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種寵物正在經
歷疼痛的跡象 

來源: ⽶歇爾·佩蒂, 《佩蒂醫⽣之為狗狗減輕疼痛: 完整指 
南》(CountrymanPress出版社、W.W.Norton & Company有限 
公司)。版權所有。  



通常，我們的寵物表現得安安靜靜，因為它們沒 
辦法⽤語⾔來表達。所以有時候，我們難以獲 

知它們正經歷疼痛，以及疼痛是因為受傷，還是潛在疾
病所引起。不過，寵物們常會做出⼀些舉動，其中⼀些
能更明顯地提示我們，它們正在經歷疼痛。  1

請千萬不要嘗試⾃⾏對寵物疼痛進⾏治療， 
尤其不要對寵物使⽤⼈類藥物。否則，會 

令您的寵物陷入極度危險之中，甚⾄危及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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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值得您注
意 的15種跡象  

1. 不願意在光滑的表⾯⾏走 

2.  拒絕上下樓梯 

3.  對上下跳的落腳物疑慮重重  

4. 站起時試圖⾸先使⽤前腿 

5. 難以做出躺倒等的簡單動作  

6. 跑、跳動作均受限制 

7. 將⾝體重⼼放在前腿上 

8.  趾甲磨損異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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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值得您注
意 的15種跡象  
9. 不願意主動玩耍或做出其他社交互動動作  

10. 原本不具有攻擊性的狗狗對其他動物表現出攻 
     擊性  

11. 不願意被撫摸或梳理⽑髮  

12. 睡眠時間打亂  

13. 步態僵硬 
 
14. 食欲變差 
 
15. ⼤⼩⼆便習慣異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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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願意在光滑的表⾯⾏走  

 

有些狗狗可能從來都不喜歡在⽊頭或合成膠材質
的 地板上⾏走，因為地⾯太滑了。不過，如果

這個 問題是新出現的，則需要考慮疼痛是否爲其背後 的
原因。要想知道為什麼這種可能體現疼痛，瞭解狗狗如何
在光滑的地板上得到牽引⼒是很重要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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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滑狗靴可以防⽌狗狗滑到 



⼀般來説，狗狗的腳底有非常光滑的⾁墊。 我們可以從 
⼿和腳上流汗，從⽽在需要時改善抓⼒，但狗狗的⾁墊 
卻不能。基於這兩個因素，它們只能依賴指甲來獲得牽
引⼒，但⾯對光滑的地⾯，即便有趾甲也無濟於事。  

對於健康的狗狗來說，這不是⼀個⼤問題。四條腿健壯 
有⼒和平均有助於他們保持直立姿勢，如果其中⼀條腿 
確實開始打滑，很容易就可以依賴另⼀條腿。但是，當 
狗狗的⼀條或多條腿不好時，就會開始出現問題了。當 
⼀條腿打滑，她便沒有⼒量把腿拉回⾃⼰的軀幹部位。 
只要還有其他三條腿可以形成堅固的基礎，基本上是呈  5

 5

狗狗爪⼦上的⾁墊 



三⾓形的姿勢，就不⼀定意味著災難。但是，如果第⼆ 
條腿也不好，那麼她的⾝體必須在⼀瞬間僅依靠另外兩 
條腿保持平衡，這對⼈類來說可能很容易就做到，但對 
狗狗來說卻不那麼容易。她的腿在⾝體下⾯滑來滑去， 
讓她不願意在那樣的地板上⾏走了。  

狗狗是快速學習者，只需要跌倒過幾次或有幾次接近滑 
倒的經歷，狗狗就會害怕這些光滑的表⾯。如果存在神 
經系統問題，導致虛弱或不穩定，會加劇它們在光滑的 
地⾯⾏走的恐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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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拒絕上下樓梯  

 

上下樓梯的時候，狗狗會把體重的絕⼤部分重⼼
放 於前腿或後腿上，具體取決於狗狗的運動⽅
向。 有些狗狗感覺到痛苦，完全拒絕使⽤樓

梯。有些 則變得極不情願，只有在哄她或協助下才會勉
强上下樓梯。許多主⼈形容他們的狗狗站立在樓梯⼝邊
緣 上，向上或向下看著樓梯，但就是不動，直到⿎⾜勇
氣 才動，甚⾄只是沮喪地吠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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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撐背帶下樓梯的狗狗 



3. 
對上下跳的落腳物 
疑慮重重 

 

