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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一类具有种群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增长及非线性发生率的时滞ｓＩＳ传染病模型的正平衡点局部稳定性。应用
规范型理论和中心流形定理给出该模型关于Ｈｏｐｆ分支周期解的稳定性及分支方向的计算公式．最后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所得结果进行数值模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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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３２年Ｋｅｒｍａｒｋ和ＭｃｋｅｎｄｒｉｃｋⅢ提出ＳＩＳ
传染病模型以来，许多学者在文献［１］的基础上作了

掌：ｒＳ（卜軎），
＾
ａｆ

进一步研究，建立了大量传染病模型，如文献［２］研

其中Ｓ（ｔ）表示易感者在时刻ｆ的人数，，．表示自然增

究具有免疫和人口总数变化的ｓＩＳ模型．文献［３，４］

长率，Ｋ为环境容纳量．

讨论一类具有变时滞ＳＩＳ传染病模型．在传统的

在经典的传染病模型中，大多数模型都采用双

ＳＩＳ模型中，大多假设人口的总量是常数．这样的假

线性发生率（声Ｊ）和标准发生率（芦Ｊ／Ｎ）［６￣３］．双

设仅当疾病的传播数度快，流行时间短。环境封闭且

线性发生率针对接触率与环境内人口总数成正比．

忽略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但是在

标准发生率是假设接触率为易常数。这样的假设也

实际问题中，人口的总量是在不断变化的．文献［５］

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易感者人数越多，病人与易感者

假设人口总数量按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增长，因此易感者人数

接触的机会越大，因此传染力就越大．但是在某种情

Ｓ（ｆ）也是按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增长，即：

况下，这样的假设也不合理，比如，在实际问题中，易
感者人数再多，一个病人与他接触率在单位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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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限的．因此在文献［９］中，Ｃａｐａｓｓｏ和ｓｅｒｉｏ提
出饱和增长率ｇ（，）：

ｇ（Ｄ一击，
ｏ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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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生率中口为心理作用系数，即易感者知道染
病者染病后．就会采取相应措施从而影响发生率变

证明

化．从传染病传播规律看，饱和增长率更符合实际，
研究饱和增长率的传染病模型更有利于提供有力的
保护措施，从而预测疾病的进展情况．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研究的模型如下：

当ｒ＝ｏ时，系统（２）化为

由条件（ｉ）可知譬擀一｝军等＿＞ｏ·所以有

（３）

Ａ２＋（ｍｌ＋力１）Ａ＋ｍｏ＋以ｏ＝Ｏ．

优－＋行，＝（ｄ＋ｙ）（１一ｉ＿干之，）＋鲁＋

ｆ警＝舢一未，一舞等等＋＂，

Ｉ掣：篙黑一（ｙ＋引，

『干｝，＋糌一挥争＞ｏ．

争＞ｏ，ｍ。＋ｎ。＝（ｄ＋ｙ）（鲁＋争）（１一

１＋口Ｊ（ｆ—ｒ）、’…‘’

Ｉ一＝—Ｊ—————————————一一‘Ｖ＋，，－Ｊ．
Ｉ ｄｆ

其中Ｊ（ｆ）表示染病者在时刻ｆ的人数，ｙ为移出率，ｄ
为疾病的死亡率，ｒ为潜伏期Ｋ。口，ｙ，ｄ均为正常数．
１

对于（２）式来说．首先证明正平衡点

Ｅ。稳定性．

１＋口Ｊ。７。（１＋口Ｊ’）２

１＋口Ｊ。７”

由Ｒｏｕｔｈ—Ｈｕｒｗｉｔｚ判定准则知，等式（３）的所有根
都具有负实部，则正平衡点Ｅ’在ｒ＝Ｏ时是局部渐

模型稳定性与Ｈｏｐｆ分支

近稳定的．
定义基本再生数

当ｒ＞Ｏ时．设特征方程（２）有纯虚根Ａ＝ｂ（∞

．Ｒ。；器，

＞Ｏ），代人（２）式分离实虚部得；

优ｌ叫＝起ｏｓｉｎ∞ｒ一以ｌ御ｃｏｓ町，

当１＜Ｒ。＜２时，系统（１）存在唯一正平衡点Ｅ。＝

（４）

叫２一ｍｏ＝行ｏｃｏｓ山ｒ＋ｎｌ山ｓｉｎ叫ｒ．

（Ｓ。，Ｊ。），其中

由（４）式得：

ｓ·：皿丝粤血盟∥：

御‘＋（ｍ｛一２ｍｏ—ｎ｝）∞２＋ｍ３一行５＝Ｏ．

ｄ

（５）

。

因为

一６＋、历Ｆｉｉ

———瓦■一’

．口＝半扣ｄ＋半
半＃一≮严一半．

ｍ。飞＝（ｄ＋ｙ）（警＋争）＋

其中

一

！垡±Ｚ２ ｆ堕二牟丝二、一揸！：
１＋口Ｊ。、Ｋ

。Ｓ。７

ｌ＋口Ｊ。

一！垡±Ｚ！型：．
（１＋口Ｊ‘）２’

