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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发现－交流
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在我国艾滋病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吴静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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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８５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截至２０１１年

的３种类型，其中＆最为常用。再生数可定义为平均一个病

底，我国ＨＩＶ／ＡＩＤＳ估计人数已达７８万乜１，艾滋病流行甚至改

例在其患病期间感染他人的数量“剖。但３类再生数适用条

变了某些地区的人口学特征。３１。观察性研究及干预性研究

件不同，凡适用于疾病流行初期且人群均为易感者时”·…，常

已部分验证了预防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但这类研究存在着

用于研究人群中无免疫力的急性传染病，而＆（ｔ）及＆（ｔ）不

费用昂贵、实施困难等问题。因此，采用传统流行病学调查

要求人群中所有个体均为易感者。此外，凡及＆（ｔ）均描述

方法评价不同强度、不同干预措施对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趋势的

疾病的流行趋势，而ＩＬ（ｔ）则反映疾病当前或过去的流行情

影响存在一定局限性。相比之下，传染病动力学模型能够

况＂’。在人群同质且随机混和（ｒａｎｄｏｍ ｍｉｘｉｎｇ）条件下，３种

通过理论模型构建、拟合ＨＩＶ在人群中的流行动态或在个

再生数问可相互推断：＆（ｔ）＝＆（ｔ）＝Ｒｏ×Ｓ（ｔ）／Ｎ（ｔ）＂３，其中

体内的传染过程，可以弥补实际调查的不足，进行流行预

ｓ（ｔ）／Ｎ（ｔ）为易感人群在总人群中所占比例。总之，再生数描

测，评价干预效果等。根据模型构建时考虑ＨＩＶ在人群问

述个体增值过程。与再生数不同，疾病增长率反映流行增值

传播还是在个体内传染，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分为：病原体在

过程。疾病增长率包括内禀增长率及时间依赖性增长率，其

人群间的传播（人群动力学模型）及病原体、其侵入机体后

适用于慢性传染病如ＨＩＶ／ＡＩＤＳ，用来描述流行的指数级增

激活的细胞及因子在个体内的动态变化（感染动力学模

长情况。０为增长率的阈值，其意义同再生数的阈值１。内

型）。本文拟分析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在我国艾滋病研究领

禀增长率与Ｒ。相似，适用于传染病流行初期，指一定时间内

域的应用情况。

在感染人群中新发感染率与移除率之差。而时间依赖性增

１．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的输出参数：建模者根据研究目的
构建模型结构，进而确定模型的输入参数及初始值，而模型

长率如＆（ｔ），考虑了某时点易感人群在总人群中所占比例，
在疾病流行的任何时期均适用”’…。

的输出参数相对固定，主要包括再生数（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发病率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人群中某病新病例数出现

ｎｕｍｂｅｒ）、发病率、疾病增长率、流行最终规模等。本文以人

的频率。研究者在流行病学模型中引入３种发病率：标准发

群动力学模型为例介绍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的输出参数ｂ１，并

病率、简单质量作用发病率（或双线性发病率）及饱和发病

在感染动力学模型中将以下概念巾的“人”改为“感染细胞”

率，前两者常被用于经典传染病模型中。其中标准发病率对

或“免疫因子”进行类似解释。在经典的传染病模型中，再生

总人口数没有要求，适用范围更广。而饱和发病率在感染者

数的阈值为１，此为判断疾病流行与否的标志哺１。若模型出

较多或易感人群存在有效免疫力时适用，此时感染者不能有

现多个稳定平衡点，此时需通过比较再生数与超阈值（阈值

效接触易感者或传播疾病ｎ““，。

为１）及亚阈值的关系来判断疾病的流行趋势【６］。基本再生

疾病流行最终规模即为流行终止时某病所有感染者的

数（１Ｌ）、有效再生数［ＩＬ（ｔ）］和实际再生数［＆（ｔ）］是再生数

数量，是判断疾病流行严重程度或干预措施有效与否的重要
标志。诸多因素如易感人群比例、传播机制等均可影响流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２ｚｘｌ０００１００ Ｊ）

最终规模”。”１。
２．我国ＨＩＶ／ＡＩＤＳ动力学模型文献检索及基本特征：检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

索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６月。中文文献检索数据库为中国知网

制中心

（ｃＮⅪ）期刊全文数据库及万方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

通信作者：汪宁，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ｎｂｊ＠１６３．ｔｏｍ

策略为在标题、关键词及摘要中以下列检索词的组合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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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ＨＩＶ”＋“ＡＩＤＳ”＋“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数学模型”＋“动力学模

