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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出理论与方法·
复杂网络模型在传染病预防控制中的应用
黄淑琼魏晟岳丽

向浩刘丽

刘莉甘秀敏许川

聂绍发

【导读】为探讨复杂网络模型在传染病预防控制中的应用，根据复杂网络的基本属性，利用网络
模型和常用软件分析传染病传播过程。相对于传统的流行病学方法，复杂网络的理论不仅能描述传
染病动态传播过程，也能进行传染病预测。通过复杂网络的理论来研究疾病的传播，能深入理解到网
络的拓扑结构对疾病传播有蕈要影响，从而找到控制疾病传播的更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流行病学；复杂网络；传播动力学；传染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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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网络（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作为研究系统复

究传染病传播机制的应用，为理论流行病学提供

杂性的一项重要工具…，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

新方法和思路，对研究传染病预测、预警和控制有

家们关注的新热点。复杂网络理论在流行病学领

借鉴价值。

域的应用主要在于研究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对传播
动态过程的描述和预测，以更好地预防控制传染病

基本原理

的发生。对传染病的描述和预测已有很久远的历

１．基本属性：复杂网络由大量的节点通过边的

史，最早使用单纯总结经验型的统计方法，通过对

连接构成¨３，是具有复杂拓扑结构和动力行为的大

以往发病资料的收集，用标准的统计预测模型进行

规模网络。复杂网络理论溯源于１７３６年德国伟大

疾病发病趋势研究陋】，主要注重预测性和应用性。

数学家Ｅｕｌｅｒ解决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七桥问题口】，是以图形

近年来随着数学和物理科学成果不断引入，传染病

研究问题，后来平面图论渐渐发展为用立体拓扑结

传播机制模型为其预测理论研究提供了许多强有

构来分析窄间网络结构，但是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力的基础ｂ】。这类模型强调解释性和研究性，比前一

来这一理论才蓬勃发展。

类模型复杂得多。复杂网络理论在流行病学中应

复杂网络理论研究可以简单概括为紧密相关且

用尚处于萌芽期，本文中将探讨复杂网络理论在研

逐渐深入的以下四方面内容：通过实证方法测定网

ＤＯｈ

些统计性质；在已知网络结构属性及其形成规则的基

络结构的统计性质；构建相应的网络模型来展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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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预测网络中的行为规范№１；在预测网络行为规范
的基础上探讨网络控制策略。前两方面是基础，后两
方面是应用。复杂网络简单图示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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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网络之间的网络（ｗｓ网络），具有较短的平均路径
长度和较高的聚类系数，它通过调节一个连接参数
从规则网络向随机网络过渡。小世界网络构造过程
如图２所示：将规则网络中的每条边以概率Ｐ随机连
接到网络中的一个新节点上，构造出一种介于规则
网络和随机网络之间的网络。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

Ｐ：＝Ｏ—Ｐ＝ｌ

则分别是小世界网络在Ｐ为０和ｌ时的特例扣１。
图１

Ｒｅｇｕｌａｒ

８个顶点和１０条边构成的简单网络

复杂网络的静态几何量主要有网络聚集系数、
平均路径长度、度及其分布特征等ｎ】。
（１）网络聚集系数：聚集系数（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又称聚类系数，用来描述网络中节点

◇◇桊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的聚集情况，即网络的紧密程度。其计算方法为：假
设节点ｉ有航条边把它与其他版个节点相连，这航个

ｒａｎａｏｒａ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ｉ＇ｏｍ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

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ｉａ ａ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２０，Ｋ＝４

