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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ＡＲＳ传播动力学模型·
【编者按】

本期集中发表了用数学模型方法模拟ｓＡＲｓ流行、评价干预措施对流行过程影响的４篇（其中ｌ篇为综述）文

章。传染病的流行除了生物学因素外，还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用数学模型解释疾病流行现象，前提是应对疾病的流行规律有
充分的认识。ｓＡＲＳ是一种新发传染病，人们对其流行规律尚不完全清楚，因此，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其流行过程，且模
拟的结果也未经过拟合优度检验，其局限性是显然的。我国过去在理论流行病学方面的工作比较薄弱。为了鼓励“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经编委会讨论，决定刊登这４篇文章，希望能够引起争鸣，欢迎读者各抒己见。

定量评价ＳＡＲＳ干预措施效果的
传播动力学模型
蔡全才

姜庆五

目的

【摘要】

徐勤丰

程翔

郭强

孙庆文

赵根明

建立一种可以用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干预措施效果定量评价的传播

动力学模型。方法根据ＳＡＲＳ流行规律，以传染病ＳＥＩＲ流行模型为基础，增设病例管理人群和控
制措施相关参数，从而建立起ｓＡＲｓ的传播动力学模型。以北京市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流行为实例，说明
所建模型在于预措施效果定量评价上的应用。结果

所建立的模型可以随时调整干预措施相关参

数。通过干预情景假定，可以模拟各种干预措施情况下ｓＡＲｓ的流行过程，从而对干预措施效果做出
定量评价。实例研究发现，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北京市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流行过程；北京市２００３年４
月２０日前后采取的措施对ＳＡＲｓ疫情控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结论

所建立的ＳＡＲＳ流行模型

是可靠和稳定的，可以用于ｓＡＲＳ干预措施效果的定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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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普遍关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的特效药，故假定在整个流行期间ＳＡＲＳ的平均病

