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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人们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等呼吸性传染疾病在人际

间传播与人们的日常出行行为密切相关。因此，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需要研究和探讨呼吸性疾病传

播的时空分布规律。利用西南某省会城市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构建微观仿真出行模型，模拟病毒

在中心城区和市域空间的动态传播过程。由于公共交通空间狭小、人员密集，乘客感染概率较大，

故对抑制公共交通传播途径和采取全民预防措施的效果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措施可以有

效降低病毒在人群中的感染速度和扩散范围，为早期病毒防控争取较长的窗口期。该方法可以辅助

城市管理部门在疫情早期做出精准决策，也可以对未来城乡规划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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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eople's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re increasingly

frequent.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nd other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are closely relat-

ed to people's daily activities and travel behavior.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ravel survey data of a provincial capi-

tal city in Southwest China, this paper develops a micro travel model to simulate the dynamic transmission

of virus in both urban central area and metropolitan area. Due to the narrow space of public transit, the

dense populated and the high probability of passenger infection, the paper simulates the effect of restrain-

ing the transit transmission and taking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peo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mea-

sur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fection speed and spread range of the virus in the population which

leaves a longer window period for early virus control. The method discussed in the paper can help urban

management departments to make accurate decision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pidemic, and can also pro-

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on how to deal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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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