节点之间最多可能存在统（航一１）／２条边，而这反个

图２小世界网络的构造

节点之间存在的边数实际只有髓的话，则它与航
（航一１）／２之比定义为节点ｉ的聚集系数ａ，用算式

小世界网络模型对于传染病免疫预防策略采用

表示Ｃｉ＝２Ｅｉ／ｋｉ（ｋｉ－－１）Ｃｓｊ。网络的聚集系数就是整

局域控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通过免疫被感染

个网络中所有节点的聚集系数的平均。

节点一定路径范围内的节点，可以很好控制疾病传

（２）平均路径长度：平均路径长度（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ｔｈ

播，达到控制代价和提高效果之间的一种最优平衡。

ｌｅｎｇｔｈ，Ｌ）是网络的分离程度指标。网络研究

（２）无标度网络模型：虽然小世界模型能体现现

中，两节点ｉ和ｆ间的距离（画）定义为连接两者的

实世界的小世界性和高聚集性，但小世界网络模型

最短路径的边的数目；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则是

的连接度分布可近似于Ｐｏｓｓｉｏｎ分布，仍属于均匀网

所有节点对之间距离的平均值，用算式表示Ｌ＝

络。其实许多实际网络并不是均匀网络，节点的连

Ｔ—Ｌ∑ｄ“，其中Ⅳ为网络的节点数。
１。—～

言Ｎ（Ｎ＋１）ｉ爿

接度没有明显的特征长度，即无标度网络
（ｓｃａｌｅ—ｆｒｅ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又称ＢＡ网络。１９９９年

（３）度及其分布：度（ｄｅｇｒｅｅ）是单独节点的属性

Ｂａｒａｂｆｉｓｉ和Ａｌｂｅｒｔ发现许多实际网络的无特征尺度，

中的重要概念。网络中节点ｉ的度航为该节点连接

节点的度服从幂律（ｐｏｗｅｒ－ｌａｗ）分布，即Ｐ（尼）ｏｃ
２ｍ２ｋ～，这表明无标度网络的度分布函数可由幂指数

的边的总数目，所有节点ｉ的度航的平均值称为网络
的平均度，记作锯＞。网络中节点的度分布（ｄｅｇｒｅｅ

为３的幂律函数近似描述。无标度网络结构如图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用分布函数Ｐ（后）来描述，其含义为一个

所示。

随机选定的节点恰好有ｋ条边的概率，也等于网络
中度为后的结点数占网络结点总数的比值。度分布
函数对于传染病传播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２．复杂网络模型：复杂网络按照拓扑结构特征
可分为：完全规则网络、完全随机网络、小世界网络

最
大
的

最
火
的
节
点

节

点

和无标度网络随】。自从２０世纪末小世界网络和无标
度网络为代表的复杂网络理论兴起以来，许多复杂
网络都呈现出小世界和无标度的特性，从而复杂网
络上的疾病传播和控制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点。
（１）小世界网络模型：小世界网络（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是Ｗａｔｔｓ和Ｓｔｒｏｇａｔｚ在１９９８年提出的基于
人类社会网络的网络模型；它是介于规则网络和随

（展示１３０个节点的ＢＡ网络，图中标注的５个节点是网络中度
最大的节点）
图３无标度网络的拓扑结构示意图

无标度网络考虑了实际网络的两个重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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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特性和优先连接特性。增长特性表明网络大小

（３）预测网络系统行为：在进行模型识别后，应

随时间一步步乍长，网络的规模总是不断扩大。优

用相关网络模型分析传染病传播过程及特征，继而

先连接特性体现ｆｆ｛新的节点更倾向于与那些具有较

探讨合适的预防控制措施。利州网络模型预测网络

高连接度的“大”节点连接，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领域

系统行为，主要是找ｆｎ关键性节点，这些节点是连接

又被称为“马太效应”。

内部小团体的连通点，如果这些节点受到影响（感

由于度分布呈现｜｝Ｉ｛幂律分布，具有非均匀性，绝

染），那么疾病传播将会很迅速。从另一角度来说，

大多数节点的度都相对较小，仅少量节点的度相对

这些节点感染后，又能很容易被发现，也加速了患者

较大，尤标度网络表现出很强的鲁棒性和脆弱性。

就医的速度，缩短病程，减少单个传染源传播疾病的

鲁棒性指如果随机移走少量节点后网络中的绝大部

时问，从而控制疾病的传播规模。因此，关键性节点

分节点仍是连通的，该网络的连通性对节点故障具

对控制传染病在人群中传播起到再要作用。

有鲁棒性。脆弱性是相埘于蓄意攻击策略，即蓄意

（４）采取相应预防控制措施：度较大的节点被感

去除网络中度高的节点就可破坏无标度网络的连通

染后将会快速传播疾病，冈此，防止度较大的节点成

性，非均匀性使无标度网络对蓄意攻击具有高度的脆

为传染源是防止疾病快速传播的第一步。另外，利

弱性。两种不同拓扑结构网络的度分布如图４所示。

用被感染节点周围的局部信息，控制被感染｛了点周
嗣的部分节点，从而达到控制传染病在整个网络大
范围传播的目的。
实例分析
本例数据来源于一起重症肺炎暴发凋查，研究
范围是所有肺炎病例和接触者，共３５人，以指示病

