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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国内新冠疫情已基本得到遏制，而海外疫情发展态势却日益严峻，在全球化背景
下，国内经济恢复面临诸多挑战。本文通过构建疫情发展过程标志性参数体系，对疫情发展
状态进行阶段划分，并结合中国主要省市新冠疫情历史数据，在相似度分析基础上依据标志
性疫情状态参数对全球多个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进行状态评估和趋势预测，这对于我国疫情
防控和经济决策的时点把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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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9 年 12 月，我国确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此后数周，新冠疫
情在中国和全球迅速蔓延，四个月内迅速席卷了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0 年 3 月 11 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其为“全球性大流行病”，新冠疫情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5 日，全球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累计已达 1213927 例，累计死亡 65652 例，治愈 247844 人。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数达 113 万，已有 16 个国家现有确诊过万人，一些国家受限于检测条件，虽未出现
大规模确诊现象，但不代表其感染病例较少。而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3 月 12 日我
国就已实现了 2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超过 14 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目前全国现
有确诊人数从高峰时的 58097 例降为 2382 例。
可见，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进入复工复产的经济恢复阶段，
而北美、欧洲和中东地区疫情严峻，多个国家宣布封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停止了除售
卖生活必需品及药品的一切对外贸易。疫情在全球蔓延势必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即
便我国疫情形势已明显好转，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经济恢复面临诸多挑战。科学评估和
预测海外疫情发展态势，对于我国的疫情防控、稳定经济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目前，对新冠疫情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临床数据及病理实验对新型冠状
病毒的发病机制及防控传播进行研究[1~3]；二是通过 SIR 模型[4]、SEIR 传播动力学模型
[5~7]、数据驱动的网络模型[8]、舆情监测[9]等方法对新冠疫情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三是针
对疫情的发展分析其对旅游[10]、教育[11]、社会心理[12]、应急管理[13,14]、经济冲击[15~19]
等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本文主要讨论在经济全球化、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估及预测海外疫情发
展态势的问题，这对当前经济决策的时点把握尤为重要。本文将在龙文等[20]建立的疫情传
染状态模型基础上，结合国内新冠疫情历史数据，采用更加直观的指标对疫情状态进行阶段
划分，并通过标志性疫情状态参数对多个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进行疫情趋势预测，据此提出
对策建议。

二、新冠疫情发展过程阶段划分
目前，全国除武汉外，其余大多数省市新冠疫情已基本结束或接近尾声，这为评估和预
测正在进行中的海外疫情提供了相对完整的全过程参考数据，也是本研究建立预测模型的基
础。本文选取国内疫情最严重的五个省（累计确诊人数 1000 以上）——湖北、广东、河南、
浙江、湖南，和最严重的三个城市（累计确诊人数 2000 以上）——武汉、孝感、黄冈作为
国内样本，选取海外疫情形势严峻的十个国家——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伊
朗、英国、瑞士、韩国、日本作为海外样本，对比研究了疫情发展的全过程。
本文根据各国官方报道口径中的“新增确诊人数”和“现有确诊人数”两个指标，将新
冠疫情发展的全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如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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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冠疫情发展过程阶段划分（以中国疫情数据为基础模拟）
（1） 潜伏期：自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后，一般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病例间断性缓慢增长。
在该阶段，由于病人总数少，社会对疾病认知不够，通常未引起足够重视，也不会采取防控
措施。
由于新冠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对于一种新的疾病，早期缺乏认知，因而中国的潜伏期
数据缺失。但追踪多国疫情数据发现，从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到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上升至两位
数，一般要经过约 3~5 周的时间，之后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将加速上升。目前疫情严重的美
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国的潜伏期时间均在这个区间。
可见，疫情爆发前有一个月左右的潜伏期，这期间偶有个别散发病例报告，若能尽早引起重
视，在早期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后期感染人数总规模将得以有效控制。值得注意的是，疫情

