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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警犬技术

(一) 概述

警犬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ꎬ 早在奴隶制时

期ꎬ 犬就被用于战争ꎬ 随后运用于军事ꎬ 再到警

务活动ꎮ 自 １８９０ 年比利时首次将犬追踪使用于

警务工作并取得成功以来ꎬ 警犬技术已有一百多

年的历史ꎮ 我国也早在民国时期就开展了警犬技

术工作ꎬ 新中国成立后警犬技术工作获得了长足

的进步ꎮ 现今ꎬ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为警犬技术的

发展带来挑战ꎮ 警犬技术 ２０ 世纪 ８０、 ９０ 年代开

始运用于云南乃至全国的禁毒实战中ꎬ 获得良好

的效果ꎬ 取得辉煌战绩ꎮ
(二) 缉毒犬

１. 概念

缉毒犬ꎬ 是指通过搜查毒品的专门训练ꎬ
具备对多种特定的毒品进行搜索、 发现和示

警能力的警犬ꎮ②根据公安部刑侦局 «警犬使

用工作规则» 警犬搜毒定义为: 搜毒是指警

犬技术人员指挥警犬ꎬ 对相关场所、 运输工

具、 物品等进行搜查ꎬ 发现毒品的警犬使用

形式ꎮ
２. 国内现状

我国的缉毒犬的出现晚于警犬技术的运用ꎬ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 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陆续

为云南各地培训缉毒犬ꎬ 投入禁毒一线ꎬ 协助侦

破了大量的毒品案件ꎬ 才标志着缉毒犬的出现ꎮ
随后ꎬ 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将缉毒犬技术作为一

个公关重点ꎬ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ꎬ 缉毒犬训练应

用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ꎮ 当前ꎬ 我国缉毒犬具备

对鸦片、 海洛因、 大麻、 摇头丸、 氯胺酮等常见

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查缉能力ꎮ 缉毒犬的研究

也深入到各个层面ꎬ 李中立等人研究缉毒犬的搜

查战术③ꎬ 高照研究缉毒犬在搜查中的流畅性和

覆盖性④ꎬ 张健磊等人研究国内外缉毒犬训练差

异⑤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第二季度ꎬ 全国警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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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有缉毒犬 ２５５１ 头ꎬ 搜出毒品 １７３８１７ ０２ 克ꎬ
缉毒犬在禁毒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３. 国外现状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训练和使用缉毒犬的国

家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德国警方已经开始训练和

使用缉毒犬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欧美国家吸食毒

品现象泛滥ꎬ 缉毒犬开始被各国所开发利用ꎮ 以

色列和法国在 １９６５ 年开始训练和使用缉毒犬ꎬ
澳大利亚在 １９６８ 年开始使用缉毒犬ꎬ 美国警方

于 １９７０ 年开始使用缉毒犬查缉毒品ꎬ 并以 “游
戏方式为主导” 的训练方法自成体系ꎬ 并逐步

改变和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缉毒犬训练ꎮ １９７８ 年ꎬ
澳大利亚借鉴了美国的经验ꎬ 在堪培拉成立了缉

毒犬训练中心ꎮ 日本也从 １９８３ 年开始引进美国

的缉毒犬训练技术ꎮ 随后ꎬ 欧洲国家举办 “欧
洲海关缉毒犬冠军赛”ꎬ 进一步 “以赛促训”ꎬ
推动了欧洲缉毒犬训练技术的交流和发展ꎮ

二、 冰毒滥用者

(一) 冰毒及其滥用

冰毒ꎬ 通用名称为甲基苯丙胺ꎬ 外观为纯白

结晶体ꎬ 晶莹剔透ꎬ 常被毒贩和吸毒人员称为

“冰” 或者 “纯冰”ꎮ 当前除了 “纯冰” 之外ꎬ
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冰毒还包括 “冰毒片剂 “ꎬ
即麻古片ꎬ 其主要成为仍然为甲基苯丙胺ꎬ 同时

