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如
果你是一只狗狗的家长，你全心全意、无微不至地照顾

它的日常，它也会用全部的爱来回报你，带给你无尽的

欢乐与温暖。但狗狗的一些行为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你，

比如在室内随处撒尿、乱啃家具、乱咬鞋子、听到声音就会叫个不停……

又比如带狗狗外出时狗狗表现出的好斗、追逐、扑人、追车……这些问

题应该是大多数狗狗家长都会遇到的。

有行为问题的狗狗在家令主人抓狂，在外令他人反感，进而引发矛

盾。尤其随着养宠人群的日益增长，不管是在社区内还是在公共场所，

人与狗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严重的还会造成治安问题。所以说，狗狗

的行为训练已经不只是解决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解决相应社会矛盾的

大问题。

如何才能把自家爱犬训练成一个有礼仪、有教养、人见人爱、花见

花开的“狗狗好公民”呢？

如果觉得当面去向狗狗训导机构求助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的话，那

么，一本有关狗狗训练的书就是最好的选择。

本书就是你一直以来在寻找的那一本。

通过书中介绍的正向性训练法，纠正你家狗狗的不良行为是件很容

易的事儿，轻轻松松就能帮你把你家的狗狗训练成一只温顺听话又有趣

的爱犬。你需要做的只是每天花上几个 15 分钟就足够了。

狗狗机灵、聪明，对主人的指令有着准确的理解，并按照指令做出

动作，它们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得到主人的奖赏。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能进而找到更快捷且行之有效的驯狗之道。

本书将向你展示如何达到这种更理想更完美的境界，教会你读懂狗狗的

语言，帮助你更有效地和家里那位“四条腿的朋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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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使用说明

只要按照本书所介绍的训练方法去操作，你会发现：只需短短两天

的训练，你便可以发现你家狗狗的变化，进而更加“随心所欲”地驾驭它。

接下来，你还需要帮助狗狗不断地巩固它学会的本领，直到它听到你的

指令或者手势就能快速地做出反应为止。

但是，你必须明白，没有任何训练的效果是可以立竿见影的，特别

是你想要训练比较难的项目时。如果你能按部就班地执行本书中所给的

建议，你就会发现你的期望无论对你或你的爱犬而言，都能实现得容易

一些。

本书介绍了养狗之前的准备、幼犬社会化、基础训练、纠正训练和

趣味训练等内容，如果想完成整套训练，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并

没有明确的限制。在训练过程中，如果主人认为狗狗并没有取得应有的

进步时，给它设置一个期限是会产生反作用的。实际上，成功的训练所

需要的时间长短，完全取决于主人和狗狗双方的沟通与配合。

对于狗狗已经养成的不良行为，如好斗、乱叫、追逐其他动物和乘

车外出所出现的问题，解决起来都是要花费一定时间的，但坚持训练和

不断地巩固已有成效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你随时可以和你的爱犬开始行动—— 或许，一个巨大的惊喜正在等

着你！

请理解性地阅读

通读本书，你将学会如何理解并正确地处理你与狗狗之间的关系，

这对你有效地对它进行训练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你只是偶尔想起才会给

狗狗做训练，还没有固定计划帮它巩固练习，又期望狗狗有出色的表现，

稍不如意就惩罚它，那你就需要冷静地想一想：我应该养狗吗？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你的是，进行某些训练项目是需要一定

基础的，不要指望你的训练一开始就能立刻达到你所期望的效果。比如

说，在狗狗还没有熟悉自己的名字之前，就算你喊破喉咙，它也不一定

会摇头摆尾地向你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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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一名社会好公民、文明养犬人，在决定饲养一只狗

狗之前，需要做很多功课。如果因为没有做足功课，

种种原因导致最后养不了，将狗狗送走，无论对人对

狗都有很大的伤害，而且是一种极其不负责的行为。所以，不要因

为一时冲动而盲目养狗。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的乐趣，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与其相伴

一生的态度，是对生命敬畏的态度，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CHAPTER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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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电影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每当看到毛茸茸的狗狗时，人

们都会想：如果自己也拥有一只狗狗该多好啊！但需要明白的一点是，

这是人家的狗狗，一旦真的自己喂养一只狗狗时，带给你的可不只是其

乐无穷，还有无尽的烦恼。

因此，在你决定和一位毛茸茸的“四腿朋友”共同生活时，必须要

做好心理准备，应对各种问题。

 做个称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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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合你的狗狗1
在决定饲养一只狗狗之前，你需要全方面地考虑一下你目前

的生活状况，包括你的家庭成员、你的工作性质、你想和狗狗过

什么样的生活等因素，然后再决定选择适合自己的犬种。

在选择犬种时，不要因为喜欢电影中或者别人所养的犬种而

做决定，应多列出几个犬种作为考虑对象。在了解每个犬种的性

格与特征之后，选择最符合你目前家中生活状态的。以下几个方

面是你必须考虑的：

征求家人意见

饲养狗狗就是养育一个“生命”，你选择了它，就要对它的

一生负责。所以，在冲动地购买狗狗之前，务必要与家人讨论之后，

再决定是否要迎接它进入你的生活。

为了让狗狗能够更好地成为家中的一分子，所有的家庭成员

都必须共同参与狗狗的教育，而前提当然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赞

成饲养狗狗。

你的脾气性格

狗狗对主人的情绪是非常敏感的，因此，什么样的主人就会

调教出什么样的狗狗。对狗狗而言，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是最管用

的；呵斥和殴打只会让你的狗狗感到恐惧和困惑，并导致一系列

行为问题的产生。所以，你需考虑清楚当它犯错误的时候，你是

否能按捺住自己的满腔怒火，耐心地教育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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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活环境