19)在短时间内的迅猛传播引起了全社会的

极大关注，对全国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

序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和威胁。钟南山先生表

示，如果能早期采取有效措施，可以大大避

免病毒蔓延的灾难。学者们很早就开始通过

建立疾病传播模型，对各类疾病的传播机制

和动力学特征进行研究。早在 1927 年

Kermark和Mekendrick研究流行于伦敦的黑

死病时提出了 SIR 模型(Susceptible Infected

Recovered Model)，并于 1932年进一步建立

了 SIS 模型 (Susceptible Infected Susceptible

Model)，通过对病毒传播模型的研究，提出

了传染病动力学中的阈值理论[1-2]。近20年，

基于复杂网络模型的疾病传播动力学研究开

始兴盛，将复杂网络理论中的节点和边假设

为个体和个体交叉路径，提出与连接度相关

的疾病传播率，建立疾病传播模型[3]。复杂

网络模型以平均场理论为基础，应用SIR模

型对具有相同连接度的个体进行分组模拟，

62



潘潘
海海
啸啸

崔崔
毅毅

基基
于于
微微
观观
仿仿
真真
出出
行行
模模
型型
的的
病病
毒毒
时时
空空
扩扩
散散
分分
布布
与与
控控
制制

计算疾病传播结果。由于模型将个体间的空

间相互作用均值化，即个体之间接触的机会

均等，计算结果与现实差距较大。基于复杂

网络的Agent模型被用于克服人群均值性的

不足，通过对不同属性和行为个体值的不同

设定，研究模拟疾病的传播过程[4-5]。目前，

Agent模型的局限性在于，对现实环境中个

体间时空分布的接触行为的研究缺失，多数

研究使用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的空间环境和行

为数据[6]。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COVID-19感

染数据可知，健康个体主要在近距离接触病

原体或已感染个体的情况下被感染。可见，

个体感染与否与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活

动出行行为息息相关。为了能够在更加接近

真实环境的条件下，对病毒在人群中的扩散

传播进行研究，本文采用基于活动出行数据

的微观仿真模型，以案例城市出行数据和交

通网络为基础，对全市域人口的正常活动出

行行为进行动态模拟，并以此为基础，设定

一个特定的感染源位置，观察病毒在人群中

传播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对策效果。以往城市

交通研究多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拥

堵缓解等交通领域，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

研究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主流的交通

模型多属于“四阶段法”的范畴，应用宏观

统计数据建模，重点关注出行的“量” [7]，

而缺少对出行活动时空特征的描述；另一方

面，一些基于活动的交通模型和微观交通仿

真技术在中国多处于实验研究阶段[8-9]。根据

国际研究经验，目前MATSim微观仿真平台

能够对真实环境中的出行行为进行动态仿

真，支持大数据运算，并输出离散时间属性

的出行数据[10-11]。由于模型输出数据具备居

民出行活动的真实时空属性，本文使用VB

语言二次开发的仿真程序，利用COVID-19

传播特征数据，模拟病毒在现实空间环境中

的传播过程，研究其空间传播特征和控制

措施。

11 COVID-COVID-1919的传播特征分析的传播特征分析

根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公布的疫情数

据，截至 2020年 2月 25日武汉市已累计确

诊病例 47 441例，在短短 40天内病毒感染

人数就增加了 1 148倍。通过统计数据的增

长形态可以发现，病毒感染的累计确诊人数

大体呈现S型变化，前期病毒的传播态势异

常迅猛，累计确诊病例数快速上升，截至 3

月底累计确诊病例的增长趋势才有趋于平缓

的迹象(见图1)。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0 年 2 月 26 日

公布的数据计算分析，截至 2020 年 2 月 25

日武汉市累计病亡2 085例，COVID-19死亡

率 约 为 4.39% ， 全 国 的 统 计 数 据 分 析

COVID-19 的死亡率为 3.48%，除湖北省外

的死亡率约为 0.78%。为了控制病毒的传

播，武汉市于 2020年 1月 23日宣布全市公

共汽车、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汽车暂停运

营，并关闭火车站、机场等离汉通道；湖北

省于 1月 24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

级响应；2月11日武汉市居民小区开始实施

封闭管理，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与此同

时，大规模的医疗资源增援武汉。这些措施

的实施效果显著，从2月18日开始，武汉市

COVID-19确诊人数显著下降。

通过上述观察可见，本次疫情暴发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 COVID-19 的传播速度极快，

特别是疫情开始传播的前 10天内，如果此

时能够根据已有的确诊病例快速预判病毒传

播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将为政府快速响应和

遏制疫情蔓延起到积极作用。

22 传播模型传播模型

鉴于目前的医学研究，COVID-19主要

通过近距离接触的方式进行人际传播，因此

隔离措施对病毒蔓延的抑制效果显著[12-13]。

本文重点探讨疫情早期传播特征，进而

比较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为了构造研究环

境，选择南方某城市(以下称W市)居民调查

数据，构造居民通勤和其他日常生活等社会

图1 武汉市COVID-19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变化趋势

Fig.1 Trend of confirmed virus infection cases of COVID-19 in Wuhan

资料来源：基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官网(http://wjw.hubei.gov.cn/)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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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时空联系背景。利用MATSim微