出现较晚的国家，尤其是 2 月下旬之后报告首例确诊病例的国家，如瑞士、伊朗、土耳其、
荷兰等国，潜伏期一般会大大缩短至 1~2 周。
（2） 爆发期：首例病例确诊后经过一段时间，新增确诊人数会突然增加，之后迅速攀升，
疫情进入爆发期。而此时治愈人数较少，累计确诊人数快速上升至较大规模。在这个阶段，
疫情逐渐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政府开始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并随着疫情程度而升
级。
目前境外新冠疫情还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多数国家还处于爆发期，有的国家新增确诊
人数近日刚达到峰值，如美国、英国等，但是否标志着爆发期结束，还需要时间确认。从多
国疫情数据来看，爆发期大约持续 4~6 周，目前已经结束爆发期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国、
法国、伊朗，包括中国均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在此阶段，医疗系统面临较大挑战，若防控措
施不到位或救治力度不够，爆发期持续时间会延长，整体感染规模也会剧增。
（3） 增长期：当新增确诊人数达到峰值，疫情由爆发期进入增长期。该阶段新增确诊人
数较峰值开始下降，但仍高于新增治愈和死亡人数，故在院治疗的现有确诊人数还在持续上
升，而增速已放缓。
目前完整经历过疫情增长期的只有中国和韩国。一些刚刚结束爆发期、进入增长期的国
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伊朗、瑞士等，虽然新增确诊数据已经较峰值有所减
少，但仍处于相对高位，存在反弹风险。这个阶段，由于新入院治疗人数仍大于治愈和死亡
人数，对于医疗系统而言，救治压力还在持续加大，疫情仍在加重。
从中国主要省市以及韩国的数据来看，增长期大约持续 1~2 周时间，但考虑到目前疫
情严重国家的现有确诊规模，如果其医疗系统的救治能力跟不上，增长期势必要比中国和韩
国的时间更长。
（4） 缓和期：当现有确诊人数达到峰值，疫情由增长期进入缓和期。随着公众防控意识
和医疗系统救治能力的提升，此时新增确诊人数已低于新增治愈和死亡人数，现有确诊人数
规模开始收缩，疫情得到缓解。
只有到了这个阶段，疫情才算真正出现拐点，进入可控的状态，并逐渐好转。目前境外
各国中，仅有韩国正处于疫情的缓和期。从中国各省市的数据看，疫情拐点到疫情结束的时
间长短与达到拐点时的最大现有确诊规模有较大关系，如果能在疫情爆发期和增长期控制住
感染规模，那么缓和期和最后收尾期的时间将明显缩短。此外，医疗系统的救治能力也是重
要的影响因素。
中国的疫情缓和期经历了约 3 周的时间，峰值时在院治疗人数全国超过 58000 人，其
中湖北省有 50000 人（包括武汉市 38000 人）
。目前，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
等国疫情拐点尚未出现，但现有确诊人数均大大超过了这个规模。再考虑到中国是依靠全国
医疗资源驰援湖北，同时执行严格的群防群控措施，所以这些疫情严重国家的缓和期可能要
比中国要长得多。
（5） 收尾期：当新增确诊人数减少到个位数，疫情进入收尾期，此时新感染人数远低于
治愈和死亡人数之和，现有确诊人数逐渐下降直至清零，疫情结束。
中国目前正处于疫情的收尾期，本土新增确诊病例自 3 月中旬之后已降至个位数，但当
时医院在治的现有确诊人数还有 15000 人左右，截至 4 月 4 日，医院在治的现有确诊人数仍
有约 2300 人。可见，即使新增确诊人数降至一个较低水平，医疗系统内现存的在治病人也

还有较大规模，需要较长的时间予以消化，而且由于不断有境外输入病例，要使得现有确诊
人数完全清零，时间则会更长。

三、疫情发展过程标志性参数体系
由于各地疫情的感染规模存在显著差异，不便于横向比较，故本文在疫情阶段划分的
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反映疫情阶段特征的标志性参数体系（见表 1），主要包括各个阶段
的日传染率、日治愈和病死率，以及疫情状态参数等指标，其与官方报道数据的对应关系
及计算公式如下：
表 1 疫情发展过程标志性参数体系
指标名称

