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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模型分析与预测方法研究进展
肖洪田怀玉赵昧李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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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研究．对综合运用模型起到推进作用‘‘“。ＳＩＲ模型
已通过多次传染病数据的验证（如１６６５—１６６６年伦敦发生
的黑死病，孟买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发生的瘟疫，北京市２００３年发
生的ＳＡＲＳ），广泛应用于各种传染病传播规律的研究和预

近年来．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曾经被消灭和控制的旧

测‘““。针对２００９年的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疫情，常超一等。２１基

传染病也有死灰复燃之势，生物袭击造成的传染病发生和流

于ＳＩＲ模型构建了基于实时航空数据的空间传播模型，进而

行时有出现。所有这些使得人类面临传染病形势日趋严峻。

模拟甲型Ｈ ＩＮ Ｉ流感通过航空运输进行全球传播的过程。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疫情影响和造成
的损失已经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ＳＩＲ模型一般方程本身已经很成熟．
但是到目前为止，该类模型的求解都是泰勒级数展开的简化

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中疾病与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影

近似解．并且其简化过程中的参数物理意义不明。不同类型

响因素，并研究如何防治疾病及促进健康策略和措施的科

的传染病传播过程各具特点，利用ＳＩＲ模型模拟各类传染病

学，传染病是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研究方法主要分为观察

的传播机制时，模型参数是各不相同的。即使同一类型的传

性研究、实验性研究和数学模型研究。其中，数学模型研究

染病．随着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政府预防控制措施的实施

又称理论流行病学研究，是通过数学模型的方法来模拟疾病

等．模型参数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在使用ＳＩＲ模型拟合传

流行过程．用以探讨疾病流行的动力学．从而为疾病预防和

染病发展趋势过程中，部分参数的设定受主观因素与经验因

控制、卫生策略的制定提供服务。理论流行病学研究是由被

素的影响较大。

动防治向主动预防转化的重要环节。本文对近年来理论流

（２）数理分析方法：通过对大量样本病例数据的处理与

行病学中传染病分析与预测模型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分析。研究传染病病例数量与时间或其他凶素的关系，建立

１．传染病模型研究热点：

模型并对传染病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诸如回归模型、时间序

（１）系统动力学易感一感染一移出模型（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ｖｅ－

列模型、灰色理论模型、马尔可夫链（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神经网

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ＳＩＲ）ｇＹ法：Ｋｅｒｍａｃｋ．ＭｃＫｃｎｄｒｉｃｋ模型是按

络模型（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以及蒙特卡罗（Ｍｏｎｔｅ

照一般传染病传播机制通过数量关系描述传染病的传播过

Ｃａｒｌｏ）算法模型等“““．这些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传染病发

程、分析感染人数的变化规律、揭示传染病的发展趋势“Ｊ。

展规模的预测。

回归预测法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找出预测对象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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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包括一元线性回归、多元线性回归和
非线性回归预测。线性回归或非线性回归模型的缺点是无
法模拟有季节规律的时间序列．无法反映随机扰动和周期波

动的影响。近年来。结合空间信息将病例数据与相关风险因

究所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李亚品）

子进行逻辑回归或泊松分布回归分析，进而找出传染病的流

肖洪、田怀玉同为第一作者

行规律．是回归分析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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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模型反映的是时间动态依存关系．可以揭示研

·８２·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１月第３２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ｌ。Ｖ０１．３２，Ｎｏ．１

究对象与其他对象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其数量关系变化规

数估计过程。但神经网络模型需要的初始数据量较大，在网

律。其中博克斯一詹金斯模型（Ｂｏｘ－Ｊｅｎｋｉｎｓ ｍｏｄｅｌ，ＢＪ）是具

络设置渖｝经元节点个数的确定上多依赖于经验，并且网络

有代表性的时间序列分析和预测方法。“，该模型由４种基本

训练结果存在不稳定性。

模型组成，即自回归模型、滑动平均模型、ＡＲＭＡ模型以及

蒙特卡罗算法模型，也称统计模拟方法，是一种以概率

ＡＲＩＭＡ模型。ＡＲＩＭＡ是使用ｄ阶齐次非乎稳时序的求和自

统计理论为指导的一类非常重要的数值计算方法，使用随机

回归滑动平均模型，此模型应用较其他模捌更为广泛。时间

数（或更常见的伪随机数）来解决很多计算问题的方法。简

序列模型对无季节性疾病、季节性疾病以及周期性规律疾病

单来说。蒙特卡罗方法是基于人工创造一个随机事件或“实

均有丰Ｈ应的预测方法（若时间序列无明显的季节性，则一般

验”（常是通过计算机）的分析方法，当运行到指定的次数，可

使用线性、非线性或多次曲线等趋势拟合模犁；若随时间的

以获得任何特定目标的概率。蒙特卡罗方法预测传染病传

推移呈明显季节性，常用季节周期分析法；若时间序列以周

播在国内研究巾应用较少，在国外的研究中常常是结合马尔

期波动为卞，多采用方差分析滤波法）。

可大链一起使用，称为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方法（Ｍａｒｋｏｖ

灰色理论模型是把一般系统论、信息沦及控制论的观点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ＭＣＭＣ）。