ａ．均匀网络，指数分布

ｂ．无尺度网络，幂律分布
（１０９—ｌｏｇ曲线）

图４两种不同拓扑结构网络的度分布图

例为线索起点，通过追踪和个案调查结果按网络生
成规则构建一个小型人群网络，就是巾许多节点与
连接两个节点之问的一些边组成，其中每个节点代

无标度网络特征对于分析传染病动态传播过程

表真实系统中不同的个体，而边则代表个体间的关

具有更高参考价值，其优先连接特性表明传染病传

系，如果两个节点之间具有某种关联就在两书点之

播过程中人群连接度较高的节点更易传播疾病，找

间连一条边，反之则不连边¨】。先用Ｕｃｉｎｅｔ软件生

出节点度高的个体，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减少传染病

成一个人群接触情况的矩阵，再通过ＮｅｔＤｒａｗ软件

的传播范围和强度。

绘成网络结构Ｉ剐（图５）。

３．复杂网络的应用步骤：

对构建的人群接触网络的节点度和度分布的关

（１）人群接触网络生成：利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

系在双对数一坠标下展示（图６），近似于直线，可以考

传染病传播过程的客观基础和前提足构建人群接触

虑符合幂律分布，利用无标度网络模型拟合。本网

网络。选取假定封闭的特定人群作为研究主体，通

络结构可看出有些关键性节点，如青点１、２、３、４、５、

过调查，了解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情况，
构建一个人群接触网络，进行计算机
录入分析，得到一些网络特征参数。
社会接触网络常用的软件是Ｕｃｉｎｅｔ网
络分析集成软件ｎ剖，其中嵌入了
ＮｅｔＤｒａｗ和Ｐａｊｅｋ应用软件程序。

（２）网络模型识别：依据构建的网
络结构，进行特征分析，关键是三个基
本网络特征参数，然后进行网络度分
布的检验。应用Ｍａｔｌａｂ程序分析网络
节点度及度分布规律，从而进行网络
模型识别。

图５疾病传播网络拓扑结构（包含３５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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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传染病在人群中的流行应看作是服从某种规律
的在复杂网络上的传播行为，因此，建立传染病传播
模型时，不仅要考虑疾病本身的传播特性，还要考虑
网络的拓扑结构对疾病传播的影响旧１，才能全面掌
握传染病的传播过程。
２．强调传染源初始节点位置对传播的影响。传
染病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进行传播的，如果人
群巾的个体用网络中的节点来表示ｎ¨，可能发生传
染和被传染的关系用网络中的边来表示，就构建出
疾病传播所依赖的人群接触网络结构ｎ副。疾病在网
络中的传播过程是随机出现一个节点（病例），通过
图６双对数坐标下节点度的概率分布

