在很多年之前身体

健康的是否就已经开始在屋内捣乱，那么它可能存在导致它无法憋便的生理问题（请在执行严格的大

小便训练计划之前，带您的爱犬到兽医处进行检查），或不理解您不允许它在屋内排便。

犬类的大小便可以憋多长时间？这要取决于犬的年龄！如果是幼犬，请记住，它有几个月大就能憋几

个小时。如果您的爱犬两个月大，那么在白天不活跃的情况下，它 长可以憋便两个小时。如果幼犬

比较活跃，则大小便可能更频繁。在夜间，大部分犬类的憋便时间都比白天长。大部分幼犬在 12 周

龄时就可以睡正觉，不用起夜了。对于没有生理问题或分离焦虑问题的发育完全的犬来说，一旦它们

养成了规律的作息习惯，它们就能够一天坚持 8小时而且不会有任何问题。请记住，一只发育完全的

犬至少是 8-12 个月大。

犬类或幼犬大小便训练基本原则

1.意外是无法杜绝的，但您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防止发生意外。准备好用含酶的清洁剂清理意外排

便现场。含酶的清洁剂是专门为去除尿液和粪便污渍设计的。要彻底清洁任何发生意外排便的地方，

消除气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您的爱犬可能会回到同一个地方排便。

2.限制宠物的活动空间。确切地说，限制活动区是任何您不介意您的爱犬是否会犯错误的地方。这个

区域 好是您的房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即不会撕咬地毯或电线之类的东西），而且要足够小，所以

在有便意时它会尽量憋住，直到您让它出去排便。犬类有一种自然的本能，它们不会弄脏自己附近或

睡觉的地方。这就是笼内训练可以作为一种成功的室内训练辅助工具的原因。限制活动区可以是：一

个只够您的爱犬躺下和转身的笼子，厨房或其他房间内一个只够您的爱犬躺下和转身的封闭区域，或

一间小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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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让您的爱犬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即使在周末，也不要改变它吃饭、喝水、玩耍、散步和训练的时

间！您的爱犬内心并不会有一个生物日历告诉它“周六到了，可以晚睡了！”但它有生物钟，而且可以

在 24 小时内可以精确到 30 秒！它只知道在过去的五天里您每天早上 6 点就起床照顾它！请参阅本

节末的时间表示例。一旦您的爱犬养成可靠的大小便习惯后，您就可以开始根据您自己的时间安排稍

微改动一下它的作息时间了。

4.外出时带着您的爱犬。您的爱犬到外面排便时要给予它奖励，这是一种大小便训练的一种非常有效

的方式。您的爱犬到指定地点排便时要给予额外的食物奖励，这样它就知道您希望它去哪里排便。如

果您的爱犬没有到指定地点排便，您也可以及时知道，所以如果发生意外排便，您就可以禁止它进入

屋内（可以利用限制活动区）。

5.注意观察您爱犬的排便迹象。到处嗅探、不停地转圈就是一种想要排便的预示特征。了解您爱犬的

排便迹象，然后带它出去排便。

6.如果您发现爱犬正在室内排便，通过拍手或制造噪音打断它的排便，然后带它出去。这时，不要让

您的爱犬受到惊吓，否则可能会造成在您面前排便时变得紧张。如果您的爱犬不肯在您面前排便，那

大小便训练就变得很困难了。

7.不要因为意外排便而惩罚您的爱犬。如果在发生意外排便后惩罚您的爱犬，它可能会产生恐惧心理，

而且不会将惩罚和意外排便联系起来。您的爱犬会把惩罚和它在被惩罚之前做的任何事情联系起来。

因此，即使惩罚它，也不会起什么作用。您的爱犬可能会认为是它的排便行为导致您非常气愤，因此

它会在排便时躲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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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便训练时间表示例