有時可能是因爲某件家具太⾼或地板太滑，⽽讓
狗狗無法從上⾯跳下來。或者，您可能只在寵物
試 著跳進⾞裏的時候才注意到，她能跳躍的⾼

度很低，但寵物必須以⼀定⾓度跳起來，才能避開⾨或
座位。這種不願跳躍的感覺是逐漸發展起來的，不過，
如 果您的狗狗決定“受夠了”，覺得爲了那點獎勵付出那
麽多 的努⼒不值得，也有可能會⼀夜之間就不願意跳
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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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站起時試圖⾸先使⽤  

前腿  
 

絕⼤多數狗站起來的時候會後腿先動，其後腿處
於 運動狀態—⾝處痛苦之中的狗狗除外。您可

能看 ⾒過狗狗開始站起來的時候是後腿先站立的，在 完
全站立起來之前，會拉伸前腿，姿勢看起來像在祈禱⼀
樣。這是正常的。但是，當狗狗的後肢有問題 時，後腿
先站立就會變得非常困難。取⽽代之的是，她們 會試圖
先將⾃⼰的⾝體集中前傾，您可以明顯地看到她們 拉著
前腿站起來。這是不正常的，幾乎可以百分之百表明 她
們存在疼痛⽅⾯的問題，例如髖關節發育不良或關節炎 
(請參⾒下⼀⾴的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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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髖關節發育不良和其他痛症的狗狗會先使 ⽤前
腿站立起來。沒有這種情況的狗狗會先⽤後腿站立。  
 



5. 

難以做出躺倒等的簡 
單動作 

 

我們⾒過狗狗轉來轉去，只是爲了找好⼀個位置
和 ⾓度躺下去。這是⼀種正常的⾏為，但是在

經歷 疼痛的狗狗⾝上可能會變得更加明顯，最終，狗 狗
會演變為幾次“錯誤的啓動”，她開始準備躺下來，然後中
⽌過程，並再次開始盤旋轉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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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是由於躺下的過程中關節和肌⾁疼痛，或者您的
狗狗可能知道，躺在患有關節炎的關節上是很痛苦的，
因此不願意這樣躺著。在這兩種情況下，都表明某些東
⻄正在引起狗狗的疼痛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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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跑、跳動作均受限制   
 

或許狗狗由於數
個⽉内活動量

減少，其肌⾁⼒量也 減
少了。或許是因爲現在落
地衝擊的影響太⼤， 狗
狗的關節無法承受。無論
哪種情況，您的狗狗 不
像以前那樣奔跑或跳躍
了，這都應該在您的腦 
海拉響警報，提醒您需要
對狗狗的情況進⾏檢
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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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體重⼼放在前腿 上  

 

通常，這代表狗狗的後腿難以承受負荷。這可能 
是由於膝蓋、臀部或下背部出現了問題。這種 

朝前微傾的姿勢可能很輕微，即使對於訓練有 素的專業
⼈⼠，有時也很難辨別。從側⾯可以 更看得更明顯。狗
狗的兩條前腿并非豎直站立，⽽是藏在胸 部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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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趾甲磨損異常  

 

這種情況可能是疼痛或神經系統疾病的徵兆。疼
痛 的四肢使動物抓地更加困難，從⽽導致狗狗

走路 時趾甲磨損嚴重，並試圖以最⼩的彎曲⼒來⽀撐起
肢體。如果是神經系統出現了疾病，狗狗甚⾄可能沒有
意識到⾃⼰沒有完全抬起腳。無論哪種情況，都代表您
愛寵的 ⾝體出了問題，應該及時檢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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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看，由於走路時腳的抓地能⼒下降，中
間兩 個趾甲的邊緣擦傷和磨損程度嚴重。  
 



⾏爲變化  

下⾯詳述的⾏為變化和上述⾝體能⼒的改
變可能有 重叠的情況，並且可能並不嚴

格地僅適合於⼀個 類別或另⼀個類別。例
如，不願奔跑和跳躍也可 以被認為是社交互動⾏
爲減少。因此，如果您相信狗狗的⾏爲更符合其
中⼀個類別，也無需感到困惑。許 多⾏為上的改
變是獸醫無法看到的，因為寵物們幾乎總是⾝處 
家庭環境中，但是在預測疼痛的存在⽅⾯，這些
⾏為問題通常 比上述某些⾝體能⼒的喪失更為重
要。如果您擔⼼⾃⼰的狗狗 ⾝上存在痛症，請為
您的獸醫準備這些⾏為上的詳細病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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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願意主動玩耍或做 
出其他社交互動動作 

 