观仿真平台，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判定每个模

拟的个体是否近距离接触，进一步通过感染

概率模拟感染过程。MATSim 是基于活动

的、可扩展的、多主体(Agent)的开源仿真平

台[14]，可模拟一天或几天中个体在路网中活

动出行的时空行为，并输出XML(可扩展标

记语言)格式数据，数据具有良好的通用性

和扩展性，利于后期结果分析和二次开发利

用。在MATSim仿真模型中，每一个出行个

体就是一个 agent，每个 agent均有自己的活

动出行计划，包括个体的活动地点、出行时

间、出行路径、出行方式等，通过效用函数

计算个体活动出行计划的效用值。当外部出

行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活动出行计划的效

用值也发生变化，个体行为也会相应变化。

平台遵循协同进化的原则，通过在迭代计算

过程中不断优化个体活动出行计划，达到个

体效用值最大化的目标，实现外界环境改变

对个体行为影响的微观仿真，其运行过程如

图2所示。

模型中近距离接触主要设定为两类，1)空

间接触，即个体间在空间上距离较近，且在

时间上存在重叠；2)公共交通接触，不同个

体在同一时间处于同一辆公共交通工具内，

即发生近距离接触。论文仅对病毒的早期传

播过程进行仿真研究，未考虑对已感染病例

采取医疗措施后病毒传播过程的改变。

交通仿真模型使用W市全市域调查获取

的80 574个个体的全天活动出行数据，在仿

真输出出行数据的基础上，利用VB语言编

写的仿真程序，对病毒传播过程进行二次仿

真。如图 3所示，按照近距离接触的设定，

空间中有相互近距离接触的个体之间建立关

联模型，并随机抽取其中 1%的样本进行可

视化。市中心区的居民与市域空间范围的其

他居民有着密切的空间接触关系，特别是市

中心区居民，相互之间的近距离接触非常

密切。

首先指定位于W市某大型生鲜批发市场

工作的某一个体为第 0号感染者，其作为某

种未知病毒传播的起点。在空间中，当 0号

感染者与其他个体间的活动距离小于近距离

接触阈值 Dc 时，进一步判定小于 Dc 的个体

之间是否存在时间重叠，如果存在则判定为

可能感染者，设定感染概率为 Pc ，从接触

者中抽取感染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中(主要

指公共汽车)，首先判定第0号感染个体与其

他个体是否乘坐了同一辆公共汽车，再判定

上下车时间是否存在重叠，如果有重叠则认

为存在传播的可能，按照感染概率 Pc 从同

一时间和同一辆公共汽车的个体中随机确定

感染者。所有感染者在下一日作为传染源，

通过上述方式判定与其他个体是否存在近距

离接触，以及接触过程中其他个体感染的概

率，程序循环迭代计算 30次，模拟 30天中

病毒的传播特征。

模型中主要参数的确定如下：

1）近距离接触阈值 Dc 的确定。根据相

关医学调查，近距离主要是在 1~2 m 范

围[15]，同时考虑到使用的出行数据为抽样数

据，因此模型设定 Dc = 10 m①。

2） 感染概率 Pc 的确定。由于目前

COVID-19疫情还在不断蔓延，关于基本传

染数 R0 的估计还在不断发生变化。2020年

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声明就已确

认，COVID-19“人传人”正在发生，初步

估计 R0 值为 1.5~2.5。2020年 1月 24日，医

学研究论文预印本发布平台medRxiv上发表

的一篇论文对此次病毒的流行病学参数进行

1初始出行计划 2活动出行仿真 3评分 5仿真结果

4活动出行优化

图2 MATSim微观仿真流程

Fig.2 MATSim flow chart of microscopic simulation

资料来源：基于文献[14]绘制。

图3 居民活动出行近距离接触空间网络

Fig.3 Close contact space network for residents' activity travel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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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估算与预测。研究根据 2020年 1月 1—21

日的发病信息建立了传播模型，估计

COVID-19的基本传染数 R0 明显大于 1，为

3.8(95%置信区间估计介于3.6~4.0)。这意味

着，一个感染者平均可导致3.8个其他人感染。

鉴于 R0 的不确定性，本文假设 R0 值为

3。也就是说，假设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 1

天平均近距离接触到15个人，根据COVID-

19的平均潜伏期 7天计算，则其在 7天内共

计近距离接触 105人，如果感染了其中的 3

个人，则病毒的感染概率 Pc 可取值为3%。

33 模拟结果分析模拟结果分析

模型随机确定第一位病毒感染者出现在

城市北部区域某生鲜批发市场，该感染者会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其活动地点与其他人

接触或在出行过程中与其他人共同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即通过近距离的接触可能将病毒

传染给第二病例，第二病例再去感染其他人

群，以此类推。通过观察模拟过程可知，从

最开始的1个病例到第30天，感染人数经历

了迅猛增长，并逐渐趋于缓和的过程。在不

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第 30天的感染病

例数为30 567例，占模拟总人口的38%。由

图 4可知，感染病例在前 10天增长率较小，

第 11~20天增长率急剧增加，第 21~30天病

毒感染的增长率逐渐趋缓，增长曲线呈现S

型变化的特征。

由图5可知，W市中心城区病毒感染病

例的空间演变整体呈现由内向外扩散的特

征。感染病例在第 10天开始向城市的所有

方位扩散，并在第 1个病例的周边形成第一

个感染峰值区域；第 15天在城市的中心区

形成了第二个感染峰值区域；此后感染峰值

区域开始扩散，感染病例开始猛增，并且在

城市的各个区域蔓延。通过模拟可知，感染

者在空间中呈现明显的分散聚集特征，而且

病毒在空间中的传播具有跳跃性。

图6是W市全市域病毒感染病例的空间

分布变化图，感染病例在市域空间的扩散从

第11天开始，并且首先在市域北部区域出现

感染者；在第 20天，感染病例扩散到W市

全市域空间范围，此时感染病例的空间分布

呈现斑块状特征；到第 30天，感染病例的

空间分布呈现均质扩散特征，空间传播过程

同样具有明显的跳跃性。

模拟结果表明，病毒的空间传播速度非

常迅猛，空间扩散过程呈现先斑块后均质，

第1天 第5天

感染病例密度/(人·km-2)