也添加了 “咖啡因” 等其他成分ꎬ 外观主要为

红色ꎮ 也有黑色和绿色ꎬ 成分和效果和红色几乎

没有区别ꎬ 主要用于计数使用ꎮ 关于冰毒的起

源ꎬ 刘建强在 «解析冰毒滥用的历史沿革及危

害» 中提到ꎬ 冰毒于 １８８８ 年由一位日本科学家

合成ꎬ 经临床证实该物质具有中枢神经兴奋作

用ꎬ 能消除睡意ꎬ 解除疲劳ꎮ 这里他指的是日本

化学家长井长义 (Ｎａｇａｉ Ｎａｇａｙｏｓｈｉ) 从麻黄素中

结晶提取出了苯丙胺ꎬ 用于肥胖症的治疗①ꎮ 同

时ꎬ 有人认为冰毒的首次出现是在 １８８７ 年ꎬ 由

罗马尼亚化学家 Ｅｄｅｌｅａｎｏ 在德国柏林合成了麻

黄素的类似物苯丙胺 (ａｍｐｈｅｔａｍｉｎｅ)ꎮ 后来ꎬ 到

１９１９ 年ꎬ 日本化学家阿  雄贺多 (Ａ ｏｇａｔａ) 合

成甲基苯丙胺ꎬ 为当前冰毒的主要成分ꎮ
冰毒的滥用可以追溯到在二战期间ꎬ 日本将

其作为抗疲劳剂在士兵中广为使用ꎮ 二战后ꎬ 日

本将其军队中库存的苯丙胺类药物投放市场ꎬ 造

成 ５０ 年代的首次滥用大流行ꎮ ６０ 年代ꎬ 在一些

欧美国家ꎬ 冰毒也在一些娱乐场所中被滥用ꎮ ９０
年代后ꎬ 以冰毒在全球范围形成流行性滥用趋

势ꎬ 滥用群体也逐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ꎮ 随后冰

毒流入我国ꎬ 并逐渐发展流行ꎮ 面对新的毒情形

势ꎬ 我国提出了新型毒品的概念ꎬ 将冰毒归为新

型合成毒品ꎬ 将其与传统的海洛因、 鸦片等毒品

区分开来ꎮ 当前ꎬ 冰毒已经成为滥用 “头号毒

品”ꎬ 在 ２４０ ４ 万名现有吸毒人员中ꎬ 滥用冰毒

人员 １３５ 万名ꎬ 占 ５６ １％ ꎬ 冰毒已取代海洛因

成为我国滥用人数最多的毒品②ꎮ 可见冰毒滥用

问题成为我国当前禁毒和戒毒中的首要问题ꎮ 报

告中还同时提到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现有吸毒人数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０ １８％ ꎬ 首次出现下降ꎮ 从

报告来看ꎬ 一方面ꎬ 我国长期以来的禁毒和戒毒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ꎻ 另一方面ꎬ 也可以看出我国

的禁毒和戒毒工作也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ꎮ 必须

不断研究和进步ꎬ 才能取得禁毒人民战争的胜

利ꎮ 同时ꎬ 报告中也提及ꎬ 尽管中国治理毒品滥

用取得一定成效ꎬ 但合成毒品滥用仍呈蔓延之

势ꎬ 滥用毒品种类和结构发生新变化ꎮ
(二) 冰毒滥用者

１ 滥用人群

当前ꎬ 我国冰毒滥用者在吸毒人员中占有最

大比重ꎬ 是滥用最为严重的毒品ꎮ 其滥用人群也

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ꎮ 从职业来看ꎬ 涵盖

包括明星、 无业者、 司机、 公务员ꎬ 甚至还有专

门陪吸的 “冰妹”ꎻ 从年龄来看ꎬ 主要为青少年

群体ꎻ 从性别来看ꎬ 男女均有ꎬ 但多为男性ꎮ
２ 共同特征

冰毒的滥用者区别于海洛因的滥用者ꎬ 具有

不同的特征ꎮ 冰毒属于亢奋型毒品ꎬ 冰毒滥用者

吸食冰毒后常常表现为冲动和亢奋ꎬ 同时ꎬ 常常

出现 “散冰” 等一系列的伴随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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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冰毒滥用者ꎬ 正常状态下ꎬ 和正常人差