政府口径

计算公式

当日新增入院人数（Et）

新增确诊

-

当日新增治愈人数（Ht）

新增治愈

-

当日新增死亡人数（Dt）

新增死亡

-

当日在院治疗人数（Nt）

现有确诊

当日新增出院人数（Ot）

新增治愈+新增死亡

当日治愈率（Io）

Σ

+Σ

当日新增治愈
上日现有确诊

当日病死率（Id）

当日新增死亡
上日现有确诊

当日治愈和病死率（It）
当日传染率（Kt）

当日治愈率+当日病死率

+

当日新增确诊
上日现有确诊

当日疫情状态参数（Rt）
病死率

1+当日传染率-当日治愈和病死率
累计死亡
累计确诊

1+

−

Σ
Σ

在这个体系中，各指标均以新冠肺炎的医疗救治系统为核心，“当日传染率（Kt）”指
在上日的确诊病例数基数下，当日疾病新扩散的人数，反映了患者进入医治系统的速率；
“当
日治愈和病死率（It）”指解除传染能力的人数占“在院治疗人数（Nt）”的比例，其反映

了确诊患者以治愈或死亡的方式离开医治系统的速率； “当日疫情参数（Rt）”反映了具
有传染能力的人群基数（即医治系统中的现有患者规模）扩张和收敛速率。
不同国家虽然确诊人数差别巨大，且在进程上存在时间差，但其标志性状态参数在疫
情各阶段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如下表 2 所示，这给我们进行多国对比和预测建模提供了可
行的分析视角。
表 2 疫情状态划分及参数特征
阶段划分
潜伏期

开始标志

标志性参数特征

出现首例确诊病例

结束标志
新增入院人数（Et）突增

K>0, I=0
R>1

爆发期

增长期

缓和期

收尾期

新增入院人数（Et）突增

K>>I

新增入院人数（Et）达到峰

R>1

值

K>I

在院治疗人数（Nt）达到峰

R>1

值

K<I

新增入院人数（Et）降为个

R<1

位数

新增入院人数（Et）降为

K<<I

在院治疗人数（Nt）为 0

个位数

R<1

新增入院人数（Et）下降

在院治疗人数（Nt）下降

若假设某阶段初始日在院治疗人数为 N0，该阶段日传染率及日治愈与死亡率的平均值
分别为 K, I；记疫情状态参数的平均值为 R，则经过 T 日以后, 在院的患者人数、新增
确诊人数可分别用公式(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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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外主要国家疫情预测
本部分将对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伊朗、瑞士、英国、韩国、日本等十
国的疫情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其中，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伊朗、英国、瑞
士是目前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而韩国、日本是早期疫情较严重国家，且与我国地理位置较
近，往来频繁，故科学预测这十国的疫情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第三部分的分析框架，将十国疫情数与我国五省三市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各地疫
情虽然在规模上有较大差异，但在本文所定义的标志性参数上存在共性。本部分在对十国进
行疫情阶段划分的基础上，以相似度为基础构建标志性参数的预测模型，进而预测海外国家
的未来疫情形势。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4 月 4 日的各国统计数据。

韩国：现有确诊人数已于 3 月 11 日达到拐点，目前处于持续下降中，疫情正在好转。
预计韩国新增确诊病例将在 4 月中下旬降至个位，由缓和期转入收尾期。届时虽然韩国整体
发病基数较小，但其病例退出医治系统的速率（It）较慢，因此预测结果显示其收尾期将持
续 41 天，预计 5 月末疫情基本结束（见图 2）
。