⾏動不便有時會與衰老過程混淆 
 



這變化有時會與狗狗老齡化過程混淆，因此可能
難 以辨別，除非這種變化是在幾個⽉甚⾄幾年

內逐 漸發展起來的。這裏要再强調⼀次，試著回想⼀ 下
幾年前，比較⼀下此時狗狗和以前的⾏爲差別。這樣比
較容易確定其中某些變化是否真實，並且預 示某種疾
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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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原本不具有攻擊性的 
狗狗對其他動物表現 
出攻擊性 

 

這種現象是疼痛的標誌之⼀。有客⼾告訴我，他
們 的狗狗突然咆哮，向家裏的其他狗狗發動攻

擊， 即便這些狗狗已經在⼀起和平⽣活了多年。 對您的
愛⽝來説，疼痛是⼀種很⼤的推動⼒，讓他的“狗 友”明
⽩他們以前的互動⽅式已不再被接受了，並且通常通 過
露出牙⿒，咆哮甚⾄是攻擊咬啃來展示。有時，可以通
過 觀察攻擊性的下降與否，來衡量疼痛治療⽅法是否成
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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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願意被撫摸或梳理 ⽑髮  

這種現象是疼痛的另⼀個有⼒指標。顯然，如果 
您的寵物從不喜歡這些活動，那這就不算⼀個 

指標。回想⼀下您⾃⼰是否曾經遭受過肩膀、 腕部或其
他關節的疼痛:您可以輕鬆地移動關節，⽽不會帶來痛
苦，因為您很清楚地知道關節的承受 ⼒⽔平是多少，但



是有⼈抓住了您的⼿臂或握⼿太⽤⼒ 了，疼痛的感覺幾
乎會使您跪地不起。現在想想您的愛 ⽝。同樣，撫摸和
梳⽑的⾏爲也會給關節帶來意想不到 的影響，引起痛苦
的反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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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睡眠時間打亂  

這種變化對
正在經

歷疼痛的動物很常
⾒。清醒的時 候，
疼痛點很容易被忽
略，但是睡眠時⼀
動不動 會給關節施
加壓⼒，醒著時可
能不會注意到這 
點，因為您的狗狗
不斷變換位置，改變肢體和關 節的⾓度、壓⼒點，通過
不斷的屈伸運動(即使是最細 微的運動)所帶來的不斷擴
展，重新分配關節流體，幫助關節保持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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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通常會睡幾個⼩時，然後醒過來，在屋⼦⾥四處走
動，想試著再次找到舒適感，以便再次入眠。這種症狀
的狗狗有許多到早上就已筋疲⼒盡，因此，⽩天睡得就
更多，以彌補前⼀天晚上睡得不 安穩。在狗狗⽩天⼩睡
時，您可能會看到相同的⾏為， 他們似乎無法⾃在地打
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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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步態僵硬  

導致這⼀變化的原因可能是由於過度運動和玩
耍， 我們時不時地都會肆意妄爲⼀下，然後在

接下來 幾天付出代價。但是，在沒有已知的誘發事件的 
情況下，休息過後狗狗
依然動作僵硬則應引起
關注。如 果您曾經患有
⾜底筋膜炎，可能您不
會⼀瘸⼀拐地走路 —除
非您把脚抬起來⼀個⼩
時，然後再試著站起來
走 路。如有⾻關節炎之
類的痛苦症狀，類似的
機制也會起 作⽤，導致
您的狗狗出現相同的問
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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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食欲變差  

對於某些狗狗來説食欲變差可能伴隨著疼痛。但 
是，某些⽝種，例如獵⽝，即使在臨死之前也 
能保持極好的食慾和對美食的興趣，因此，不 

能總是以食慾好壞來判斷狗狗是否存在疼痛。但是， 當
任何⼀隻狗狗狗停⽌進食時，尤其是有別於其正常 ⾏為
範圍內時，必須把疼痛視為諸多可能因素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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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便習慣異常  

在老年⽝中該現象較爲常⾒。儘管許多進我診所
咨 詢的寵物主⼈開玩笑說⾃⼰的狗狗正經歷

“第⼆次 童年期”，但事故的現實可能是，尋找主⼈、要
求 出⾨、走過通往後院的臺階、或⾯對室外的極端溫
度， 這些對於狗狗來説都太痛苦了。許多狗狗直接放棄
了。 儘管她們可能會為違反規則感到羞恥，但真的要去
進⾏ 那些活動⼜太痛苦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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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歇爾·佩蒂, 《佩蒂醫⽣之為狗狗減輕疼痛: 完整指
南》(CountrymanPress出版社、W.W.Norton & Company 
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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