0~1

2~5

6~12

13~21

22~32

33~50

51~94

95~143

图5 模拟W市中心城区病毒感染病例的空间密度

Fig.5 Spatial density change of virus infection cases in the simulated

downtown area of City W

第10天 第15天

第20天 第25天

第30天

图4 模拟W市病毒感染病例数量变化

Fig.4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virus infection cases in simulated City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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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跳跃特征。从传播的时间特征看，病

毒在社区空间范围内的最佳控制窗口期为病

毒出现后的第1~7天，病毒在市辖区空间范

围的最佳控制窗口期为第 7~10天，第 15天

后病毒会传遍市域空间的每一个区域，并进

一步大规模扩散。可见，社区层面卫生防疫

设施的规划布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6-17]。

以本次疫情发生最为严重的武汉市为

例，由于早期对病毒控制了解不足，病毒在

人际间随即出现了迅猛传播。为了控制

COVID-19在人际间的传播，武汉市停运全

部公共交通，紧接着采取“封城”隔离措

施，对疫情的控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于

未知病毒的早期传播具有隐蔽性，其危害程

度较难判断，很难在疫情早期就做出“停运

公交、封城”等极端的决策，因此对疫情的

早期防控决策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对人员较

为密集的公共交通工具内部和人员活动集聚

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降低病毒的传播

概率。

本文通过改变病毒传播参数，模拟在抑

制公共交通传播途径(如车辆消毒、减小乘

客密度等)和采取全民预防措施(如戴口罩等)

后病毒传播特征的变化。本文针对疫情早期

的问题开展研究，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还没

有显著的调整，设定模型中所有个体的活动

出行计划不变。因为开始控制公共交通的拥

挤程度，将公共交通工具的实际载客量降为

正常载客量的50%，以此增大交通工具内部

乘客间的空间距离，故假设搭乘公共交通出

行个体的感染概率为2.5%。另外，当全民采

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后，个体近距离接触的感

染概率也会下降，假设降低至2%。

通过模拟计算，在抑制公共交通传播途

径的情况下，30天的感染病例为 26 189例，

占总模拟人口数的 33%，较之前降低了

14%；在采取全民预防措施后，30天的感染

病例为 9 853 例，占总模拟人口数的 12%，

较之前降低了 68%。由表 1可知，上述两项

措施在第 8~25天的效果最为显著，由此可

见对病毒的预防措施越早效果越好。模拟结

果也表明，在限制公共交通乘客数量、避免

拥挤的情景下，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会下降

第5天 第10天 第15天

第20天 第25天 第30天

图6 模拟W市市域病毒感染病例的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ases of virus infection in the simulated metropolitan area of City W

表1 模拟病毒感染病例数量及变化率

Tab.1 Number and change rate of simulated virus infection cases

天数/
d

10

20

30

正常活动出行
感染病例/个

410

14 718

30 567

抑制公共交通
传播途径感染

病例/个

311

10 423

26 189

变化率
/%

-24.15

-29.18

-14.32

采取全民预
防措施感染
病例/个

108

2 422

9 853

变化率/
%

-73.66

-83.54

-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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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乘客的平均等候时间增加 11 min，