图 2 韩国现有确诊人数预测

图 3 日本现有确诊人数预测

日本：前期数据显示疫情控制较好，但自 3 月 24 日宣布奥运会推迟以来，每日新增确诊
人数持续大幅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疫情爆发期。预计新增确诊人数于 4 月上旬达到峰值，由
于其传染基数相对较小，传染速率（Kt）低，现有确诊人数预计在 5 月初达到拐点，此后疫
情有所缓和。但鉴于治愈人数增长较慢，所以缓和期和收尾期较长，预测将在 7 月上旬疫情
结束（见图 3）
。
伊朗：疫情具有传染率（Kt）高、治愈和死亡率（It）也高的特点，新增确诊人数于 3
月 30 日达到峰值后，连续呈现下降趋势，并且模型标志性参数（Kt、Rt）显示疫情状态再
发生大波动的概率较小，表明疫情已结束爆发期进入增长期。预测现有确诊人数将在 4 月下
旬达到拐点，之后疫情趋于缓和，预测 7 月初基本结束（见图 4）
。

图 4 伊朗现有确诊人数预测

图 5 美国现有确诊人数预测

美国：当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新增确诊人数多日维持在 2 万以上的高位，现有确诊病
例已突破 30 万。与同期其他各国相比，其传染率（Kt）明显偏高，致使其感染人数显著高
于其他国家。预测新增确诊人数将在 4 月上旬达到峰值，进入增长期。由于在疫情前期控制
措施不足，将导致增长期持续较长时间，预计现有确诊人数将于 5 月中旬到达拐点；由于疫
情严重，确诊人数总量巨大，预测疫情将于 9 月下旬结束（见图 5）
。
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 4 月 4 日累计死亡人数超过 15000 人，是全球死
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新增确诊人数已经出现峰值，虽还在高位，但已呈下降趋势，疫情

进入增长期。4 月 2 日欧盟宣布将为意大利提供援助，该资金的注入可能会缩短意大利的增
长期，预计 4 月中旬现有确诊人数将达到拐点，疫情开始缓和；但由于确诊患者总数太多，
预计将在 7 月中旬疫情基本结束（见图 6）
。

图 6 意大利现有确诊人数预测

图 7 西班牙现有确诊人数预测

西班牙：新增确诊病例于 3 月 26 日达到峰值，初步判断爆发期结束，但仍存在反复的
可能。与同期意大利相比，西班牙每日新增确诊人数更高，传染率（Kt）更大，截至 4 月 4
日西班牙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意大利，仅次于美国。因治愈率和死亡率（It）较高导致患者
退出医治系统速率较快，预计增长期较短，4 月下旬现有确诊人数将达到拐点。由于感染速
率相对较快，因此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所需时间较长，即西班牙需要较长时期才能
进入收尾阶段，预测模型显示 8 月初疫情基本结束（见图 7）
。
德国：累计确诊人数现居全球第四，目前疫情已经入增长期，其趋势与意大利类似，但
疫情控制速度更快，病死率（Id）相对较低。由于德国的治愈率（Io）较高，且传染率（Kt）
持续下降，预测 4 月下旬现有确诊人数将达到拐点，疫情趋缓，7 月上旬基本结束（见图 8）
。

图 8 德国现有确诊人数预测

图 9 法国现有确诊人数预测

法国：与同期爆发疫情的德国相比，其发病基数相对较小，但 4 月 3 日新增确诊一天内
突然增加 23100 人，致使累计确诊人数与德国的差距大大缩小，现居全球第五。预计 5 月初
现有确诊人数将达到拐点，之后疫情趋缓，7 月上旬基本结束（见图 9）
。
英国：目前每日新增确诊人数持续上升，屡创新高，疫情爆发期仍未结束。由于其疫情
扩散速率（Kt）呈现下降趋势，预计 4 月上旬新增确诊人数将达到峰值，疫情由爆发期进入
增长期。虽然疾病传播速率有所下降，但仍相对较高，且治愈和死亡人数较少，预测模型显
示现有确诊人数预计将于 5 月初达到拐点，8 月下旬疫情基本结束（见图 10）
。