（ｓＡＲｓ）干预措施效果的科学评价问题。已报道的

程不变。⑨假定ＳＡＲｓ病例患病后可以获得稳定的

这方面研究大多属于定性研究ｕ。。由于ＳＡＲＳ流行

免疫力，在流行期内不会再次罹患ｓＡＲＳ。⑩虽然

期间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往往是综合性的，各种措施

我们的研究发现某些气象因素对ＳＡＲｓ的流行会产

在时间上又多有交叉，所以定性研究很难对措施的

生一定程度影响，但为了简化模型，暂不考虑气象等

实际效果和各自所起的作用进行科学地评价。借助

自然因素对ｓＡＲｓ传播的可能影响。⑩超级传播事

理论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用数学模型翔实

件对流行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其发生原因未

地模拟ＳＡＲＳ流行过程，这不但有助于加深对

明，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数据，因此难于对其进行概率

ＳＡＲＳ流行规律和传播动力的理解，而且可以帮助

估计和模拟，在本研究中暂不考虑其对流行的影响。

定量评价各种措施的效果。我们在综合目前ＳＡＲＳ

这可能会对流行产生一定程度的低估。

传播动力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心‘７１，提出了可以方

２．模型的总体结构：由于是在ｓＥＩＲ模型的基

便地用于ＳＡＲＳ干预措施效果定量评价的传播动力

础上，又考虑到了某种背景感染的免疫保护作用，因

学模型，并以北京市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流行为例，说明

此称其为双流行的ＳＥＩＲＰ模型。图１的ｓ、Ｅ、ｊ、Ｒ

所建模型在措施效果定量评价上的实际应用。

均为状态变量，其中ｓ代表人群中的易感者，Ｅ代

资料与方法

表受感染后尚处在潜伏期者，Ｊ代表症状期具有传
染性的患者，Ｒ代表人群中感染后已恢复并获得免

１．模型假设：①为了探讨医院及医务人员在

疫者或因患该病而死亡者。状态变量的转换可以简

ＳＡＲｓ流行和控制中的作用，把整个研究人群分为

单地表示为Ｓ—Ｅ一卜＋Ｒ。下标ｃ代表社区人群，

社区人群和医院人群。②为了简化模型，假设研究

矗代表医院人群，声代表背景感染的人群，ｍ代表

对象是一个封闭的人群，迁出率和迁入率暂不作考

受检疫或接受隔离治疗的病例管理人群。箭头上所

虑，也不考虑人群流动所致空间传播的影响。③由

标的字母是状态变量的转移速率。图２（１）～（８）为

于需要模拟的时间较短，研究人群的出生率和因其

亚结构图。

他原因死亡的概率也不作考虑。④多数疫区的
ＳＡＲＳ流行是由输入病例引起的，因此假设人一人为
惟一的传播方式，不考虑动物作为传染源的可能。
⑤根据Ｎｇ等¨ｏ的研究结果，我们假定在ｓＡＲＳ流
行前已经存在某种病原体的背景感染流行。这种病
原体引起的疾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但无明显症状，
对人群健康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人们也不易察觉。
感染这种病原体后会产生对ＳＡＲＳ冠状病毒（ＣｏＶ）

的免疫保护作用，在免疫期内不会再罹患ＳＡＲＳ。
考虑到背景感染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假定背景感染
所产生的免疫不是终身免疫。⑥为了便于研究干预
措施效果和模拟流行进程的影响，我们提出了基础
接触率和基础感染效率的概念，也就是流行刚开始
时无干预措施情况下的接触率和感染效率。并假定
这两个率在社区人群和医院人群中是不相同的。实
际的有效接触率和感染效率通过以下提到的一些参