如果你的房子足够大，家人和爱犬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是

最理想的；如果你的房子空间有限，不能让爱犬自由地奔跑，那

你就需要每天至少带它出去两次，每次至少让它玩上一个小时；

最好是找一个能除掉它的项圈的地方，让它自由自在地疯玩上一

会儿。

你的生活方式

有些犬种是特别不喜欢独处的，当主人外出工作时，它们会

感到焦虑和孤独。而焦虑的情绪可能会导致一些行为问题的发生，

例如在家里随地大小便，不停地狂吠，或者乱咬家里的东西等。

你的时间安排

饲养一只狗狗不是把它带回家后只管喂饭喂水就可以了，你

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它、训练它。如果你养的是一只幼犬，

那么，在头两个月里，你得花上大把的时间教会它乖乖地待在家

里，学会最基本的服从。你每天还得至少花两个小时来照料它，

跟它玩耍、带它做运动等。最好能带它去参加宠物训练班，至少

要确保每月一次，最好是每周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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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一只狗狗2
狗狗的获得渠道有很多种，你可以比较后再做出选择。

在宠物店购买

在宠物店购买狗狗是最方便的渠道，最好选择环境整洁，并

且能考虑到狗狗的社会化教育而会让幼犬们彼此玩耍的宠物店。

熟人自家繁殖的幼犬

幼犬需要与狗妈妈和同胎兄弟姐妹相处至少三个月才能学到

群体生活的技巧，因此，最好选择超过三个月大的幼犬饲养。饲

养之前可先观察它们的性格再选择一只适合自己的。

专业繁殖犬舍

专业的繁殖犬者，对犬种的相关知识有深度了解，能够从他

们身上获得许多有用的养狗知识。但如果想在那里找到一只适合

自己的狗狗可能会花费较多时间。

向动物救助团体领养

在各种动物救助团体能够免费领养到体型和性格都已稳定的

成犬。但需要考虑的是，往往从这里领养的狗狗会有一些行为问

题，建议事先了解狗狗的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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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狗狗的必需品3
在决定把一只狗狗带回家之前，你需要将狗狗所需要的基本

生活用品准备好，以免狗狗踏入家门之后，才发现缺东少西而慌

慌张张地再去购买。

选择狗狗用品的重点

选择狗狗所需的用品时，请把握以下三个重点 :

配合狗狗体型大小的用品：用品的体积大小以不能让狗狗轻

易吞食下去为准。

易清洁的用品：最好选择可以清洗、易于保持清洁的用品。

坚固耐用的用品：尽量选择耐咬、不容易坏掉的用品。

选择狗狗的玩具的注意事项：

应选择不容易被咬坏或吞下去的安全玩具，以免狗狗误食。

狗狗的基本生活用品

购买时可请宠物店的店员帮忙选择适合狗狗体型的各项用

品。

狗碗

需准备两个狗碗，一个用来装狗粮，一个用来装水，可以选

择好清洁的不锈钢碗或是固定性比较好的陶碗。

尿布垫

用来作为狗狗在室内的厕所。尿布垫的大小以狗狗蹲下后周

围还能多出一圈为宜。

项圈和牵引绳

项圈和牵引绳是带狗狗外出散步的必备用具，也是防止狗狗

冲到马路上的救命绳索。可选择尼龙绳等坚固耐用的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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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护理用品

针梳、排梳、趾甲剪、锉刀和牙刷是日常帮狗狗护理身体的

必要用具。

航空箱

乘车外出时可以用到，还可以作为狗狗平日的寝室和休息场

所，需配合狗狗的体型选择适当的大小。长度要能够让狗狗把脚

弯起来睡觉，宽度要能够让狗狗在里面转身，高度要比狗狗的身

高稍微高一些。

围栏

围栏可设置成狗狗平常的住处或是厕所的专用空间。最好选

择可配合狗狗不同成长阶段而重设大小的拼装式围栏，高度以狗

狗跳不出来为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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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登记与疫苗注射4
开始养狗之后，依照法律规定，一定要为狗狗办理宠物登记

和注射狂犬疫苗。此外，也别忘了带狗狗去接种狂犬病以外的混

合疫苗，以防止狗狗感染传染病。

狗狗的混合疫苗种类繁多，主人可与宠物医生讨论后再决定

疫苗的种类。

宠物登记与狂犬病预防注射

出生 90 天以上的狗狗，应该在开始饲养后的 30 天内办理登

记并领取宠物登记证明。此外，出生 91 天以上的狗狗，依法应

每年注射一次狂犬病疫苗，并在注射后领取狂犬病预防注射证明。

混合疫苗的注射

除了狂犬病之外，狗狗还需要注射预防其他传染病的混合疫

苗。通常在狗狗出生后第 45~80 天接种第一剂疫苗，并在一个月

及两个月后分别接种第二剂和第三剂疫苗（接种时机与注射疫苗

的次数会依照宠物医生的判断而有所不同）。

虽然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要接种这些疫苗，但在完成第二剂或

第三剂的疫苗注射后再开始带狗狗出去散步是基本礼貌。

在这之后，基本上狗狗只要每年再接种一次疫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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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狗狗的体型比较大，但还是建议尽可能将狗狗饲养在室内，

增加彼此相处的时间，培养彼此的沟通能力，还可以更容易地建立起主

人与狗狗之间的信赖关系。

 迎接狗狗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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