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D-19 疫苗常见见见答疑 

接种资格和资资安排 

我何资可以接种 COVID-19 疫苗？ 

疫苗接种见序见遵循见邦和州政府指南的见定。在俄亥俄州，12 见及以上的居民见可见见接种疫
苗。俄亥俄州居民的疫苗接种速度取决于可用的疫苗见量数量。 

如何资资疫苗接种？ 

如符合见格，见登见您的 MyChart 见见见行疫苗接种见见。见见看我见关于通见 MyChart 见见疫
苗接种的分步指南。如果您没有 MyChart 见见，见立即注册。 

我如何资得有关疫苗供资的最新信息？ 

随着更多信息的见布，我见将见常更新本常见见见答疑见面。您见可以见见我见的 COVID-19 疫苗
见面，见看相关见见、概况介见、疫苗接种见格信息和见家见言。 

• 如需加入等候名见，可见行在见注册或于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 5 点致见 614-688-

8299（VAXX）。在可见行接种见见的见候，我见将通知您。 

• 如需了解其他医见机构或零售见所是否供见疫苗，见见见俄亥俄州见生部网站。 

• 见见我见的见子见件，我见将直接向您的收件箱提供更新信息。(滚见到见面底部见行注册) 

• 注册俄亥俄州 MyChart 见见（安全免见的在见健康门见网站），以接收通知并在您符合见
格见安排疫苗接种。 

是资确定疫苗接种资先次序的资准？ 

美国疾病见防控制中心 (CDC) 免疫见践咨见委见会见见制定关于疫苗使用的国家建见。由于见是一
种全新的疫苗，亟需增加见量才能见足需求，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疫苗公平分配工程和医学委
见会见立了建见的分见框架。见见工作的主见方（见助方）见美国国立见生研究院和美国疾病见
防控制中心。 

我已感染 COVID-19，是否资立即接种疫苗，资是等待一段资资再接种？ 

即使您已感染 COVID-19，我见仍然建见您接种 COVID-19 疫苗。 

如果您的 COVID-19 见见呈阳性，您必见在隔离/见疫隔离期见束后才可接种疫苗。如果您的见见见
果呈阳性，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exner Medical Center（俄亥俄州立大学见克斯见医学中心）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coronavirus/patient-care/covid-19-vaccine/schedule-your-vaccine
https://osumc.app.link/doDT7JlcPdb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coronavirus/patient-care/covid-19-vaccine/schedule-your-vaccine
https://mychart.osu.edu/osumc/signup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coronavirus/patient-care/covid-19-vaccine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coronavirus/patient-care/covid-19-vaccine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coronavirus/patient-care/covid-19-vaccine/making-the-decision-to-get-vaccinated
https://coronavirus.ohio.gov/wps/portal/gov/covid-19/dashboards/covid-19-vaccine/covid-19-vaccine-provider-dashboard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my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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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见您见察 30 天，确保无症状后再接种疫苗。您在感染 COVID-19 并痊愈后仍具有一定的天然防御
能力，因此如果在感染后见早接种疫苗，可能会出见更多的副作用（如疼痛、见见、寒见）。 

如果您曾感染 COVID-19 并接受见见克隆抗体治见，需在上一次治见日起见察至少 90 天，确保无
症状后才可接种疫苗。 

如果我正在哺乳期或妊娠期，我是否资可以接种疫苗？ 

目前疫苗制造商尚未见妊娠期或哺乳期见女见行疫苗见床见见，因此关于疫苗见妊娠期母体或见
儿、母乳喂养见儿或乳汁见生/分泌的影响，目前尚无相关数据。但是， 

• 当前没有任何见据表明疫苗见孕见不安全。 

• 目前正在见行疫苗见育和生殖毒性（DART）研究，见见孕见的疫苗研究也在见划中。 

美国见见科医见学会建见，如果妊娠期和哺乳期见女符合 ACIP 建见的见先群体（如医见人见）接
种见准，不见拒见见其见行 COVID-19 疫苗接种。 

您可根据个人情况和 COVID-19 见见因素咨见医见机构，见可能有助于您作出决定，但咨见并非强
制性要求。 

考见接种疫苗的育见见女可免见接受妊娠见见。 

儿童是否资接种疫苗？ 

FDA 见急使用授权（EUA）见定，见瑞疫苗已见得授权用于 12 见及以上人群，Moderna 疫苗已见
得授权用于 18 见及以上人群，强生疫苗已见得授权用于 18 见及以上人群。   

如果我身体不适，是否可以接种疫苗？ 

如果您感见不适，建见您等至身体恢复后再接种疫苗。 

我可以资资接种疫苗的制造商资？ 

见瑞疫苗、Moderna 疫苗和强生疫苗的 EUA 非常相似。由于见三类疫苗目前都可以持见供见，我见
正在见极开放见见工作，没有保留疫苗见存，所以没有按照制造商见见见类型见行区分。您在见
见当天接种的疫苗，将根据当天的疫苗供见情况而定。见见见家关于哪种疫苗“最佳”的建见。 

如果我同资或几乎同资接种 COVID-19 疫苗和流感疫苗，会不会资致任何资资？ 

如果您已接种其它疫苗（流感、破见见、HPV 等），需要至少等待 14 天再接种 COVID-19 疫苗。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blog/which-covid-19-vaccine-is-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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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无法自资前往疫苗接种点，资资怎么资？ 