图ｌ

ｓＡＲＳ传播动力学模型的总体结构

数和系数来进行调节。⑦虽然目前的研究更倾向于

图１中提及的状态变量的转移速率及其组成参数：

潜伏期无传染性，但对于潜伏期传染性的问题仍然

（１）接种率Ａ∥是由ｓ。向Ｅ。转移的速率。其

没有肯定的结论。为了模拟这种情况，我们对潜伏

含义是社区人群中平均每人每天受到背景病原体有

期的传染性给予较小的系数进行调节，并通过实际

效感染的概率。其组成因子：

的流行数据进行参数估计。⑧由于尚无治疗ＳＡＲＳ

Ａ。。＝（ｆ＋１）＝以ｕ。Ｊ。。（￡）ｓ。（ｆ）／Ｎ。

主堡煎鱼堑堂苤查！！！ｉ生！旦笙！！鲞箜！塑垦！也』垦Ｐｉｉ！里ｉ！！！坚！！尘！！！！！ｙ！！：堑！堕！：！
（１）Ｅ亚结构

（２）Ｊ，亚结构

（３）Ｅ。亚结构

（４）Ｊ。亚结构

（Ｅｍ瓯＂√ｋ１６

（５）Ｅ。亚结构

（６）Ｊ。亚结构

（１一瑚一ｋ）
（嘞，毛：，．．，％。

（７）ｊ。。亚结构

（８）Ａ。、Ａ。亚结构

回

图２

ＳＡＲＳ传播动力学模型的亚结构

式中括号内的￡、￡＋１分别表示流行的第￡天和第

染的概率。

￡＋１天。口是基础接触率，也就是在流行开始时无

（２）转阳率６：是由Ｅ印向Ｊ。，转移或Ｅ仲向ｊ＂转

干预措施的情况下社区人群中平均每人每天与１例

移的速率，是指背景病原体感染的潜伏期者每天向

患者发生近距离接触的概率。在整个流行过程中，

发病者转移的概率。社区人群和医院人群的６值

假定ｎ的取值是一样的，流行期间有效接触率的变

是一样的。

化通过易感人群变化和有关控制措施参数变化来进
行调节和模拟。口。是背景病原体的基础感染效率，
即流行开始时无干预措施的情况下近距离接触背景

病原体成为有效感染（感染成功）的概率。Ｎ，是社

（３）恢复率＿：是由Ｊ。，向Ｒ印转移或Ｊ如向Ｒ。，转
移的速率。
（４）免疫丧失率＿：是由Ｒ。。向Ｓ。转移或Ｒ。。向
Ｓ。转移的速率。

区人群的总人口数，Ｓ。（ｆ）是￡时刻社区人群中的

（５）接种率Ａ。：是由Ｓ，向Ｅ，转移的速率。其

易感者人数，所以Ｓ，（￡）／Ｎ表示的是￡时刻社区人

含义与Ａ。。类似，是指社区人群中平均每人每天受到

群中易感者所占的比例。故Ａ，。（￡＋１）表示的就是

ＳＡＲＳ冠状病毒有效感染的概率。其组成因子：

在≠＋１时刻社区人群中每人每天与Ｊ，。（ｆ）个背景
病原体感染病例中任何一个有效接触并获得有效感

Ａ。（￡＋１）＝｛口计［Ｊ。（ｆ）＋扭。（ｆ）］＋厂以可［Ｊ＾（ｆ）＋
扭。（ｆ）］＋是７盘ｚ启Ｅ。（ｆ）｝Ｓ，（ｆ）／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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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ｎ是基础接触率；口是ＳＡＲｓ的基础感染效