图 10 英国现有确诊人数预测

图 11 瑞士现有确诊人数预测

瑞士：潜伏期较其他各国明显偏短，疫情爆发较快，但其感染基数小，并迅速得到了控
制，疫情在 3 月下旬已进入增长期。虽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较峰值有所下降，但近期依然呈
现高位震荡，考虑到其疫情传染率（Kt）呈持续下降趋势，出现反复的风险较小。预测模型
显示现有确诊人数将于 4 月上旬达到拐点，由于在治患者规模相对较小，6 月初疫情基本结
束。
综合来看，亚洲地区的韩国、日本、伊朗由于爆发时间较早并且病例基数相对较小，与
其他地区相比将较早（5 月末~7 月初）结束疫情；欧洲各国由于早期防控措施较宽松，导致
联动爆发现象，感染体量较大，目前几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已得到初步控制，疫情发展的速
度在变缓，根据预测，拐点陆续在 4 月中至 5 月初出现，整体结束预计要到 7~8 月间，其中
感染规模较小的国家会较早结束；美国由于未采取及时有效的防疫措施，造成了目前的疫情
失控局面，后续若不加大防控力度和大幅提升救治能力，可能将导致大规模、长周期（9 月
底）的疫情态势。

五、对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预测，在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目前最严重的几个国家还需要 3~5 个月
疫情才能结束，其社会经济恢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各国不断升级的防控措施下，消费和
投资不足，势必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抑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9》数据，我国与本文
所选取的十个样本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占到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38%以上，故以上十国的疫
情对我国外贸必然会造成极大冲击，并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效应。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在我国复工复产的经济恢复过程中，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目前面临的困难不
会很快过去，要做好过半年至一年“苦日子”的心理准备。如何保障经济恢复和持续稳定发
展，各级政府需要提前进行布局，做好长期的应对准备。
（2）因各国疫情的发展阶段和感染规模不同，疫情结束时间也有早晚，应有差别地按
照风险等级开展外贸活动。目前看，东亚的韩国、日本将较早结束疫情，其经济活动也将先
行恢复，预期面向日韩的外贸活动可在 6 月份后逐渐正常化。中亚地区的伊朗疫情预计 7 月
初结束，面向伊朗的外贸活动 7 月中旬以后将逐渐恢复。欧洲和美国目前的疫情还处在快速
扩散的爆发期或刚进入增长期，且确诊人数总量巨大，预计 7 月中下旬至 9 月才能陆续结

束，因此，面向这些欧美国家的外贸受冲击最大，受影响的外贸企业需做好长时间面对外贸
需求紧缩的准备。
（3）目前疫情已蔓延至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全球不同国家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和时
间存在明显差异，外贸企业可向疫情较轻的国家和地区拓展业务，以减轻疫情严重国家对我
国的外贸损失。建议相关部门搭建对口服务平台，积极帮助外贸企业联系、拓展、对接新的
国际市场。另外，疫情对外贸企业的影响存在结构化差异，不同行业受影响程度不一，须有
针对性地对受影响较大的外贸行业、企业予以政策倾斜和帮扶。
（4）需大力刺激国内消费，以对冲外贸萎缩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市场缩紧的形势
下，各行业头部企业具有对抗风险的相对优势，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资金链脆弱，
产品结构相对单一，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但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是提供就业岗位的主力军，
只有稳住这些企业，才能维持全社会的就业稳定。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消费。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了《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各部门
应围绕稳就业需要，抓紧落实完善具体措施，形成工作合力。
（5）从十国疫情的持续时间看，境外输入病例的风险将长期存在，因此目前针对境外
输入病例的应对方案不应是短期行为，须健全入境检测和隔离观察机制，做好各级应急预案，
完善响应措施。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国际往来频繁、留学生相对集中，更要做好长期应对
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的准备，以免对正在恢复中的我国经济造成再次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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