表１我国艾滋病动力学模型相关文献的基本特征
特征

人群动力学（ｎ＝６４）感染动力学（ｎ＝４８）

型”）。英文文献在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中，在任何字段下以下
列检索方式进行检索：（“ＨＩＶ”ｏｒ“ＡＩＤＳ”ｏｒ“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ｏｒ“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ｍｏｄｅｌ

ｏｒ

ｏ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ｒ

ｏｒ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ｒ

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文献入选标准：①艾滋病动力学模型；②国内作者为
第一作者或研究地点为中国或文献发表在中国期刊（不包括
港澳台）；③公开发表且经同行评议的文献。经过标题、摘
要、全文筛选，加上手工检索，最后共有１１２篇文献符合要求。
由表１可见，我国艾滋病动力学模型巾干预模型所占比
例不多，约占３０％；２００６年后文献数量迅速增加，近年来感染
动力学模型文献增幅更快；第一作者以数学领域专家为主，
医学类专家仅占１５％。检索发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井
竹君。４ ３于１９９０年首次介绍了艾滋病人群动力学模型。当时

注：８截止于２０１３年６月

国外专家构建的模型已考虑到传染过程中传染力及危险行
为的变化，但基于当时条件限制并未进行数学分析。我国专

人群动力学模型在模型构建或数据模拟过程中考虑到以上

家在１９９２年首次构建感染动力学模型““，描述ｒ ＨＩＶ与靶

措施中的一种或部分组合，但部分模型未交待具体采用何种

细胞（即Ｔ细胞，包括健康的及感染的细胞）的关系，与当前

措施。只有１篇文献中的模型考虑了干预措施的经济效益。

感染动力学模型基本相似，勾勒出ＨＩＶ侵入人体后的自然进

５５．２％（３２／５８）人群动力学模型利用数据进行模拟，但部分模

程，但选取的输入参数未附参考文献。我国第一个人群动力

型的输人数据未明确参考依据，部分数据模拟目的是为了分

学模型是由刘旭阳”６ ３于１９９６年构建，他考虑ＨＩＶ感染者的

析模型特性；而另一些模型则为输出模拟结果。我国ＨＩＶ／

多个感染阶段，并推算出每个感染阶段的再生数，分析模型

ＡＩＤＳ人群动力学模型输入参数以某时点或时段ＨＩＶ／ＡＩＤＳ

无病平衡点，但该文未进行实际数据的模拟。我国带有数据

流行规模及＆为主要输出参数，而发病率则少见。再生数的

模拟的人群动力学模型始于２００２年“”，分析模型输入数据，

使用未考虑人群中已存在ＨＩＶ感染者，尽管我国ＨＩＶ／ＡＩＤＳ

构建吸毒人群动力学模型，并结合非吸毒人群估计预测

患病率呈低流行水平”ｊ，但在部分高发地区不合适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云南省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趋势。静脉吸毒者患

研究发现，我国有２６篇文献进行数值模拟预测伞国或

病率预测趋势与Ｚｈａｎｇ等“副预测结果相反：前者呈上升趋

某地区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趋势或干预措施的效果，预测的研究

势，后者呈下降趋势。估计是因为前者模型构建更早，当时

对象为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暗娼、母婴传播、嫖客、吸毒者

输入参数的相关数据有限，但该研究在数据输入、输出及科

等高危人群或全人群。其中，Ｌｏｕ等［１９ ３根据我国ＭＳＭ在性

研方法选择应用方面值得借鉴。

交中不同体位偏好构建动力学模型，并比较不同危险行为、

３．人群动力学模型在我国艾滋病研究领域的应用：总体

治疗、疫苗措施卜－凡及患病率的变化，该模型未考虑不同阶

来说，我国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动力学模型结构相对简单，与

段下传播力的不同。Ｗａｎｇ等陉州模拟我国母婴传播的动力学

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实际环节相比不够具体，未将影响流行的某

模型，其假设合理，结果显示在当前措施下经母婴传播感染

些主要因素纳入到模型结构中，但近年已逐步完善。分析５８

ＨＩＶ的儿童数呈持续增长趋势，但随着ＨＩＶ检测成为孕妇必

篇建模文献特征：①考虑人群异质性，如把人群分为不同性

检项目及高效抗病毒治疗大幅降低母婴传播率妇“，母婴传播

活跃程度的年龄组（５篇），或分为不同高危人群组（１５篇），

情况势必降低。Ｘｕ等乜２１对江苏省暗娼和嫖客人群进行模

感染者按是否被诊断、治疗、干预进行分类（１３篇），只有１篇

拟，感染者按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分为３类，考虑病例疾病

文献考虑高危人群内部异质性；②考虑不同传染阶段传播力

进程、治疗对疫情的影响，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该人群

不同，多数分为无症状感染阶段和ＡＩＤＳ阶段（２４篇），少数按

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拐点为２０２０年，传播概率是ＨＩＶ患病率的敏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将无症状感染阶段进一步分类（９篇），