说，工。，代表病程第１天的病例数，工。代表病程第２

率，即流行开始时无干预措施的情况下近距离接触

天的病例数。第三阶段Ｊ：代表各人群中病程≥３

ＳＡＲＳ病例成为有效感染（感染成功）的概率。其他

天的病例数。矗，：（ｉ＝１，２，３）代表病程第ｊ天被隔

参数矗、．厂７、志７将在模型参数部分进行具体定义。

离治疗的概率，也就是人院率。ｆ。，到ｆ。：转移的速

（６）接种率Ａ。。：含义与Ａ。。类似。用于表示医院
人群中每人每天受到背景病原体有效感染的概率。

率为１～＾∽Ｉ。：到Ｊ。，转移的速率为１一＾以，Ｉ。。向Ｒ。
转移的速率为，一，Ｌ，向ｊ。，转移的速率为（１一ｒ）

其公式：

矗，，。，一为病程≥３天的恢复率。

Ａ卸（ｆ＋１）＝厂ｎ＾％Ｉ却（￡）ｓ＾（ｆ）／Ｎ＾

式中Ｍ是医院人群的总人口数，Ｓ。（ｆ）是￡时刻医
院人群中的易感者人数，所以Ｓ。（￡）／Ｎ。表示的是￡
时刻医院人群中易感者所占的比例。ｎ。是医院人

群的基础接触率，也就是在流行开始时无干预措施

５．社区受检疫潜伏期人群Ｅ。的亚结构：图２

（３）显示的是Ｅ。的亚结构。与Ｅ。类似，也把Ｅ。
状态分为１６个阶段。由于Ｅ。状态是由Ｅ。状态转

移而来的，因此假设Ｅ。。是不存在的。Ｅ。ｉ向Ｅ删川
（ｉ＝２，３，…，１５）转移的概率为（１一ｐ：）。

的情况下医院人群中平均每人每天与１例患者发生

６．社区人群发病后受隔离治疗的症状期病例

近距离接触的概率。同参数口一样，在整个流行过

程中，假定ｎ。的取值是一样的。流行期间有效接触

Ｉ。。的亚结构：图２（４）显示的是工。。的亚结构。与ｊ。

率的变化也通过易感人群变化和有关控制措施参数

类似，工。。也分为三个阶段。Ｊ删向Ｉ刺、ｊ蒯向Ｊ砌

变化来进行调节和模拟。其他参数的含义同前。

转移的概率均为１００％。工棚向Ｒ。转移的概率

（７）接种率Ａ。：含义与Ａ。类似。用于表示医院
人群中平均每人每天受到ＳＡＲＳ—ＣｏＶ有效感染的

７．Ｅ。、Ｊ。、Ｊ。。、Ａ。、Ａ。亚结构：在接诊ＳＡＲＳ的

工作中，医务人员每天都有可能会接触到ＳＡＲＳ病

概率。其公式：
Ａ＾（ｆ十１）＝厂Ａ。（￡＋１）＋｛盘＾Ｐ ７口［Ｊ＾（ｆ）＋ｄＥ＾（￡）］＋ｇ
以＾Ｐ

为ｒ。

７

７口ｊ。（￡）｝ｓ。（￡）／Ｍ

例，实际上无法对他们进行检疫，所以在模型中不考

虑医务人员受检疫的问题。医院人群潜伏期者Ｅ。

式中Ｐ ７、ｇ ７的含义将在模型参数部分进行具体定

的亚结构见图２（５）。Ｅ。ｉ向Ｅ＾“＋１）（ｉ＝１，２，…，１５）

义。其他参数的含义同前。

转移的概率为（１一声。）。医院人群发病后未受隔离

３．社区未受检疫潜伏期人群Ｅ，的亚结构：图２

治疗的症状期病例工。的亚结构见图２（６）。转移概

（１）显示的是Ｅ，亚结构。我们有关潜伏期的研究

率与工，类似。医院人群发病后受隔离治疗的症状

结果发现，９９％感染病例将在１５．８９天内发病，因此

期病例工。。的亚结构见图２（７）。我们假设不存在

在模型中假定ＳＡＲＳ的最长潜伏期为１６天。在Ｅ，
亚结构中，包括后面将要提到的其他人群潜伏期亚
结构，均把潜伏期状态分为１６个阶段，每一个阶段

Ｉ删，所以实际上Ｉ。。只有两个阶段。其转移概率类
似于Ｉ。。。Ａ。、Ａ。的亚结构见图２（８）。
８．模型参数定义：模型描述中所涉及到的参数

的时间长度为１天。也就是说，Ｅ。，代表潜伏期第１

可以分为４类。其中，上标带有“”’的取值均可随时

天，Ｅ。：代表潜伏期第２天，其他以此类推。户ｉ（ｉ＝

间变化而发生改变。

１，２，…，１６）是潜伏期第ｉ天发病的概率，潜伏期第

（１）背景感染参数：指与背景感染相关的参数

１６天发病的概率ｐ，。＝１。ｑ。（ｉ＝ｌ，２，…，１５）是潜

口、以。、ｕ。、６、，．。、＿，这些参数的取值范围均为０：１。

伏期第ｉ天被检疫的概率。Ｅ。ｉ向Ｅｍ十１）（ｉ＝１，２，

参数的具体含义已在前面详述。

…，１５）转移的速率为（１一ｐ，）（１一ｇｉ），Ｅ。，向Ｅ。“＋。）
（ｉ＝１，２，…，１５）转移的速率为（１一ｐ：）ｑｐ

（２）ＳＡＲＳ—ＣＯＶ特征参数：指主要由ＳＡＲＳ—ＣＯＶ
本身决定的参数，在整个流行过程中不发生变化。

４．社区未受隔离治疗的症状期病例工，的亚结

包括：①潜伏期相关参数：即潜伏期第ｉ天发病的概

构：图２（２）显示的是Ｊ，的亚结构。假设ＳＡＲＳ的平

率声。（ｉ＝ｌ，２，…，１６）；②病程相关系数ｒ：即前面提

均病程不少于３天。为了探讨早期隔离治疗对疾病

及的病程≥３天的恢复率；③潜伏期传播系数ｄ：用

流行的影响，把症状期，人为地分为三个阶段。其

于调节潜伏期的传染性，假定取值范围为０：０．１。

中前两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长度为１天，也就是

（３）控制措施相关参数：包括病例管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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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病例管理人群：