异不大ꎬ 也因此给很多人造成了 “冰毒” 不是

毒品的错觉ꎮ 随着吸毒年限的延长ꎬ 冰毒滥用者

生理和心理上都会发生一些改变①ꎮ 阮惠风在

«新型合成毒品滥用原因、 主要人群及治理对策

»② 中将其总结为七个方面ꎬ 大致包括以下内

容: 一是脸色发青、 发黄、 发紫等ꎬ 面部容易出

现不同于青春痘、 风疹的怪异小疹子ꎻ 二是眼神

飘忽不定ꎻ 三是面部表情动作突然增多ꎬ 喜欢舔

嘴皮、 咀嚼牙齿、 吸口水等ꎻ 四是说话时语无伦

次ꎬ 不清晰ꎬ 思维跳跃性大但没有逻辑性ꎻ 五是

坐立不安ꎬ 坐不住ꎬ 无缘无故会中途离场ꎮ 要是

坐下来容易出现抱脚、 脱鞋子袜子、 扣脚趾甲或

手指甲等行为ꎻ 六是不自信ꎬ 不喜欢合群ꎬ 不愿

意往人多的地方去ꎬ 喜欢往人少的地方走ꎻ 七是

自我安全感弱ꎬ 怀疑性极强ꎮ 长期吸食冰毒者还

会出现一类特征性口腔龋ꎬ 俗称 “冰毒口”③ꎮ
冰毒滥用者心理成瘾症状较为明显ꎬ 长期滥用对

神经系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ꎬ 很多冰毒滥用者最

终都会沦为精神病患者ꎮ

三、 警犬技术运用于禁毒的优势和不足

(一) 优势

１ 初筛效果好

警犬技术在缉毒中ꎬ 尤其是对于毒品的搜查

中ꎬ 反馈较好ꎮ 用于毒品的初筛存在具备几项优

势: 一是搜索范围大ꎬ 一方面ꎬ 区别于一般仪器

的 “点对点” 的搜索ꎬ 警犬的初筛是 “点对面”
的ꎬ 依靠灵敏的嗅觉对空气中的毒品气味进行捕

获和追溯ꎬ 搜索范围大、 适应性更好ꎻ 另一方

面ꎬ 警犬搜索的毒品种类较多ꎬ 缉毒犬的训练往

往是针对多种毒品训练ꎬ 集成多种毒品的搜索功

能ꎬ 在使用效率上较尿检板等更加灵活、 综合ꎻ
二是搜索速度快ꎬ 警犬技术 “点对面” 的搜索

大大提高了初筛的效率ꎬ 搜索速度较快ꎻ 三是反

馈结果准确ꎬ 在实地走访中发现ꎬ 很多基层民警

都认为警犬的搜毒结果反映准确ꎬ 有时甚至优于

尿检板ꎮ
２ 学习性成长性

警犬区别于普通的仪器ꎬ 具有学习的功能ꎬ
有生物成长的可能性ꎮ 面对复杂的禁毒过程ꎬ 警

犬的学习功能能够让警犬在实战中不断地进步和

提高ꎬ 不断地适应复杂和变化中的禁毒工作ꎮ 并

且警犬的一些行为还具有延续性④ꎬ 甚至可以表

现于下一代ꎮ
３ 搜查的非侵入性

在搜查中ꎬ 尤其是盲查时ꎬ 执法对象大部分

都并非涉毒违法人员ꎬ 所以人权的考虑尤为重

要ꎮ 警犬的搜查为非侵入式侦查ꎬ 在被搜查着的

人权保护方面具有优势ꎬ 不会让被搜查者产生不

适的感觉ꎮ 同时ꎬ 对于某些特定人群ꎬ 可以与仪

器形成互补ꎬ 如孕妇群体不能通过 Ｘ 光机的时

候ꎬ 可以用警犬搜查进行互补等ꎮ
４ 威慑力

警犬在针对吸毒人员的搜查和抓捕中ꎬ 还具

有震慑作用ꎮ 冰毒属于亢奋类毒品ꎬ 冰毒滥用者

刚刚吸食完毒品时往往属于亢奋状态ꎬ 直接抓捕

难度很高ꎮ 实战中ꎬ 在运用警犬缉毒搜查时ꎬ 若

遇到突发情况需要抓捕时ꎬ 警犬可以给抓捕对象

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ꎮ 同时ꎬ 还能配合警方指

令ꎬ 必要时可以实施撞击和控制ꎬ 保障缉毒工作

的安全顺利进行ꎮ
(二) 不足

１ 成本较高

警犬的使用ꎬ 反馈效果较好ꎬ 但是需要较高

的成本ꎮ 从场地、 人员、 训练到饲养管理ꎬ 每个

环节都需要投入成本ꎮ 首先ꎬ 警犬规格较高ꎬ 依

照 «公安机关警犬技术工作规定»ꎬ “从事警犬

气味鉴别ꎬ 搜爆、 搜毒等执法工作人员应当为人

民警察” 警犬的训练和使用都应当由人民警察

担任ꎬ 同时ꎬ 警犬的训练和使用专业性较强ꎬ 要

求训导员同时具备专业知识、 身体素质和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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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ꎮ 成功的警犬使用对人对犬提出较高要