主人整天在家时的大小便训练时间表示例

时间表 #1（一天三餐的 3-6 月龄幼犬通用时间表）

上午 7:00 - 起床/散步/排便

上午 7:10-7:30在主人监督下自由活动

上午 7:30 - 喂食饮水

上午 8:00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

上午 8:15 - 在主人监督下自由活动

下午 12:00 - 外出，喂食饮水短暂玩耍/训练

下午 12:30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

下午 12:45 - 在主人监督下自由活动

下午 1:15 - 限制活动区域

下午 5:00 - 散步/玩耍/训练

下午 6:15 - 限制活动区域

下午 8:00 - 后一餐喂食饮水 - 然后遛狗

下午 8:15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

下午 8:30 - 在主人监督下在厨房自由活动

下午 9:00 - 限制活动区域

下午 11:00 - 后一次排便。整夜限制活动区域

时间表 #2（一天两餐的 6-12 月龄幼犬通用时间表）

上午 7:00 - 起床/散步/排便

上午 7:15-8:00 - 在主人监督下在厨房自由活动

上午 8:00 - 喂食饮水

上午 8:30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

上午 8:45 - 在主人监督下在厨房自由活动

上午 9:30 - 限制活动区域

下午 12:30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

下午 12:45 - 喂食饮水

下午 1:00 - 在厨房自由活动

下午 1:45 - 限制活动区域

下午 6:00 - 散步/玩耍/训练

下午 6:30 - 后一次喂食饮水 - 然后遛狗

下午 6:45 - 外出；在主人监督下在屋内自由活动

下午 8:30 - 在主人监督下在厨房自由活动

下午 7:30 - 限制活动区域

下午 11:00 - 后一次排便。整夜限制活动区域

时间表 #3（一天两餐的成犬通用时间表）

上午 7:00 - 起床/散步/排便

上午 8:00 - 喂食饮水（白天无限量供应水）

上午 8:30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

下午 12:30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

下午 5:30 - 喂食

下午 6:00 - 外出/玩耍/散步/训练

下午 11:00 - 后一次排便。睡觉时间。整夜不供应水

主人白天需要工作时的大小便训练时间表示例

时间表 #1（一天三餐的 3-6 月龄幼犬通用时间表）

上午 7:00 - 起床/散步/排便

上午 7:10-7:30 - 在主人监督下在厨房自由活动

上午 7:30 - 喂食饮水

上午 8:00 - 玩耍和排便。白天主人离开时，饮水，将狗

狗限制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活动，并提供安全且可以咀嚼

的玩具，供狗狗玩耍。

上午 11:00 - 饮水/玩耍/排便。主人离开时再次限制狗狗

的活动区域

下午 3:00 -饮水/训练/排便。主人离开时再次限制狗狗的

活动区域

下午 6:00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

下午 6:15 - 6:30 - 在主人监督下自由活动

下午 6:30 - 喂食/饮水

下午 7:00 - 散步/玩耍/训练

下午 7:15 - 限制活动区域

下午 9:00 - 喂食饮水/白天 后一次饮水

下午 9:30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

下午 9:45 - 在主人监督下自由活动

下午 11:00 - 后一次排便。整夜限制活动区域

时间表 #2（一天两餐的 6-12 月龄幼犬通用时间表）

上午 7:00 - 起床/散步/排便

上午 7:10-7:30 - 在主人监督下在厨房自由活动

上午 7:30 - 喂食饮水

上午 8:00 - 玩耍和排便。白天主人离开时，在碗里放上

冰块，将狗狗限制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活动，并提供安全

且可以咀嚼的玩具，供狗狗玩耍。

下午 2:00 -饮水/训练/排便。主人离开时再次限制狗狗的

活动区域

下午 6:00 - 散步/玩耍/训练

下午 6:15 - 7:00 - 在主人监督下自由活动

下午 7:00 - 喂食/饮水

下午 7:30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

下午 7:45-8:30 - 在主人监督下自由活动

下午 11:00 - 后一次排便。整夜限制活动区域

时间表 #3（一天两餐的成犬通用时间表）

上午 7:00 - 起床/散步/排便

上午 7:30 - 喂食饮水（白天无限量供应水）

上午 8:00 - 外出，短暂玩耍/训练白天主人离开时，限制

活动区域

下午 6:00 - 外出/玩耍/散步/训练

下午 7:00 - 喂食

下午 7:30 - 排便/玩耍。

下午 11:00 - 后一次排便。睡觉时间。整夜不供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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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笼内训练
如何利用笼子训练您的爱犬：周末计划