与其邻近节点（其他人）接触，把疾病传给邻近节点，
然后每个邻近节点再各自进行接触传播，如此进行

３３节点度很高，这些关键性节点是疾病防控的重点

下去，就可知道在整个网络巾疾病的传播情况【－引。

对象，继而有针对地采取控制措施。

疾病在网络上的传播与初始感染节点的位置关系密

讨

论

传染病的传播过程中充满了偶然因素的影响，

切。防止度较大的节点成为传染源是防止疾病快速
传播的第一步，可以有效地延缓疾病的扩散，为进一
步采取控制措施、防止疾病大面积传播赢得时间。

它的传播显然是一种复杂现象，这是因为传染病传

３．体现局部免疫控制策略优势。疾病传播网络

播的载体——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接触、联系所形成

中免疫节点是指当疾病传播到该节点时，该节点既

的系统是复杂的，易感染和有传染性的个体都具有

不会被疾病感染，也不会将疾病向其他节点传播。

主动性，其行为方式对于易感染性和病程长短有影

所以，也可以看作是从网络中删除该节点。较好的

响，也会随外界情况的变化产生适应性的改变，这些

免疫策略应该是在对较少的节点进行免疫的情况

都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

下，能够最大程度地延缓疾病的传播。

复杂网络理论研究传染病传播机制，以宏观和

免疫控制策略有三大类：随机免疫（完全随机地

微观相结合为重要特色ｂ］，其在流行病学应用的优

选取网络中的部分节点进行免疫）、目标免疫（选取

势作片ｊ有以下四个方面。

少量度最大的节点免疫）和“熟人”免疫（对随机选出

１．更新传统的传染病传播阈值理论。传染病传

的邻近节点进行免疫）。其巾“熟人”免疫属局部免

播数理模型是用来描述传染病的传播过程，分析受

疫控制方法，这种策略回避了目标免疫巾需要知道

感染人数的变化规律，预测传染病在人群中传播的

全局信息（每个节点的度）从而找出度大的节点进行

高潮。如基于均场理论模型的一个霞要依据即疾病

免疫。局部免疫控制在对网络全局信息未知的情况

的传播存在着一个临界值，当有效传播率大于该临

下，利用被感染节点周围的局部信息，控制被感染节

界值时，感染的个体将使疾病扩散，反之亦然。由于

点周围的部分节点，从而达到控制疾病在整个网络

疾病波及的范围与传播强度呈正相关，如果人群中

大范嗣传播的目的（不需要考虑节点的度，仅考虑感

的疾病长期存在，则必然波及大量个体。但实证研

染源周同一定路径长度内的节点ｎ ４１）。

究表明，有些传染病如流感仅波及少数个体而长期

４．进行疾病传播和预防控制模拟仿真。利用复

存在。因此，经典的传染病传播模型难以准确解释

杂网络建立传染病传播模型模拟传染病传播这一复

某些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传播规律。换言，传统的传

杂现象，通过改变参数数值，探讨哪些因素对于传染

染病传播模型由于其理论基础的缺陷，难以全面、系

病暴发流行最重要，采取哪类措施能够更有效地控

统地解释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传播行为，这在很大程

制疾病传播，何时采取效果最好，利用模拟仿真可以

度上阻碍了传染病预测预警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更好地为传染病预防控制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纠。另

网络的拓扑结构影响疾病的传播，复杂网络上

外通过相关软件应用，进行网络构建和传播模拟仿

的传播行为与均匀网络上的传播行为有着根本的不

真，可以对传染病的传播过程、控制措施的决策和效

同，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无标度网络不存在传播阈

果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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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网络理论应用于传染病预防控制，具有很
多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在
于其研究前提是针对具体人群，构建的模型的普及
性需进一步证实。另外，复杂网络理论在传染病控
制方面的应用主要限于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传播的
疾病，其他类型的传染病不太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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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统计学符号按ＧＢ ３３５８—１９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一律采用斜体排印，常用：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ｉ

（中位数用Ｍ）；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④ｚ检验用英文小写ｔ；⑤Ｆ检验用英文大写Ｆ；⑥卡方检验用希文
小写ｆ；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⑧自由度用希文／Ｊｘ鸳ｊ＇ｕ；⑨概率用英文大写Ｐ（Ｐ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ｔ值、ｆ值、ｇ值等），Ｐ
值应给出实际数值，不宜用大于或小于表示，而用等号表示，小数点后保留３位数。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廊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闪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ｉ ４－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

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
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

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
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ｆ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
型，不应肓目套用直线同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

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
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０．０５（或Ｐ＜Ｏ．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
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
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ｇ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ｔ－－３．４５，Ｚ＝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况下，一
般情况下选用Ｐ＞Ｏ．０５、Ｐ＜Ｏ．０５和Ｐ＜０．０１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Ｏ．００１或Ｐ＜Ｏ．０００１。当涉及总体参

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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