和方法同数学方法相结合，发展出的一套解决不完全系统

系统动力学ＳＩＲ方法与数理分析方法基于严密的数学

（灰色系统）的理论和方法’２…．其中一次累加ＧＭ（１，１）模型

推理，能够可靠预测传染病流行强度以及规模发展趋势，但

足最常用的一种灰色动态预测模型，该模型由一个单变量的

分析过程缺乏空间属性．对于一些疾病的风险因子也无法识

一阶微分方程构成，它是灰色预测模型中最基本的模型。灰

别与判断，也缺乏对传播区域的预测能力。

色模型的突出特点是：建模过程简单．模型表达式简洁。便于

（３）现代信息技术方法：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动态分析

求解。因而被广泛应用。但灰色模型中的指数型变化是单调

传染病的时间与空间分布特征，而且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和方

的（单调上升或Ｆ降），当发展系数绝对值较大时，模型偏差

式来研究与认识传染病，从其发生和流行的环境来观察传染

较大，无法用于中长期预测．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一

病。这不仪可以深化传染病的监测和预警，有利于发现重点

些波动因素对系统的影响，对随机性、波动性较大的数据拟

疫区，为制订适宜的防治策略和措施奠定基础，而且可以为

合效果较差，预测精度降低．这是灰色预测的不足之处。针

大范围的疾病监测提供经济、有效的方法，为突发疫情的应

对灰色模剖的不足．许多学者在各个环节进行了改进，如对

急处置提供决策依据。其技术框架主要包括地理信息系统

原始序列傲方根变换２。、采用等维递补灰数动态预测∞１。对

（ＧＩＳ）、遥感（ＲＳ）、空间数据库及空间分析技术等。

原始数据进行“幂函数一指数函数”复合变换或对原始数据做

现代信息技术的特点之一是需要对多种技术进行综合

指数变换与优化灰导数相结合的办法：２。“；这些办法都不同

的运用。构建病例信息及研究区空间数据库。依靠ＧＩＳ软件

程度地提高了灰色模捌的长期预测精度。

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探究传染病与风险阗子的内在联系。

马尔町夫链是一种随机事件序列．其下一刻的取值只与

如应用ＧＩＳ和Ｒｓ等多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建立传染病传播

现在有关．而与过去无关．即在马尔可夫链的每一步，系统根

的数学模型，研究血吸虫病与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在空

据概率分布，可以从一个状态变到另一个状态．也可以保持

间分布和流行相关的地理环境主导因素’“２７。；以及基于ＧＩＳ

当前状态。状态的改变叫做过渡。与不同状态改变相关的概

软件和空间分析软件ＳａＴＳｃａｎ针对ＨＦＲＳ进行的一系列研

率叫做过渡概率。随机漫步就是马尔可夫链的例子。随机

究，通过重排时空扫描统计量对疫区疫情的时空聚集性分

漫步巾每一步的状态是在图形巾的点。每一步可以移动到任

布以及用地类型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ＨＦＲＳ发病与其宿主

何一个相邻的点，在这里移动到每一个点的概率都是相同的

鼠类的生存环境及栖息地分布存在显著联系４圳；Ｃｈａｉｋａｅｗ

（无论之前漫步路径如何）。研究结果表明，马尔可夫链的短

等ｏ“对泰国清迈地区的腹泻病进行空间模式和热点分析研

期预测精度高，特别适合应用于具有波动性改变的资料。目

究（ｈｏｔ ｓｐｏ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显示出腹泻空间格局的扩散趋势，中部

前应用多状态马尔可夫链预测传染病，使用基于随机过程的

和北部地区村庄发病率更高；曹志东等１３２，基于ＧＩＳ平台：①

隐马尔可夫链研究慢性病流行病学具有广阔研究前景。“。

引入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技术对空间发病率调整和空问平滑，回顾研究

神经网络或称人工神经网络是由大量简单的基本元

了２００３年北京市ＳＡＲＳ的发展过程．发现ＳＡＲＳ传播在西