一些训狗师和行为学家建议在一周或更长时间内逐步让您的爱犬接受一个新的笼子。这种方法对害怕

被关起来的胆小犬只来说很有效，也对那些不喜欢笼子的犬只很有效。

实际上，很多犬只可以很容易地学会使用笼子，只是很少有人能够花一整周或更长的时间来训练他们

的爱犬使用笼子。

如果您需要您的爱犬尽快学会使用笼子，可以试试下面的周末笼内训练计划。在周六和周日的训练课

程之后，您可以在周一开始把您的爱犬关在笼子里。

为了成功实施笼内训练计划，您需要遵循下面的指示一步一步地去做。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把您的爱

犬为准备好之前把它独自留在笼子内，这一点很重要。您可以试着在周末晚上把您的爱犬限制在一个

安全的小空间内。您可以用围栏或婴儿防护门在厨房、浴室或洗衣房内隔出一个小区域。确保该区域

对您的爱犬是安全的，而且没有它不应该咀嚼的东西。您可以给它铺一些舒服的东西，让它躺在上面，

并提供一些水、玩具和一些可以咀嚼的东西，让它有事可做。 好不要在周六或周日的白天把您的爱

犬单独留在家里。如果由于某些原因，您必须这样做，您可以使用上述安全区域，以防偏离您的训练

计划。

准备

挑选笼子

宠物用品商店和网上卖家都出售铁丝笼、航空运输用塑料笼和网笼。每种笼子都有各自的优点。铁丝

笼通常可折叠，便于存放和携带，而且比塑料笼通风效果好。塑料笼看起来更像一个隐秘的小窝，可

能让您的爱犬更有安全感。网笼更注重您爱犬的隐私，也是 便于携带的笼子，但不耐用。有些狗狗

能把网笼咬破逃走。

把笼子布置的舒适些

挑选好后，接下来就是把新笼子布置的舒适些。把笼子放在您经常呆的房间里，但不要放在经常有人

走动的区域。然后，在笼子里放一张柔软的床或毯子和一两个玩具。您甚至可以把您 近穿过的一件

衬衫放进笼子里，因为您的气味可以让您的爱犬感到舒适。（如果您的爱犬喜欢撕咬织物，那就跳过

这一步吧。）如果您购买的是铁丝笼，您的爱犬可能希望您用一条毯子或毛巾把笼子盖起来，营造一

种更隐秘的感觉。

周五晚上：开始训练之前

笼内训练 重要的部分是教您的爱犬把它的笼子和它喜欢的东西联系起来。您可以试着用下面的方法

说服您的爱犬接受它的新笼子：

美食精灵游戏

把笼子门保持打开状态，确保您的爱犬可以进入安装笼子的房间。每隔一段时间，趁它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地把一些食物扔到笼子里，让它自己去发现。利用一些您的爱犬喜欢的东西，如小块的鸡肉、奶

酪、热狗或冻干的肝脏。您也可以在笼子里放一个好玩的新玩具，一个美味的磨牙骨或一个填满食物

的 KONG® 牌漏食玩具。在晚上，定期在您的爱犬笼子里放一些特殊的食物——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

期里每天都这样做。如果您的爱犬时不时地能在它的笼子里发现好吃的东西，它便会逐渐喜欢上它的

笼子，它可能会经常进去看看“美食精灵”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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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服务

您的爱犬进食时，把进食碗放在笼子里，并把笼子门打开。要尽量把进食碗靠里放，以确保您的爱犬

能完全站在笼子内进食。如果它一开始觉得不太舒服，您可以先把碗放在门内侧。这样，它只需要把

头伸进笼子里。渐渐地，您的爱犬就会越来越愿意走进笼子。这时，您就可以把碗放在笼子靠里的位

置。 后，您就可以在它进食时关上笼门。

准备周六和周日用品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您要经常奖励您的爱犬进入笼子的行为。因此，您 好提前准备一些食物。可以

