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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一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肺炎疫情开始由武汉向全国

蔓延。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

为“国际关注突发卫生事件”[1]，2 月 11 日，该疾病由 WHO 正式命名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2]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

（CSG）正式命名该病毒为 SARS-CoV-2。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里，疫情未来将如何发展，成为大家近期十分关心的问

题。武汉作为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是肩负艰巨防疫抗疫任务的主战场，其疫情

发展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最近，《Cell Discovery》接收了一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和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合作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该研究采用传染病动力学

SEIR 模型（Susceptible, Exposed, Infectious and Removed model; SEIR model），分阶

段估计了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流行趋势。 
 

基于 SEIR 模型分阶段预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趋势的研究解读  
SEIR 模型是一种常用于对病毒流行趋势进行分析的模型，其参数包括感染者（S）-
暴露者（E）-感染者（I）-康复者（R）、传播率、感染率、治愈率、基本再生数

（R0）和有效再生数（Rt）等参数[3]。其中基本再生数 R0 定义为在传染病发病初

期每个病人在其平均患病期内所传染的人数；有效再生数 Rt 定义为在 t 时刻，每个

感染者能传染的平均继发病例数，它会随着有效的防控手段逐渐下降。R > 1 表示若

有效的防控措施，疫情将会是自我维持；R < 1 表示新病例数量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逐渐减少，疾病流行将逐渐平息。 
该研究根据防控措施强弱分阶段调整有效再生指数后，对武汉地区的流行趋势进行

估计，对新冠病毒的可能感染规模和传播风险等进行预测 ,为当前防控措施的效果提

供潜在的评价标准，希望能为现阶段的传染病预防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该研究在对疫情控制有效的疾病流行情况进行描述过程中，考虑到各类防控措施的

逐步落实，疫情将逐步得到控制，有效再生指数也将随之改变。因此基于武汉地区

采取的防疫措施时间点，该研究对疫情发展强度进行了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地区尚未开展十分严格的防

疫工作，仅对病例进行通报，直至 1 月 23 日宣布封城[4]。 
第二阶段：自 1 月 24 日起，武汉封城后第一天，逐步建立交通管制和隔离检疫制度

以限制人口流动[5]。 
第三阶段：2 月 2 日-6 日， 武汉的社区防控得到加强，提出了“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 的社区公共卫生管理模式；同时“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与“方舱医院”相继完成

了交付和启用，20 个省大型三级综合医院的医学救援队驰援，使得武汉的防控和医

疗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6]。 
第四阶段：2 月上中旬，武汉的防控措施进一步加强，采取严格的社区隔离和疑似感

染者的全面筛查政策，新冠肺炎患者基本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根据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管理方案》里

“疾病的潜伏期最长约为 14 天”的指导思想，2 月 16 日，武汉的疫情发展将基于前期

严格的管控而进入一个新阶段，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此后的有效再生数可下降至 1
以下。 
参考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学者的研究结果，该研究将再生数的参数设置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R0=3.1（高流行传播阶段），第二阶段 Rt = 2.6（中等流行传播阶段），第

三阶段 Rt = 1.9（低流行传播阶段），第四阶段 Rt = 0.9 或 0.5（疫情逐步平息阶

段）。 
研究先假设初始疫情控制较弱，按照一些对于疫情爆发初期预测的文献估计，在尚

无有效控制措施的情况下，疫情将继续发展疾病持续流行，基于帝国理工大学学者

对 R0 的估值为 2.6 (1.9-3.1)，假设从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武汉市防控措施不足，

且后续未采取任何有效防控措施，则感染人数将继续上升，到 2020 年 2 月底，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者理论上最高可超过 20 万例（R0=3.1）。但实际上，面对疫情的发

生，中国采取的措施，特别是 1 月 23 日凌晨这一关键时刻做出的武汉“封城”等断然



决定，是非常有效的。这一决定和后续的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疫情演变的格

局。 
通过四个阶段的多阶段模型拟合，研究最终计算得到武汉地区感染人数可能在 2 月

19 日或 2 月 23 日出现流行高峰和拐点（两种不同暴露者 E 与感染者 I 的比例估

计），高峰感染人数估计为 55869-84520 人（图 1 和图 2）。估计感染人数指的是模型

中在某一时刻现存的感染人数，这些估值中包括了有明显症状的患者和潜在的无症

状或症状很轻的感染者。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处于爆发阶段，很难计算出具体的病死率。根据武汉  
金银潭医院与上海瑞金医院一项对疫情初期的其中 99 例患者的报道，病死率可达



11%[7]，如果据此计算的话，根据流行高峰模型对患者的人数估计，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导致的平均死亡人数约为 5697-8296 人（包括可能因早期死亡但并未明确诊断

的患者）。但是该研究人群样本量较小，代表性有限，重症患者较多，有较多病人患

有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因此在疫情早期的病死率可能会被高估[7]，考虑到近日疫情

报告中武汉地区患者病死率约为 3-4%[8]，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平均死亡人数

有可能为 2279-3318 人。当然，随着更多轻度和无症状病例的确诊或出现更好的临

床治疗手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死率和致死人数也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目前必

须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重症患者救治问题，以切实降低病死率。 
该研究提示，虽然目前的估计感染病例数量与实际确诊感染人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距（也有可能有一定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或者自愈的感染者没有被及时确诊），但是

实际的确诊病例数的上升趋势与模型预测感染人数的发展趋势趋同，因此有理由预

计，在各项防控措施的有序开展下，万众瞩目的疫情拐点有望在二月下旬出现。我

们共同期待全国疫情最严重、目前抗“疫”主战场的武汉，在未来数日内即将迎来治

愈患者数明显高于新增确诊患者数这一转折，随后疫情将出现明显控制的新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此模型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模型的建立基于一系列假设，

比如不存在超级感染者，潜伏期内不具有传染性等，但这些假设目前尚无明确证据

支持与否定，一旦有新的证据打破模型假设，模型预测结果的可信程度将受到一定

影响。第二，模型预测的准确程度主要取决于所设定参数的准确性，但目前关于病

毒的很多参数尚无定数，如潜伏期、传染期等，现有的文献中，也无统一的定论，

随着对疫情认识的深入，病毒的种种特性将愈发明朗，模型的估计也将愈发精准。

三、多个阶段的划分虽然有较多的实际措施实施的支持，但是有效再生数的改变通

常是一个连续动态的变化，以每个阶段平均的有效再生数来进行模型拟合，存在一

定的偏差。最后，从确诊报告的数据来看，武汉或是更大范围的湖北疫情的流行趋

势与湖北省外存在明显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将该研究所预测的武汉的疫情流行情

况外推至湖北省外其他地区。实际上，武汉及湖北之外的疫情控制已经出现了非常

有利的局面，其演变规律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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