（＾７。＾７＂ｑ ７。）和减少传播的相关参数（厂７，ｇ ７，走７，
ｅ

Ｅ。２（ｆ＋１）＝（１一ｐ１）ｑ ７ｌ Ｅ。ｌ（ｆ）

７）。病例管理三类参数的含义已在前面叙述。厂７，

ｇ ７，忌７，ｅ

Ｅ。，（ｆ＋１）二（１一声，１）ｑ ７，一ｌ Ｅ。（，一１）（ｆ）＋（１

７的取值范围均为０：１，在模型中主要用于模

户，一１）

Ｅ“＿１）（ｆ）（ｉ＝３，４，…，１６）

拟各种干预措施对流行的影响，取值越小措施的效

１６

果越好。其中，厂７模拟了减少社区人群与医院人群

，Ｍ（ｆ＋１）＝∑ＡＥ。（ｆ）

接触的措施效果；ｇ ７模拟了病例隔离措施效果；愚７模

ｊｍ（ｆ＋１）＝Ｊ…（￡）＋＾７。ｌ Ｌｌ（ｆ）

拟了检疫措施效果；ｅ ７模拟了院内个人防护以减少

工。，３（ｆ十１）＝工。。２（ｆ）＋＾７。２ｊ。２（ｆ）＋（１

感染的措施效果。

ｒ）＾７，３ Ｊ。３（ｆ）＋

（１一ｒ）Ｊｄ（ｆ）

（４）其他参数：包括接触率ｎ、口。和感染效率铆，

Ｊｍ２（ｆ＋１）＝＾７＾１ Ｉ＾ｌ（ｆ）

具体含义见前面所述。

Ｊｍ３（ｆ＋１）＝Ｊ。＾２（ｒ）＋＾７＾２ Ｊ＾２（ｆ）＋（１一ｒ），ｚ ７＾３，＾３（ｆ）

９．模型公式：分社区人群、医院人群、病例管理

＋（１

ｒ）Ｊ。３（ｆ）

人群，对模型中所涉及的状态变量随流行变化的规

１０．模型应用：首先，我们通过模型与实际流行数

律进行描述。时间ｆ的单位均为天，状态变量之间

据拟合来估计模型的各个参数；然后，采用Ｖａｒ聊ａｒｄ

转移的速率均为每天的转移速率。

ＤｅｃｉｓｉＳＯｎＰｒｏ软件建立ＳＡＲｓ传播动力学模型的

（１）社区人群：

Ｍａｒｋｏｖ链模型随３。通过Ｍａｒｋｏｖ链模型，可以模拟疫

ｓ。（ｆ＋１）＝［１一Ａ。，（ｆ）一Ａ。（ｆ）］ｓ。（ｆ）＋ｒ，Ｒ。ｐ（ｆ）

情的动态变化，得到模型各个状态变量的实时模拟

Ｅ。ｐ（ｆ＋１）＝（１

值。通过改变模型中干预措施相关参数，如厂，ｇ

６）Ｅ印（ｆ）＋Ａ。ｐ（ｆ）Ｓ。（￡）

７，

Ｊ∞（ｆ＋１）＝（１一ｒｐ）Ｉ。ｐ（ｆ）＋６Ｅ。ｐ（ｆ）

是７，ｅ

Ｒ印（ｆ＋１）＝（１

价干预措施的效果。同时，通过Ｍａｒｋｏｖ链模型和少

ｒ，）Ｒ。ｐ（ｆ）＋ｒｐｊ。ｐ（ｆ）

Ｅ。ｌ（ｆ＋１）＝Ａ。（￡）Ｓ。（￡）

７，可以模拟干预措施对流行的影响，从而定量评

量的编程，还可以方便地计算出每个时刻的总再生

Ｅ。，（￡＋１）＝（１一ｐ，１）（１一ｑ，１）Ｅ。（，１）（ｆ）

（ｉ＝２，

３．…．１６）

数、社区人群再生数和医院人群再生数。再生数又称

基本繁殖率，是指在易感人群中１个病例在其整个病

Ｊ。ｌ（ｆ＋１）＝∑户。Ｅ。（￡）

程中预期直接传播的新病例数。未采取措施前的平

ｊ。２（ｆ＋１）＝（１一矗７。１）Ｊ。ｌ（￡）

均再生数记为Ｒ。，采取措施后￡时刻的再生数称为

Ｊ。，（ｆ＋１）＝（１一矗７。：）Ｊ。：（ｆ）＋（１一ｒ）（１一＾７。３）Ｌ３（ｆ）

Ｒ。再生数可以反映疾病流行的趋势，当再生数＜１

Ｒ。（ｆ＋１）＝Ｒ。（ｆ）＋ｒ［ｊ一（￡）＋Ｊ。一（ｆ）］

时，疾病的流行将趋于终止。干预措施的最终目标就

＾。ｐ（ｆ＋１）＝ａｕｐＪ。（￡）ｓ。（￡）／Ｎ。

是控制再生数在１以下。

Ａ。（￡＋１）＝｛ｎｕ［Ｊ。（ｆ）＋ｄＥ。（ｆ）］＋厂ｎ。ｕ［Ｊ。（ｆ）＋

实例分析

扭。（ｔ）］＋女７口删Ｅ。（ｒ）｝Ｓ。（ｒ）／Ｍ
（２）医院人群：

ＳＡＲｓ病例资料来自于北京市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

Ｓ＾（￡＋１）＝［１一Ａ蛐（ｆ）一Ａ＾（ｆ）］ｓ＾（￡）＋ｒ，Ｒ蛐（ｆ）
Ｅ如（￡＋１）＝（１—６）Ｅ坤（ｆ）＋＾却（ｆ）Ｓ。（ｆ）
Ｊ卸（ｆ＋１）＝（１