把一些鸡肉、奶酪、热狗、较软的狗狗零食或冻干肝脏切成一口大小的块，放在一边备用。您的爱犬

在笼子里呆的时间逐渐增加时，您也可以在笼子放两三个漏食玩具。

周六早晨：开启笼内的快乐时光！

您已经准备好了。把您准备好的食物放在一起，把您的爱犬引到笼子里。

第一步：追寻食物

您可以坐在笼子附近的地板或椅子上对您的爱犬进行以下训练。

1.给您的爱犬一个指令，让它进入笼子，比如“去睡觉”。（您可以选择任何您喜欢的指令，但要确

保您始终使用同一个指令。）

2.向您的爱犬展示其中一种食物，然后把它扔进笼子里。它进入笼内吃完后，要充满热情地表扬它，

趁它还在里面时再给它吃点别的东西。

3.说一声“好”，让您的爱犬知道它可以出来了。它从笼子里出来时不需要奖励它。要让它知道所有

美好的事物都发生在笼子里。

4.重复上述步骤 10 次。休息一会（几分钟），然后再次重复上述步骤 10 次。完成第二组步骤后，

结束训练。

第二步：赢取食物奖励

在早上的晚些时候，拿一些食物，把您的爱犬带到笼子里，继续训练。既然它已经知道如何进入笼子

寻找食物，您可以尝试在奖励它之前先让它进入笼子。

1.作为热身，您可以把食物扔进笼子，并重复几次——这样您的爱犬就会跟着食物进入笼子。然后，

您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规则。

2.不要把食物扔进笼子，而是指着笼子说出指令“去睡觉”。（指笼子时，您可以做一个类似向笼子

里仍食物的动作，这样可能有帮助。熟悉的动作可以提醒您的爱犬它应该怎么做。）

3.您的爱犬进入笼子时，要表扬它，如果它持续呆在笼子里，要立即给予几次食物奖励。

4.说出指令“好”，然后让您的爱犬从笼子里出来。

重复这个步骤 10次，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再次重复训练 10次，或直到您的爱犬懂得了游戏规则，能

够按照您的要求进出笼子。

如果您的爱犬在进笼子时表现的有些紧张，或者在您发出指令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从第一步开始重新

练习，并适当延长训练时间。当您的爱犬可以毫不犹豫地冲进笼子找食物时，您可以再次进行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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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下午：关上笼子门

现在该让您的爱犬适应关着门待在笼子里了。

1.作为热身，首先重复做几次之前的训练的内容。指着笼子说出指令“去睡觉”，当您的爱犬进入笼

子时给予食物奖励，然后说出指令“好”，让它知道它可以从笼子里出来了。

2.现在，您可以尝试把笼子门关上一会。指着笼子说出指令“去睡觉”。
3.您的爱犬进入笼子时，要表扬它，并立即给予食物奖励。然后轻轻地关上笼子门。（先不要把笼

子门闩上。）穿过关闭的笼子门给您的爱犬两至三块食物；如果它能继续呆在笼子里，则继续表扬

它。

4.说出指令“好”，打开笼子门，让您的爱犬出来。（在笼子门短暂关闭时，如果您的爱犬表现出紧

张或惊慌失措，那么请将这一训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仅在训练中间关上门，给予食物奖励，

然后放出您的爱犬；第二阶段，全程关闭笼子门。）

重复训练 10次，然后休息一两分钟。然后再重复 10次，慢慢增加您的爱犬在笼门关闭的情况下待在

笼子里的时间。随着时间的增加，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重复训练。时间从 1秒逐渐增加到 5秒。尝