件——人工神经元相可＝连接，通过模拟人大脑神经处理信息

北一东南方向（偏南北向）的扩散速度明显弱于东北一西南方

的方式，进行信息并行处理和非线性转换的复杂网络系统，

向，城市中心地带与东部城郊地带是两个高风险传播的热点

以模拟生物的神经网络结构和功能为ｍ发点，逐渐演变成为

区域。②使用空间传播网络这一概念对２００９年北京市甲型

一门对信息处理的方法学。其理论比较完善，发展较为成

ＨｌＮｌ流感早期流行特征与传播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朝阳

熟，在医学领域应用广泛，目前包括反向传播算法的多层前

区一海淀区一城市中心区的社会网络是影响北京市疫情发展

馈网络称ＢＰ神经网络、径向基函数ＲＢＦ神经网络、单层反馈

的关键∞】。③结合ＳＥＩＲ（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性非线性Ｈｏｐｆｉｅｌｄ神经网络、单层反馈性输入延迟性Ｅｌｍａｎ

ｒｅｍｏｖｅｄ）模型和病例信息统计工作对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手足口

神经网络等一系列模型。神经网络可以根据病例数据．通过

病流行的规律与传播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患者出生时间与发

加入隐含层的神经网络逼近任意非线性映射，避开复杂的参

病时间显著相关，患者年龄呈正态分布，且城乡接合部的发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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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远高于城市中心和远郊地带…１；曹志东等¨“基于空间

ＭＡＳ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人Ｔ生命以及分布式人Ｔ

分析技术结合传统地理统计学方法，使用核心密度捕值

智能技术的融合。具有主动性、交互性、反应性、自主性等特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锣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ＫＤＥ）技术制作发病率图。并根据相

关性分析结果（Ｍｏｒａｎ’ｓ，值）评估ＳＡＲＳ风险因子．发现

点ｆ．“。ＭＡＳ的基本模拟单位是智能体｛ａｇｅｎｔ）．一个ａｇｅｍ是
一个系统内的任何参与者、任何能产生影响自身和其他

ＳＡＲＳ发病率的空间聚集性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到弱的变化过

ａｇｅｎｔ事件的实体。这些模拟由许多互相作用的ａｇｅｎｔ构成。

程，且发病牢的高值聚集区域主要位于人口密度高、经济活

Ｄｏｎｎｅｌｌｙ等¨２１将ＭＡＳ模拟归纳总结为下列元素的集合：

跃、交通发达的城市中心地带；钟少波Ｄ引使用探索性空间分

ａｇｅｎｔ、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对象（ｏｂｊｅｃｔｓ）、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析技术（ＥＳＤＡ）结合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技术进行的乙型肝炎（乙

和通信（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其中除了行为以外的４个可以由

肝）发病牢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乙肝发病率地理分布特

如下四元组来描述：ａｇ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点为：两北内蒙古和甘肃一带、中南和华东部分地区和东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由于ＭＡＳ“自下而上”的研究思想和强大