ｒｐ）Ｊ如（ｆ）＋６Ｅ却（ｆ）

个案调查数据库。ＳＡＲＳ病例的诊断标准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诊断标准》。

北京市ＳＡＲＳ流行期间主要干预措施资料以及北京

Ｒ蛐（￡＋１）＝（１一ｒ，）尺蛐（ｆ）＋ｒｐｊ砷（ｆ）

市人口资料通过查阅有关文件、研究文献以及咨询

Ｅ＾ｌ（￡＋１）＝Ａ＾（￡）Ｓ＾（￡）
Ｅ＾。（￡＋１）＝（１一ｐ：１）Ｅ＾（，一１）（ｆ）（ｉ＝２，３，…，１６）

有关政府官员获得。拟合北京数据的最佳参数估计
部分结果见表１。模型的初始值设定：Ｓ，＝

１６

厶。（ｆ＋１）＝∑户。Ｅ，（ｆ）
１３ ７３５ ０００，Ｎ。＝１３ ７３５ ０００，Ｓ＾＝８５ ０００，Ｎ。＝

厶２（ｆ＋１）＝（１

矗７。，）厶，（￡）
ｒ）（１

Ｌ，（ｆ＋１）＝（１一矗７。：）Ｌ：（ｆ）＋（１

８５

＾７。。）厶，（ｆ）

０００，Ｉ。１＝１，Ｊ＾１＝０，Ｊ印＝１０，Ｊ＾ｐ＝ｌ，Ｅｐ、Ｒ＾ｐ＝

Ｒ。（￡＋１）＝Ｒ＾（￡）＋ｒ［Ｊ＾３（ｆ）＋Ｊ。＾３（ｆ）］

０，Ｅ。、Ｒ。＝１。模拟时间为８７天。模拟的输出状

Ａ印（￡＋１）＝厂。＾％Ｊ蛳（ｆ）ｓ＾（ｆ）／Ｎ＾

态变量为ｊ。。和Ｉ。。。模拟值与实际值的显著性检验

Ａ＾（￡＋１）＝厂Ａ。（ｆ＋１）｛以。Ｐ ７掣［Ｊ。（￡）＋ｄＥ。（ｆ）］＋

采用配对￡检验，在ＳＰＳＳ １１．５上实现。结果表明，

ｇ

７口＾Ｐ

７剐Ｊ。（ｆ）｝Ｓ＾（ｆ）／Ｎ＾

ＳＥＩＲＰ模型对社区人群和医院人群新发病例数的

·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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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效果均较为理想（社区人群：￡＝０．４３２，ｄ厂＝

症状期分阶段进行模拟，分别估计每个阶段的潜伏

７６，Ｐ＝０．６６７；医院人群：ｆ＝１．９４２，ｄ厂＝７６，Ｐ＝

期发病率和症状期人院率，可以更精确地模拟流行，

０．０５６）。流行开始时的总再生数Ｒ。为３．９５，在４月

同时还可以探讨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

２０日之前（￡≤５０天）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４月２０

ｓＡＲＳ流行的影响；④专门设立了病例管理人群以

日以后（≠＞５０天），迅速下降至１以下（估计值为

模拟检疫和病例隔离措施对疾病控制的贡献。由于

０．０３１１）。如果在４月２０日前后不采取强有力的综

所建立的模型可以随时调整干预措施相关参数，所

合性措施，也就是假定￡＞５０天时控制措施相关参

以，通过干预情景假定，可以很容易地模拟出各种干

数的取值同ｆ≤５０天，在流行第８７天时累计的临床

预措施情况下ＳＡＲＳ的流行过程，从而对干预措施

诊断病例将达到４８ ６５３例，第８７天的新增临床诊断

效果做出定量评价。

病例将达到５２２７例，总再生数Ｒ。，为１．４４，流行没

实例研究发现，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北京市

有得到有效控制。同样，可以改变单个参数取值，以

ＳＡＲＳ流行过程，而且可以估计各种干预措施对疫

探讨某种干预措施对疫情控制的贡献。

情控制的贡献。说明所建立的ＳＡＲＳ流行模型是可

表１

北京市疫区ｓＥＩＲＰ双流行模型部分参数估计值
估计值

模型参数

ｎ％邯６