试一下保持 8 秒钟，然后再回到 3秒。将时间延长到 10 秒，然后是 15 秒、20 秒，然后再回到简单

的 5 秒。当您的爱犬在笼子里时，大方地奖励它。在您完成第二套 10 次训练后，休息半小时。然后

继续重复训练。整个下午，尝试让您的爱犬在笼子里待上一分钟。

周六晚上：开始独处训练

当您的爱犬习惯于关着门呆在笼子里，而您坐在旁边时，您就可以开始下一步：让它独处一会儿。重

复如上描述的您一直在做的训练，但这次是将笼子门关上然后远离笼子。

1.作为热身，首先重复做几次下午训练的内容。在您爱犬的笼子旁席地而坐或坐在椅子上。指着笼

子说“去睡觉”。当您的爱犬进入笼子后，关上笼门，并在它待在笼子里时给它一些食物奖励。30秒

过后，说出指令“好”，打开笼子门，让您的爱犬出来。

2.现在您即将短暂地关上笼子门。指着笼子说出指令“去睡觉”。当您的爱犬进入笼子后，关闭笼子

门，然后给它食物奖励。

3.站起来，然后再给您的爱犬一次食物奖励。离开笼子几步，然后再回来给它食物奖励。

4.说出指令“好”，打开笼子门，让您的爱犬出来。

重复上述步骤 10次，每次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短暂休息一会儿，再重复练习 10次，慢慢增加当您

在房间走动时爱犬留在笼子里的时间。随着时间的增加，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重复训练。时间从 10
秒逐渐增加到 15秒。尝试一下保持 20秒钟，然后再回到 10秒。将时间延长到 30秒，然后减少到 15
秒，再增加到 45 秒，然后再回到简单的 5 秒。在您的爱犬待在笼子里时，您应每隔几秒钟回到笼子

旁并给它奖励。开始时要非常大方。当您的爱犬逐渐适应待在笼子里后，您可以慢慢减少奖励的频率。

在您完成第二套 10次训练后，休息半小时。然后再重复 10次训练。当您的爱犬待在笼子里时，开始

每次离开房间几秒钟，但一定要回来给它奖励。您在房间走动以及短暂离开房间时，尝试让您的爱犬

在笼子里待一分钟。

周日早晨：看电视

这个早晨，您将训练您的爱犬在笼子里长时间放松。您需要一些食物，一块美味的磨牙骨或一个填满

食物的 KONG 牌漏食玩具，比如一点花生酱或奶油奶酪，还有一些可以让您自己消遣的东西。

让您的爱犬进入笼子。它进去后，表扬一下它，并给它磨牙骨或填满食物的漏食玩具。然后关上笼子

门，在房间里专心看电视或读书。让您的爱犬在笼子里待上半小时左右。（如果您爱犬的磨牙骨用完

了，只要它安静地待在笼子里，您可以偶尔给它一两个食物奖励。）

半小时一到，静静地打开笼子门然后说“好”，让您的爱犬出来。把磨牙骨拿走，在它离开笼子后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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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它食物。事实上，您 好能忽略您的爱犬几分钟。再说一次，您要让您的爱犬在笼子里进行训练，

而不是在笼子外。训练一段时间后休息一会。一两个小时后，您可以重复训练。

爱犬抱怨

在此训练阶段，您的爱犬可能会开始反抗，不想被关在笼子里。如果它吠叫或哀鸣，您有两种选择：

1.完全忽略它。（如果需要的话戴上耳塞。）它在试图引起您的注意，所以不要在它吠叫时奖励它！

假装它不存在。只要它停止发声几秒钟，您就可以给它食物奖励。重复几次，您的爱犬就会知道如

果它制造噪音就会被忽略，相反，只要它保持安静，就会得到美味的食物。

2.一旦您的爱犬开始吠叫或哀鸣，您可以发出声音让它知道自己犯了错。您可以说“哎哟！”或者“太
烦了”，然后马上离开房间。当您的爱犬安静后 5到 10秒钟，您再回来。重复几次，您的爱犬就会