求ꎻ 其次ꎬ 警犬的养护成本较高ꎮ 警犬作为鲜活

的生物ꎬ 养护成本要高于一般仪器ꎬ 从日常的饲

养、 使用ꎬ 到训练和复训都需要较高的人力、 物

力和时间成本ꎮ
２ 时空的受限

警犬属于动物ꎮ 动物的生存都需要特定的时

空ꎬ 也有符合自身的生物规律ꎬ 同时ꎬ 也受到生

理和心理条件的限制和支配ꎮ 这也给警犬的使用

带来了一定的限制ꎬ 区别于仪器的开机就能使

用ꎬ 警犬的使用需要符合犬的规律ꎬ 存在着一定

的时空限制ꎮ 禁毒实战中环境多变而复杂ꎬ 犬的

作业会受到环境因素、 天气因素、 人为因素和自

身因素的影响ꎮ 时空因素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警

犬使用的效果ꎮ 只有警犬的使用人员熟悉警犬习

性ꎬ 才能知犬善用、 科学使用ꎮ 干扰气味、 气

温、 作业时间等也是警犬使用中特别要加以考

虑的ꎮ

四、 警犬技术对冰毒滥用者初筛的可行性探析

(一) 理论基础

１ 缉毒犬工作原理

首先ꎬ 条件反射理论 (经典条件反射和操

作性条件反射) 是警犬训练的基础理论ꎮ 条件

反射是动物的高级神经活动ꎬ 是在后天的个体生

活中经过学习和训练而获得的ꎬ 是反射的高级形

式ꎮ 条件反射是犬学习行为的一种重要方式ꎬ 也

是警犬训练所要求的作业能力ꎮ
其次ꎬ 缉毒犬能被执法部门运用于禁毒工作

中ꎬ 主要依赖于犬敏锐的嗅觉ꎬ 也是犬能够感受

记忆和分化鉴别气味ꎬ 从而进一步为开展工作的

生理基础ꎮ 嗅觉是一种远感ꎬ 也是一种化学

感受ꎮ

２ 嗅源基础

冰毒滥用者身上必然留存着几类特定的物

质ꎬ 一是冰毒ꎬ 冰毒滥用者因吸食冰毒ꎬ 身上必

然会有残留的冰毒ꎻ 二是冰毒的副产物ꎬ 如麻古

片中的香兰素ꎬ 气味极为特别ꎬ 连人的鼻子都很

容易分辨ꎻ 三是代谢残留物ꎬ 冰毒滥用者体内经

过代谢ꎬ 会有一些残留的代谢物ꎬ 如毒品检测机

构利用吸毒人员的毛发来推断吸毒史靠的是此类

代谢物ꎮ 吸毒人员生活的环境和接触的物件也会

留存冰毒的气味ꎬ 这些客观存在的综合性气味构

成了冰毒滥用者的特殊气味和警犬的嗅源ꎬ 特定

性和客观性可以成为了警犬初筛冰毒滥用者的理

论基础ꎮ
(二) 实践基础

首先ꎬ 警犬技术不断的突破ꎮ 很多项目都实

现了质的飞跃ꎬ 如克隆警犬、 硬质地面追踪等ꎮ
自警犬技术运用于缉毒以来ꎬ 研究不断深入ꎬ 无

论是理念ꎬ 还是训练方法都在不断地突破ꎬ 并且

成果不断的运用于实践中ꎮ 这些成果的突破都为

警犬技术对冰毒滥用者的初筛铺垫了实践基础ꎮ
其次ꎬ 禁毒方式不断取得突破和进步ꎮ 针对

冰毒和滥用者的研究越发深入ꎬ 为警犬的训练厘

清了方向ꎮ

五、 结论

随着禁毒和警犬技术的不断创新ꎬ 在现有条

件下ꎬ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ꎬ 警犬技术对冰

毒滥用者的初筛均具备可行性ꎮ 警犬技术对冰毒

滥用者的初筛不仅仅可以标志着缉毒犬搜查中

“由物到人” 的突破ꎬ 更能够为禁毒工作和警犬

技术拓宽道路ꎬ 增加缉毒的手段ꎬ 为社会和谐、
长治久安做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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