ｍｉ一２加。一雄ｆ＝（ｄ＋ｙ）２（１一订＿南’＋

系统（１）的线性化矩阵在正平衡点Ｅ。＝（Ｓ。，ｆ。）

ｃ令＋争，２＋斧争＞ｏ．

特征方程为：

由条件（ｉ）．（ｉｉ）成立，则存在唯一、正的∞。满足等式

．

＾２＋铆ｌＡ＋ｍｏ＋（ｎｌＡ＋ｎｏ）Ｐ一１ ７＝Ｏ，

（２）

其中

（５）．即特征方程（２）有一对形如士幻。的纯虚根．由

一去ａｒｃｃ。ｓ吐与等拶＋等，

（４）式可知相应∞。的“为

ｍ－＝ｄ＋ｙ＋譬＋争，ｍ。＝（ｄ＋ｙ）（等＋

争卜器，

行ｔ一等椭＝糌一

！垡±Ｚ２（尘士止、
’Ｓ。“
１＋口Ｊ’、Ｋ
定理ｌ

当１＜Ｒ。＜２时，如果条件（ｉ）ｄ＞

酊Ｉ。，（ｉｉ）仇。一行。＜０成立，则当ｒ从零增加时。存在
一个定值ｒ０使得当ｒ∈［ｏ，ｒ０）时。正平衡点Ｅ‘是
局部渐近稳定的，当ｒ＞ｒ。时，正平衡点Ｅ。不稳定，
而当ｒ＝ｒｏ时，系统（１）在平衡点附近发生Ｈｏｐｆ
分支．

叫ｏ

ｎｉ。ｔ＿行ｉ∞ｉ

∞ｏ

（糟＝０，１，２…）．

当ｒ＝Ｏ时。Ｅ’是稳定的．因此由Ｂｕｔｌｅｒ［１０］．的引
理知，当ｒ＜ｒ０时，Ｅ。仍然保持稳定．这里ｒ。＝“（＂
＝Ｏ）．我们要证明

掣Ｉｔ－～＞ｏ．

首先对（２）式关于ｒ求导得

（２Ａ＋优ｌ＋行ＩＰ—ｒ—ｆ（行ｌＡ＋行。）Ｐ－＾ｒ）空＝

（登）一＝耻坐黑等最衅．

Ａ（ｎｌＡ＋ｎｏ）ｅ一＾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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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蹭挖ＩＴ
咖｛半ｋ咄行｛Ｒｅ（圹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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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ｆ警胀［＿１’叭

７～。一朋Ｉ№Ｉ磊Ｊ ７～。一

Ａ（Ｐ）庐一｛ｒ。

矗＋（以：一扰：）
∞５（扎３＋，１３ ｃｃ，：）。

【Ｊ一１ｄ７（口，产）ｊ５（口），口＝ｏ·

由优。一，ｌｏ＜Ｏ得

脚栌｛Ｚ％≥

掣｜ｒ｜”；～＞ｏ．

则方程（６）可以写成泛函微分方程

因此，Ｈｏｐｆ分支在ｒ—ｒｏ，叫一∞。时发生．

（７）

主。＝Ａ（Ｐ）ｚ，＋Ｒ（户）ｚ，，

其中ｚ一（ｚｌ，ｚ２）７，ｚ，一ｚ（￡＋口）。口∈［一１，ｏ］．记ｃ’

２模型Ｈ叩ｆ分支方向及稳定性

是ｃ的对偶空间，叩（口）＝叩（口，ｏ）对于Ｐ∈Ｃ（［ｏ，１］，
（Ｒ２）。），定义

ｆ一掣，ｓ∈（ｏ，１］，

Ｈｏｐｆ分支方向以及分支周期解的稳定性计算公式．
令ｚｌ＝Ｓ—Ｓ。，ｚ２一Ｊ—Ｊ。，ｚｉ（￡）一ｚｆ（矗），ｒ＝ｒｏ＋

产，艿，一赤，为了方便起见，去掉“一”，则系统
（１）变为
ｚ（￡）＝ＬＰ（ｚ，）＋／（户·ｚｒ），

Ｌ。：Ｃ—Ｒ２，，：Ｒ×Ｃ—Ｒ２分别表示如下：
Ｌ，（≯）一（ｒ０＋

户，ｆ＿嚣争一。一∞；］＋（动＋
文∥。

一（ｙ＋ｄ）Ｊ岬”～’