知道发出噪声您会立刻离开，保持安静您就会回来。

您的爱犬在笼子里制造噪音时，您的反应要始终一致，这一点很重要。一开始可能并不顺利，但如果

您坚持下去，您的爱犬就会知道安静地待在笼子里是 好的选择。

周日下午：独处时间

在开始周日下午的训练之前，先让您的爱犬锻炼一下。带它出去散步或慢跑，玩接盘或拔河游戏，或

者让它和同类玩耍。当您的爱犬玩得筋疲力尽后，笼内训练更加容易。您的爱犬锻炼完后，您可以重

复早上进行的训练步骤，但这次不要跟它待在同一个房间休息，您要在房子周围走动。

1.让您的爱犬进入笼子。当它进去后，递给它一块美味的磨牙骨或填满食物的漏食玩具。然后关上

笼子门，走出房间。

2.在房间外待 10 分钟。10 分钟过后，您可以回到房间，将您的爱犬放出笼子。（如果爱犬的磨牙

骨没有用完，在它离开笼子后拿走。它只有待在笼子里才能获得美食。）如果您离开时您的爱犬在

笼子里制造噪音，那么等它安静下来，5 到 10 秒钟后再放它出来。

3.短暂休息后，重复训练。

今天下午继续重复上述步骤，逐渐增加您的爱犬待在笼子里的时间。尝试让它完整地独处一小时。

周日晚上：离开屋子

当您在房屋周围走动时，如果您的爱犬能安静地待在笼子里一小时，您就可以让它独自在家了。让您

的爱犬进入笼子，给它一些美味的磨牙骨或食物，就像您之前做的那样。然后关上笼子门，不要说任

何告别的话，离开屋子 10分钟。当您返回后，静静地打开笼子把您的爱犬放出来，并且拿走磨牙骨。

不要着急表扬它。如果您表现得若无其事，您的爱犬会感到非常自在地进出笼子。

在睡觉前尽可能多地重复训练，在训练中间还要锻炼和排便。尝试让您的爱犬独自待在笼子里一两个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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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如何与爱犬沟通
利用常识。

对宠物要有礼貌、有爱心 当您的爱犬受惊或焦虑时学会认

可它

动作训练（如翻滚、握

手、乞求等）接盘游戏

和爱犬一起散步

或跑步

玩捉迷藏

训练您的爱犬将孩子与

美好的经历联系起来，这

样万一孩子在进行不恰

当互动后，您的爱犬能够

更加包容。

监督所有互动行

为。意外可能在一

瞬间发生。

适当和宠物做一些游戏，比如：

请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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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何时不应与爱犬互动
这是常识，只要想象一下人与人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不要拿别人的食物
狗狗进食时不要打扰它们