ｏ‘寸ｄ

Ｐ，最

靠的，可以用于ＳＡＲＳ干预措施效果的定量评价。
参

４

６ｅ

Ｍ ８

４

６ｅ Ｍ ８

２

Ｏｅ

Ｍ６

２

０ｅ Ｍ ６
５ ２ Ｉ』８ ８

Ｏ

５ ２ 』（８

８

０

０

１ ５１ ９

Ｏ

１

Ｏ Ｏ６ ３ Ｏ ；

Ｏ

０ ６３ ０ ；

０

Ｏ Ｏ１

０１

５

５２８ ８

Ｏ ５ ２ ８８

０

Ｏ１

０

Ｏ１

０

９９

０

Ｏ３ ５

０

１

０

１ ２

０

５

Ｘ，Ｚｈｕ

Ｐａ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１９

０

１

１

Ｚ，Ｘｕ

ｔｈｅ

ｉｎ

考

Ｆ，ｅｔ

ｓｅｖｅｒｅ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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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ＳＡＲｓ传播动力学研究多数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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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我们建立的流行模型与现有模型的主要不同之
处在于：①把易感人群区分为医院人群和社区人群，

可以用于探讨医院和医务人员在ＳＡＲＳ流行中所起
的作用，以及社区人群与医院人群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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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到这两个参数的取值，所以无法分清是哪种

或哪些干预措施起了作用，更不能定量评价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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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拟合实际流行数据时，往往通过改变接触率和感
染效率两个参数的值来实现。由于许多干预措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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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引入了有关的控制措施相关参数，可以更精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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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干预措施对流行的影响；③潜伏期、有传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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