部分省市为高发地区，长江以南高于长江以北，东部沿海高

的计算功能和时空特征。使其在传染病动态传播模拟上具有

于西部边疆。

突出的优势。弥补了单独应用ＣＡ在模拟中的不足。

现代信息技术研究方法，强于传染病与风险因子的分

近年来，国内外出现了一系列应用复杂系统方法研究传

析，可以直观地展示出流行病的时空分布，分析传染病传播

染病传播规律的成果，如钟少波等ｍ】使用ＣＡ技术对传染病

的环境和社会等主导要素，缺点是缺乏对传染病时间与流行

空间传播的完整模拟，通过模拟算例分别给出了局部传染和

强度的预测手段。

全局传染两种典型传播行为的模拟结果；多智能体系统是复

２．传染病模型研究前沿：

杂适应系统理论、人工生命以及分布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融

（１）仿真模型方法：基于空间数据库对研究区地理环境

合．其“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强大的复杂计算功能和时空

进行建模，使用病例数据模拟传播过程，研究流行病学特征，

特征使得它在模拟空间复杂系统的时空动态方面具有非常

如Ｔｓａｉ等¨７’对２００９年台湾甲型ＨＩＮｌ流感的空间传播进行

突出的优势…Ｊ，可以弥补ＣＡ技术的一些不足．刘涛等¨“蚓基

了高效动态模拟．模型假设为高度连接的网络模型，个人完

于Ｓｗａｒｍ平台引入累计感染剂量的多智能体传染病时空传

全连接在不同的设置（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结合台北人

播研究。将广州市区作为研究区进行了有实际意义的模拟，

口数据与病例信息迸行模拟．获得了较好的模拟结果。强毅

与传统的传染病ＳＩＲ模型以及基于ＣＡ技术的传染病传播模

臻等旧‘】基于Ｒｅｐａｓｔ平台对２００３年北京市ＳＡＲＳ传播过程进

型相比．该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实际观测数据更为接近；肖洪

行仿真建模研究，构建了一个可用于模拟ＳＡＲＳ传播过程的

等Ｈ＂基于Ｎｅｔｌｏｇｏ平台。通过智能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表示人

简单仿真建模框架，通过可动态扩展的规则设定、模型参数

与人之间的行为，模拟是否接种疫苗对不同人口密度下街道

调节，为研究ＳＡＲＳ传播提供了方便的模拟环境。龚建华

社区中甲型ＨＩＮｌ流感传播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人口密度

等¨引基于虚拟地理环境系统平台。建立ＳＡＲＳ时空动力学传

在５０Ｘ／ｂａｎ２以上的社区持续传播甲型Ｈ１ＮＩ流感的概率较

播模型研究个体尺度上ＳＡＲＳ时空传播行为，以ＳＡＲＳ在虚

大。并且在社区内接种疫苗可以有效地抑制甲型Ｈ１Ｎ］流感

拟社区的传播为例，开展了ＳＡＲＳ时空传播行为模拟的初步

的传播。

试验，以及反映ＳＡＲＳ疫情控制效果的参数敏感性分析。
仿真模型方法需要大量的实测数据以及环境数据作为
基础，并要求研究者具有地理环境建模经验和一定的编程基

仿真模型方法与复杂系统方法可以实现预测传染病的

传播区域与流行强度，但由于缺乏严密的数理模型推导，传
播区域的流行强度预测结果往往不稳定。

础，本方法强于分析传染病的传播机制、推算各种尺度的感

３．展望：从且前研究现状看．传染病传播模拟研究巾仍

染率及传播速度，缺点是建模Ｔ作量较大。往往滞后于传染

然存在一些难题，一是传染病传播的时间动态模型与空间动
态模型不同步。例如ＳＩＲ模型、数理方法注重疫情时间变化

病的流行周期．难以对突发传染病迸行及时研究。
（２）复杂系统方法：复杂系统方法指多智能体系统

却忽略了空间过程．ＧＩＳ方法强于探索传染病传播与风险冈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Ｓ）、元胞自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

子的内在联系，疏于反映传染病传播的时间连续性；二是传

ＣＡ）技术等方法…】。

染病流行强度预测与传播区域预测的结合问题。ＳＩＲ模型、

ＣＡ是一种动态模型，具有灵活的转换规则．可以通过制

数理模型强于对疫情流行强度的预测，不擅长对空间风险因

定规则来模拟的复杂现象．十分适合模拟传染病在空间上的

子的相关性研究．现代信息技术则正好相反．如何将三者有

流行过程。ＣＡ由以下５个主要部分组成：元胞（ｃｅｌｌ）、状态

机的结合，并实现时空连续的流行强度与传播区域预测是需

（ｓｔａｔｅ）、临域（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转换规则函数（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要解决的问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时间（ｔｍｎｐｏｍｌ）。元胞ｔ＋ｌ时刻的状态由ｌ时刻该
元胞的状态及临域元胞的状态决定，即：

Ｓ＋·可（Ｓ．／Ｖ，）

近年来。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研究传染病发病与传播规律
是理论流行病学研究的热点。结合流行病现场调查与统计．
可以对流行病迸行更深入的研究，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

其中，Ｓ为该元胞在ｌ时刻的状态，Ｓ．＋．为元胞在Ｉ＋ｌ时刻的状

了大量的成果．但是笔者认为制约计算地理学（自动化地理

态，Ｍ为该元胞在‘时刻临域的状况。厂为转换规则函数。

学）与流行病学进一步合作与发展的重要障碍是统计学合理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１月第３２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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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应用，空间统计学研究水平将是制约空问流行病学发展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ＲＳ ｖｉｒｕｓ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与研究的重要影响因素。仿真模型方法与复杂系统方法将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ｖｉｒ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它具有其他模犁无法比拟的优点，但是，

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１０．４２：５１０—５１５．

［１４］Ｓｉｌａｗａｎ Ｔ，Ｓｉｎｇｈａｓｉｖａｎｏｎ Ｐ，Ｋａｅｗｋｕｎｇｗａｌ Ｊ，ｅｌ ａ１．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这类方法还处在发展之中．理论Ｉ：仍不够完善成熟。

传染病的发生发展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对其进行准确可
靠的预测，需要不断纳入新方法、新知识，不断提高传染病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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