不要拿走狗狗的磨牙骨或玩具
不要抢别人的玩具

不要把脸凑到别人脸上
不要把脸凑到狗狗脸上

动物休息时不要打扰它们。不

要自找麻烦。别人睡觉时不要打扰

不要纠缠别人 不要抓尾巴/耳朵

不要爬到别人身上或踩踏别人 不要爬到狗狗身上或蹂躏它

不要掐人 不要拥抱，狗狗一般不喜欢拥

抱。

不要在人旁边大声尖叫
不要大喊大叫，

而是要轻声细语。



21

新领养犬只与社区犬只的接触

家犬是社会性动物，这意味着它们天生喜欢群居生活。狗狗通常会建立自己的领地来抵御入侵者或竞

争对手的入侵。在领养新爱犬时需要考虑它们的领地和社会天性。

选择中性场地

将狗狗带人不属于任何狗狗领地的场地，这样会避免其中一只狗将另一只狗视为入侵者。每只狗都要

有自己的训狗师。将两只狗套上狗绳，将它们带到一个它们都不熟悉的地方，例如公园。如果您经常

在离家几个街区的公园里遛狗，您的爱犬可能会把这个公园视为它的领地，这样一来公园就不再是中

性场地。

使用正面强化训练

从两个狗狗第一次见面开始，您就期待它们之间能够“相处愉快”。让两只狗狗互相轻嗅，这是犬只之

间常见的问候方式。它们这样做完之后，用开心、友好的语气跟它们说“乖狗！真棒！”不要让狗狗互

相嗅闻超过 5 秒钟，因为有时这样会让一只或两只狗做出攻击反应。几秒钟后，唤起每只狗的注意，

将它们分开几码远，做出一些简单的命令，比如“坐下”，如果服从，给每只狗狗一点食物奖励。带着

两只狗狗一起散步，不时地让它们互相轻嗅一下。继续跟它们“愉快地谈话”，给予奖励，做出简单命

令。

注意身体姿势

表示狗狗心情愉悦的一个身体姿势是翘屁股。狗狗会将前爪趴在地上，屁股朝天。这是邀请玩耍的姿

势，通常会得到其他狗狗的友好回应。其他姿势还包括：松散的身体运动，柔和的眼神接触，放松的

嘴巴和耳朵。密切注意可能表示攻击反应的身体姿势。这些姿势包括：狗狗背上的毛竖起（立毛），

露出牙齿，咆哮，步态僵硬，或者长时间凝视。如果您看到了其中的任何一种姿势，立刻打断狗狗间

的互动。不要用威胁性的方式打断它们，而是应该平静地，积极将两只狗狗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

上。例如，两个训狗师可以将它们唤到自己身边来，把它们分开几尺远，让它们坐下或趴下，奖励它

们一点美食，这样能够避免事态升级，避免攻击。再次尝试让两只狗狗接触，但这次将接触时间缩短

以及/或者让它们相距更远。

带您的爱犬回家

当两只狗狗表现得能够容忍对方的存在，而不再害怕或作出攻击反应，并且已经不再进行试探性的问

候行为时，您就可以带着您的爱犬们回家了。您是选择将它们放入同一辆车里还是不同的车里，这取

决于它们的体型，它们在车里的表现情况， 初的接触是否顺利，以及狗狗的数量。如果您家里不止

一只爱犬，那么 好每次只让新狗狗接触一只爱犬。因为多只狗狗可能会“合伙欺负”新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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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当家里有一只以上的狗狗时，它们之间会按照互动结果建立一种社交关系。主人无法选择狗狗们是否

建立等级制度。当新爱犬被带回家后，会打乱这种社会平衡，因为新来者的地位不确定。

很难预测家里哪只狗狗会对玩具、睡觉空间、食物、磨牙骨和人类的注意力更感兴趣。有些狗狗可能

会对其他狗狗入侵私有空间不太宽容，甚至可能会“咄咄逼人”，并且乐于控制其他狗狗的动作或活动。

主人不应该容许或纵容其爱犬（新领养的或原来的）的野蛮、攻击或强势行为。请注意，食物和玩具

等应该首先奖励给表现 令人满意的狗狗。主人不应该容许爱出风头的狗狗 先得到自己的关注。

尽量让家里的爱犬保持新爱犬回家之前的作息规律，喂食、训练、玩耍、睡觉的时间和地点保持不变。

您也可以给每只爱犬一点时间与您单独相处。可能会出现一只狗狗把另一只狗狗的玩具抢走了，另一

只狗狗玩不了玩具的情况。当您在室内与其他狗狗玩耍时，请将占有欲强的那只狗狗放到不同的地方，

给它一块磨牙骨玩具（反之亦然）。在组织这些单独活动时，没有受到关注的狗狗应该会忙于做它们

喜欢的其他事情。如果一只狗狗嫉妒心强，认为其他狗狗得到了特别关注而自己没有，这可能会导致

它们打架。

幼犬与成年犬只的接触

幼犬一般喜欢缠着成年犬只。不足四个月的幼犬可能无法识别成年犬只的很多微妙姿势，而这通常表

示它们已经无法忍受了。具有良好社交能力的成年犬只脾气好，会用咆哮或怒吼来限制幼犬。这些行

为应该得到允许，即使幼犬反应过度并且“尖叫”。而那些社交能力较差的成年犬只，或者那些以前和

其他狗狗打过架或有过冲突的成年犬只，可能会通过更加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来限制幼犬，比如撕咬，