感参数，而治疗覆盖率对Ｈ１Ｖ患病率影响小敏感。Ｂａｃａｅｒ

但其中只有３篇有具体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阈值水平并进行

等‘２“探讨静脉吸毒与性工作者对云南省ＨＩＶ／ＡＩＤＳ疫情的

数值模拟，仅１篇考虑急性期感染；③考虑ＡＩＤＳ患者在传播

影响，按性行为危险程度、性别、是否吸毒将人群分为１８类，

中的作用（５篇）；④考虑母婴传播（５篇）；⑤考虑高危人群间

结果表明静脉吸毒者对当地疫情影响大，应为当地主要干

的关联性，如女性性工作者与嫖客一起构建模型（４篇）；⑥考

预人群。输入参数通常取自文献，但四川省西昌市所构建

虑干预措施对疫情的影响，如检测治疗、安全套、宣传教育、

模型中ｋ４‘２“，输人参数取自现场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干预覆

针具交换、美沙酮门诊、低效疫苗等（２１篇）。约三分之一的

盖率水平越高，疫情控制越好，甚至能在该地区阻断ＨＩ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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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Ｍｅｒｌｉ和Ｈｅｒｔｏｇ［２６１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对普通人群性调查

５．国内外艾滋病动力学模型研究的差距：国外ＨＩＶ／

数据进行模拟，预测一般人口学数据对我国ＨⅣ／ＡＩＤＳ长远

ＡＩＤＳ动力学模型构建了复杂的应用性研究，而我国模型仍

影响。Ｚｈａｎｇ等陋＂考虑人群的异质性及检测治疗作用，将不

以理论研究为主，尤其我国感染动力学模型的应用研究很

同高危人群预测结果进行综合评价，验证ＨＩＶ检测与治疗的

少，但呈逐年增多趋势。我国模型结构过于简单，与ＨＩＶ／

协同作用，ＨＩＶ检测率提高可降低发病率，而治疗覆盖率提

ＡＩＤＳ在我国的实际流行过程仍有相当差距。国外模型结构

高可降低Ｈ１Ｖ相关死亡。Ｘｉａｏ等”８３将全国按省划分构建模

复杂，充分考虑感染者异质性进行分类研究ｂ７“］：①根据

型，显示ＨＩＶ／ＡＩＤＳ的流动对全国疫情影响不大，四川和重庆

ＣＤ。＋Ｔ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划分感染阶段，一般以２００

为重点干预地区，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传染系数及诊断率对

ｎａｎｌ３，３５０ ｃｅｌｌｓ／ｒａｍ３，５００

疾病流行影响最大。

急性期及ＡＩＤＳ期的传播，该分类方法是病毒载量数据缺失

ｃｅｌｌｓ／

ｃｅｌｌｓ／ｍｍ３为界分为４个阶段，且考虑

４．感染动力学模型在我国艾滋病研究领域的应用：相对

情况下的最优替代方法；②是否诊断；③是否治疗，治疗失败

于我国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动力学模型结构的多样性，我国多数

率，治疗方案；④是否耐药。我国复杂结构的模型研究仅在

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动力学模型结构都是在Ｐｅｒｅｌｓｏｎ等乜９］构建的

分阶段基础上考虑是否治疗，这种差距的出现可能与数据缺

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或简化，此模型建构了健康Ｔ细胞、激

乏有关，也可能与建模者多为数理专家，缺乏对ＨＩＶ／ＡＩＤＳ深

活感染Ｔ细胞、潜伏感染Ｔ细胞、ＨＩＶ四者问的关系及在个体

入了解有关。干预措施在我国模型构建过程中太过笼统，未

体内的动态变化。我国多数模型（３６／４３）都是在此模型基础

对治疗、安全套、检测、包皮环切术、针具交换等措施进行分

上进行如下改进而成：①考虑病毒进入感染细胞后需经过一

类研究。我国近几年的模型研究已开始与国际接轨，已将措

段时间才释放新的病毒，因此模型中加入时滞；②考虑健康

施分类说明。国外模型在输人参数选取上参考很多文献，模

及激活感染Ｔ细胞自身复制；③考虑杀伤性Ｔ细胞抗病毒防

拟结果可信度高，而国内模型输入参数选取参考文献较少，

御机制；④考虑感染Ｔ细胞死亡呈非线性；⑤考虑干预措施

输出参数可信度低。国外数据模拟的ＨＩＶ／ＡＩＤＳ动力学模型

（药物治疗及疫苗）的作用；⑥考虑耐药；⑦不考虑潜伏感染

中流行规模为主要输出参数，而在理论研究中则以再生数为

Ｔ细胞。我国约半数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动力学模型进行数据模