小汽车出行分担率增加9.5%。

但是也应当注意到，病毒一旦开始传

播，如果不能追踪到所有感染病例并进行隔

离救治，即使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依旧会

出现继续感染的风险。在抑制公共交通传播

途径和采取全民预防措施的情况下，病毒蔓

延的曲线依旧呈现缓慢增长态势(见图 7)。

这表明只要人们继续在空间中活动，有相互

接触的机会，就不能完全遏制病毒的人际间

传播，全民预防措施相对更加重要。

通过比较采取措施前后中心城区空间范

围内病毒传播的空间分布，在抑制公共交通

传播途径和采取全民预防措施后，病毒的空

间扩散速度和强度都明显减弱，特别是在采

取有效的全民预防措施后，对抑制病毒的空

间扩散效果显著(见图8)。

在抑制公共交通传播途径和采取全民预

防措施后，病毒在市域空间的扩散速度明显

减缓(见图 9)。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虽然采

取全民预防措施整体上对病毒抑制作用显

著，但在第 10天市域最北部的一个县区出

现了感染病例，可见病毒在人际间的传播过

程具有时空跳跃性的特点，其传播过程在空

间上的分布通过微观仿真可以确定。

44 结论结论

采用基于活动的微观交通仿真模型有利

第10天

第20天

第30天

第10天

第20天

第30天

第10天

第20天

第30天

a 正常活动出行 b 抑制公共交通传播 c 全民预防措施

图8 采取不同措施后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心城区的空间分布

Fig.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rus infection cases in the urban central area under different

累
计
感
染
病
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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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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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活动出行

抑制公共交通传播

全民预防措施

图7 不同政策措施下病毒感染病例对比

Fig.7 Virus infection cases under differ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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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掌握病毒传播的时空分布规律。传统研究

病毒扩散的模型如SIR模型、复杂网络模型

和基于Agent模型等，均侧重对病毒传播的

数量和随时间的演变过程进行探讨。模型和

研究方法虽然在不断改进，但依然不能代表

真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空间分布状态。

COVID-19的传播与真实发生的近距离接触

行为相关，传统病毒扩散模型难以了解该病

毒传播的时空分布特点。利用MATSim构建

基于活动的微观仿真模型，能够在较大地域

空间范围内对居民真实的活动出行行为进行

模拟，并采用通用的XML数据格式进行存

储，十分有利于数据的跨平台二次使用。对

于曾经组织过居民出行调查的城市，如果能

够利用居民交通出行和活动调查数据，构建

基于活动的出行行为模型，不仅可用于城市

交通领域，结合流行病学调查，进行二次开

发和应用，还对城市疫情防控等其他领域的

工作帮助很大。

城乡规划应注重社区层面防疫空间和设

施的布局。从模拟结果可见，病毒在空间的

传播扩散存在防控窗口期，早期的及时发现

和预警能够在社区层面阻止病毒的迅猛扩

散，防止事态的严重化，对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具有积极意义。规划中可适当在社区

层面的医疗卫生设施中预留防疫隔离空间。

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具有随机性和跳跃

性。一方面人群中个体差异很大，被感染概

第10天 第10天 第10天

第20天 第20天 第20天

第30天 第30天 第30天

a 正常活动出行 b 抑制公共交通传播 c 全民预防措施

图9 采取不同措施后病毒感染病例在市域的空间分布

Fig.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rus transmission in metropolitan area under different measures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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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同；另一方面人的活动在变，人际间的

相互接触也具有随机性。要实现病毒传播扩

散在空间中的预测，对出行数据的时效性要

求极高。即使使用最新的数据构建模型，病

毒在空间中传播的个体预测依然是概率预

测。因此，模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病毒传

播宏观特征的研究。

基于MATSim框架构建基于活动的微观

仿真出行模型，能够对多种交通模式下个体

的出行行为进行数天的动态模拟，结合出行

大数据的获取，未来可广泛应用于预防疾病

传播等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领域，为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精准决策提供依据。

本文主要是对病毒扩散时空动态分布方

法的探讨，更准确地预测需要再对病毒流行

病调查深入研究的数据进行校核。通过以上

研究的结果来看，即便是在城市数据有限的

情况下，该方法仍有利于在疫情早期对干预

的效果进行情景分析，以控制疫情的严重

恶化。

注释：

Notes:

①数据和感染概率可以根据对病毒传播特征认

识的深入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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