这会伤害幼犬。鉴于此，新领养的幼犬不应与成年犬只单独相处，除非您确定幼犬不再有任何危险。

如上所述，一定要给成年犬只远离幼犬的安静时间以及一些个人关注。

如果出现问题

如果新领养的狗狗和您家里的爱犬相处不顺，不要让冲突继续下去。发生冲突的次数越多，它们就越

难和平相处。狗狗在打架时会严重受伤，主人试图干预时也会如此。惩罚一只或两只狗狗并不能解决

问题，反而有可能让问题变得更糟糕。请和您的兽医谈谈关于对完整的狗狗进行卵巢切除和/或绝育的

问题，并联系经认证的动物行为专家，了解有关行为矫正的信息。

推荐读物

• 训狗有方？- 如何管理和享受多狗家庭 - Patricia McConnell & Kare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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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猫狗共同生活

猫狗可以学会在同一屋檐下和谐共处。它们可能并不喜欢彼此的陪伴，但它们会学会容忍对方。在猫

狗幼年时让它们接触更加容易，因为同样年幼，并且没有与其他动物发生过矛盾。但即使是稍大一些

的猫狗也可以通过一些规则学会相处。

1. 不要让您的幼犬或犬只靠近您的猫。

您可能会认为您的爱犬只是想交朋友，而您的猫只能忍受嗅探，然后告诉您的爱犬“后退！”狗狗喜欢

追逐小动物。这是它们的一种狩猎天性，所以并不是您的爱犬行为恶劣，它只是在遵从本能。当您的

猫在房间时，请让您的狗狗保持安静。这样一来，狗狗受到了控制，猫才有胆量在它周围走动。

如果您不能用语言控制您的狗狗，即您对它说“不”或“停下”时，不能阻止它的行动，这样就要用狗绳将

它拴在家里，直到您学会用语言控制它。狗绳长度在 6到 10英尺即可，这样您可以很容易地阻止它。

当您的狗狗不再追逐您的猫时，马上表扬它。

如果您无法控制狗狗的行为，高质量的培训课程能够让您重新控制它，这样猫也可以享受它的家！

不要允许您的爱犬追逐任何小动物。这样只会破坏对狗狗离开猫的训练。

2. 允许您的猫靠近您的狗狗。

无论如何，请允许你的猫咪走上前，去了解你的狗狗，但是请小心监管，以防止狗狗追逐猫咪。通过

这样，你的猫咪会信任你和你的狗狗，知道不会发生什么对它不利的事。还会开始意识到与狗狗（不

允许靠近猫）共处一室并没有那么糟糕！

3. 如果您的猫想躲起来，请准许。

不要强行让您的猫狗碰面。请让您的猫自行试探狗狗，它只是想确认狗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允许追

逐自己。给猫猫一个可以逃避的安静空间，提供食物，确保狗狗碰不到它。您的猫可能需要 8到 10周

的时间才能适应与狗狗共处一室。

4. 当您不在家时将猫狗分开。

在您能够确定您的爱犬任何时候都不会恐吓您的猫之前，不要让它们单独相处。您可以将猫放在一个

房间里，关上房门（确保里面有猫的猫砂盆以及玩具和水），或者把狗狗关起来（例如关进家里的笼

子）。

5. 对猫狗之间的友好互动进行奖励。

每当您的狗狗允许猫咪靠近它或在它身旁走动确没有去追逐猫时，请表扬它，比如您可以用高兴的语

气说“乖狗！你太棒了！”

6. 给您狗狗的追逐行为一个发泄途径。

教会您的爱犬去追球，接飞盘，玩绳球或吱吱作响的玩具，而不是追逐猫猫。常规性训练也能帮助您

的爱犬在猫猫周围保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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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犬之声

狗狗一般通过身体语言而非用声音进行交流。这份快速指南可以帮助您了解您的爱犬想表

达什么。关注狗狗的头、脸、身体和尾巴，更准确地了解它的想法。

收养来源

想了解更多有关狗狗训练和行为的资源与信息，请参阅 www.JezR0se.co.uk Copyright 2011 Jez
Rose。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