∥，［：＝焉他酬，
厂＝ｃ

虬ｄ１７（ｆ’０）驴（＿Ｄ’ｓ－ｏ·
定义双线性形式

＜驴，乒＞一９（ｏ）≯（ｏ）一Ｊ卜ｌ Ｊ刚妒（ｅ一

（６）

其中ｚ（￡）＝（ｚｌ，ｚ２）Ｔ∈Ｒ２，ｚ，（口）＝ｚ（￡＋口）并且

【

Ａ。妒（ｓ）一｛ｒ０

ｒｏ＋卢，［２］，

其中厂·２一青乒｝（ｏ）＋卢ａｓ。贸乒；（一１）一卢ｄ｝庐ｚ（一
１）乒－（０）＋ｐ口艿｝≯；（一１）≯－（Ｏ）一ｐ口２掰Ｓ。，ｌ；（一１）＋

其中叩（口）一７（口，ｏ）．
ｇ（口）与ｇ‘（ｓ）分别是共轭算子Ａ与Ａ。当卢＝
Ｏ时相应特征值幻。和一面。的特征向量，直接计算
可得

万阿下音ｇ百丽ｎｈ印，
ｑ（口）＝（１，

ｑ％，＝Ｄ㈦堕专氍产妒删．
（ｙ＋ｄ）＋泐。一艿Ｉ（ｙ＋ｄ）Ｐ一。ｏ

由Ｒｉｅｓｚ表示定理，存在分量为有界变差函数的二
阶矩阵叩（口，Ｐ）．［一１，ｏ］一Ｒ２，使得

１＋ｇｌｑ？＋ｒｏ（ｙ＋ｄ）艿ｌｑｌ（一１＋ｑ？）Ｐ。ｏ～

计算在Ｆ＝Ｏ处决定中心流形的变量．设ｚ。是当
．‘‘一０时（６）式的解，定义
乏（ｆ）＝＜ｑ。（口），ｚ。＞，∞（ｆ，口）一五一
２Ｒｅ｛ｚ（ｆ）ｑ（口）｝．

Ｌ，声＝Ｉ，ｄ７（口，卢）声（口），庐∈ｃ．
事实上，只取

况∥。

（９）

在中心流形Ｃｏ上，有叫（ｚ，ｚ）＝（ｚ（￡），ｚ（ｆ），口），
其中

叩（口，ｐ）＝（ｒｏ＋

产，ｆ－鲁一争
【

ｒｏ’。

满足＜ｑ。，ｑ＞＝１，＜ｑ。，ｇ＞一１，其中Ｄ一

…，＾＝一ｐ口Ｓ‘辞声；（一１）＋ｐ艿；声ｚ（一１）庐，（Ｏ）一

ｐ口８｝《（一１）乒·（ｏ）＋卢口２掰ｓ‘声；（一１）＋…

（８）

口）ｄ叩（口）乒（亭）ｄ车，

ｋ吨＋
一（ｙ＋ｄ）Ｊ
ｙ

产，曙＝焉’卜圳，

硼（ｚ，：．口）＝竺≠＋硼。。丢＋竺≠＋…（１０）
：和ｚ是９’和ｇ’方向上中心流形ｃｏ上的局部变
量．注意工，是实数．则加是实数．在这里只考虑实数
解，因为卢＝Ｏ，对于（７）式的解ｚ。∈ｃｏ，有：

主（ｆ）一（ｑ’（口），工（ｆ）＞＝洳ｏｚ＋ｑ。（Ｏ）＾（ｚ．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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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１）式可以写为

这样可以确定９２，，所以ｇ。：，ｇ。。，ｇ。。都可以确定．同
时可以计算下列值：

ｆ。（ｏ）＝去（ｇ。。ｇ。。一２

２（ｆ）＝矗￡，０２（ｆ）＋ｇ（２，２），

ｇ（ｚ，三）＝ｇ。。萼＋ｇ。。丢＋ｇ。：萼＋９２。雩＋…
通过比较系数可以得到

２一上肇牛）＋譬，

口ｚ＝渊，玉＝２Ｒｅ｛ｆｌ（ｏ））＇Ｔｚ＝
ｇ。。Ｉ

Ｚ

６

厶ＣＵ０

其中

ｌｍ｛ｆＩ（０））＋＆１ｍ｛Ａ’（ｒ０）｝
———————————————————————————————一●
‘Ｄ０

定理２

９２０一２ｒ０Ｄ｛（否Ｉ＊一１）（一ｐａｓ。掰９２ｒ２‰ｆ。＋

（ｉ）口：决定了Ｈｏｐｆ分支的方向：如果

口ｚ＞０（＜Ｏ），产生超临界Ｈｏｐｆ分支（次临界）Ｉ

卢艿ｊ＂咱。ｆｏ）一未｝，

（ｉｉ）虽决定了Ｈｏｐｆ分支稳定性：如果虽＞ｏ（＜ｏ），

ｇ－－一２ｒｏＤ｛（石·＊一１）（一．｜９口ｓ。掰ｌ ｇ。Ｉ

周期解是不稳定的（稳定）；（ｉｉｉ）丁２决定了分支周期

２＋

解的周期：如果Ｔｚ＞Ｏ（＜Ｏ），分支周期解的周期增

ｐ艿ｊＲｅ｛ｇ·厂‰））一专），

加（减少）．

９０２＝２ｒｏＤ｛（弓ｌ＊一１）（一Ｊ９口ｓ。掰弓｝Ｐ２。。ｒｏ＋

３

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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