主要输出参数。这与我国当前ＨＩＶ／ＡＩＤＳ动力学模型研究输

拟，其中部分模型输入参数没有文献参考或来源介绍，模拟

出参数使用情况一致，可见流行规模是疫情及疾病发展严重

目的是为了分析模型特性或输出模拟结果。我国ＨＩＶ／ＡＩＤＳ

与否的最直观指标。

感染动力学模型以再生数为主要输出参数且主要进行模型

此外，国内尚没有模拟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其他疾病如心血

特性分析，很少以感染细胞、病毒数量为输出结果。其中再

管疾病、肾病、结核或其他性传播疾病的动力学模型，也没

生数分为两类：一类考虑感染细胞或病毒的动态变化；一类

有治疗前预防、预防联合治疗对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影响的动力

考虑病毒侵入后免疫因子的动态变化。

学模型，干预措施经济效益动力学模型研究也较少。干预

另外，Ｌｏｕ等∞“２１对艾滋病相关癌症的模拟也是由上述

措施的经济效益、治疗前预防与治疗的联合作用、治疗对结

基本模型改建而成，通过常微分方程组及延迟微分方程组构

核的预防、治疗的预防效果、耐药等措施都是ＷＨＯ关注的

建两个模型分析平衡态的存在性、稳定性及生物学意义，并

重点…３。

研究Ｈｏｐｆ分支现象（系统结构不稳定，经扰动后出现极限

６．结论：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在艾滋病领域的应用，首先

环）。李学志和王海霞。列在构建模型时考虑细胞感染年龄不

贴上了“艾滋病”的标签，而非水痘或其他传染病，因此要充

同，致病毒产生能力不同，但因构建模型过于复杂而未对模

分考虑艾滋病这个疾病本身的特点。如该病基本无法治愈，

型方程组进行分析。

存在具有传染性但ＨＩＶ抗体检测呈阴性的窗口期，疾病感染

以上模型主要是根据细胞与ＨＩＶ间的相互作用而建立

与诊断期间有延迟，疾病传播途径的多样性，治疗后产生的

的感染动力学模型，还可根据病毒侵入后免疫因子及病毒间

耐药及耐药传播，干预措施对疾病进展或传播的影响，在接

的动态变化构建动力学模型。娄洁等０４１通过ＨＩＶ表型问的

受或未接受治疗情况下病毒进入机体后产生的免疫反应及

变化反应ＨＩＶ变异，用免疫因子白介素一２及抗病毒因子分别

病毒复制情况等。艾滋病的这些特征在动力学模型中均有

代表ＣＤ，＋Ｔ细胞及ＣＤ。＋Ｔ细胞，反映两种表型及两种免疫因

所体现，这些在前文中已详述。总之，动力学模型要根据疾

子的模型平衡时患者趋于两种状态：快速进展者或长期不进

病本身的特点及研究目的构建模型结构¨…。此外，艾滋病动

展者，这与实际结果相符。免疫因子与病毒间关系的动力学

力学模型具有自身特点，如动力学模型是现实的简化版［４２１，

模型典范是通过病毒感染因子一抗病毒蛋白清晰描述病毒一

能在宏观及微观水平上构建复杂的、多层次的模型结构去分

宿主间的关系ｏ“，抗病毒蛋白降低新病毒感染力，却增加突

析疾病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流行情况，依据模型结构与参

变概率，该模型验证了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的关系，可信度

数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是利用参数进行的思维实验

高。第三军医大学分别构建Ｔ细胞ｂ“、单核细胞、巨噬细胞、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㈨。

树突状细胞及病毒在外周血、淋巴结、中枢神经系统的动态

但是，艾滋病动力学模型也存在因疾病及模型所致的缺

变化，模型构建原理同简单的感染动力学模型，但结构更为

陷。①根据疾病特点及研究目的所构建的模型，可能未抓住

复杂，模拟结果与临床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模型内部的影响因素…１，如在艾滋病领域可能存在尚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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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模型所需参数无法从既往文献或研究现场获得。尽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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