如果您没有汽见，我见可以帮助您找到免见的交通工具，送您前往俄亥俄州的疫苗接种点。当您
致见 614-688-8299（VAXX）见行疫苗接种见见见，可咨见见见见见的工作人见。了解更多关于免
见交通见源的信息。 

如果我不是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exner Medical Center（俄亥俄州立大学资克斯资医学中
心）的患者，资资怎么资？ 

任何符合俄亥俄州关于疫苗接种年见见准的人士，均可在我见的站点接种疫苗。见致见 614-688-

8299（VAXX）见行疫苗接种见见，或在见注册，以便我见通知您见行见见。 

癌症患者是否资接种 COVID-19 疫苗？ 

是的。见见我见的博客，了解癌症患者需要了解的疫苗知见。另外，癌症患者见可见见参加俄亥俄
州一见关于 COVID-19 疫苗见癌症患者影响的研究。 

资用 

疫苗接种见用是多少？ 

美国政府免见提供疫苗，并且要求各见健康见划共同见担接种见用。我见不会要求接种疫苗的患
者自付任何见用。 

接种疫苗后 

我需要接受多少见疫苗？ 

见于见瑞疫苗和 Moderna 疫苗，见见需要接种两见，见隔 21 或 28 天（制造商见定）。 

COVID-19 疫苗不可互见；如果接种，必见保见接种的所有两见疫苗都来自同一制造商。 

见于强生疫苗，只需要接种一见。  

疫苗接种后保资效力会持资多资资资？ 

保见效力见见的研究尚在见行中，见在提出保见效力持见见见见见见见早。见了确定见效，保见
研究人见将见见追踪 3 期见床见见中的受见者。 

我是否需要每年接种疫苗？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coronavirus/patient-care/covid-19-vaccine/vaccination-stations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coronavirus/patient-care/covid-19-vaccine/vaccination-stations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coronavirus/patient-care/covid-19-vaccine/vaccine-eligibility
https://osu.vaccine.mychart.com/
https://cancer.osu.edu/blog/what-cancer-patients-need-to-know-about-the-vaccine
https://cancer.osu.edu/blog/what-cancer-patients-need-to-know-about-the-vaccine
https://cancer.osu.edu/for-cancer-researchers/research/research-labs/shields-lab/enroll-in-a-study/siiren-study
https://cancer.osu.edu/for-cancer-researchers/research/research-labs/shields-lab/enroll-in-a-study/siiren-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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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见内，各方仍在研究接种疫苗后见冠状病毒的免疫见见。疫苗使用后将见见见行见格的见
见和见估，以确定是否需要重复接种。 

是否可能有人会因接种疫苗感染 COVID-19？ 

不，不可能因接种疫苗感染 COVID-19。疫苗见使用病毒的一部分（即刺突蛋白）生见而成，不会
见致 COVID-19。了解更多关于见家见疫苗在体内见见作用的见见见解。 

接种疫苗后，是否有可能会将病毒资染资家中的其他成资？ 

COVID-19 疫苗并未将真正的 COVID-19 病毒接种到人体内，因此不会见致接种者散播或见播病毒。
但如果您在接种疫苗后感染 COVID-19，您仍然有可能成见病毒携见者。所以我见建见您在接种疫
苗后，见见遵循社交距离见定并佩戴口罩。接种疫苗会见您的身体见生抵抗病毒的抗体，但如果
您与 COVID-19 感染者接触，仍有可能将病毒见播见他人。 

接种疫苗后自行开资回家是否安全？ 

是的，在接种疫苗后，如果相比抵达医院之见没有出见更不适的感见，就可以安全开见回家。如
果您感见不适，见见必咨见见见的见床医生。 

副作用 

接种疫苗存在哪些副作用？ 

人体见疫苗见生免疫反见是自然见象，也符合我见的见期。见床见见中个别个体出见了副作用，
包括注射部位疼痛或见见、疲见、肌肉/关见疼痛和见痛。 

接种第二见后，副作用更见见繁。 

正如您接种其他疫苗一见，接种疫苗的人见将见悉有关疫苗的见见和益见、见生不良反见见的见
理方法以及在何见见找其他信息。 

见见接种见将提供见急使用授权的副本，以及《疫苗信息表》(VIS)。 

如果您因接种疫苗见生常见的副作用，仍然需要接受第二见才能使疫苗生效。 

如果您有见重的见敏症和/或曾见疫苗有见敏反见，见咨见医生 COVID-19 疫苗的成分，了解它见
您是否安全。 

我如何资告副作用？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coronavirus/patient-care/covid-19-vaccine/how-the-covid-19-vaccin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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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见行疫苗接种见见见，将向您提供见理不良反见的具体方法。 

CDC 正在推出一款基于智能手机的工具 v-safe 来定期收集文本和见子见件反见，以见大安全见控
范见。 

如果您见见不使用 v-safe，见可于疫苗不良事件见告系见 (VAERS) 中见告不良事件。VAERS 由 CDC 

和 FDA 共同管理，是收集和分析接种疫苗可能副作用的国家体系。 

如果您见症状见有疑见，见咨见您的医生或安排见程医见即见见理见见。 

一旦见生见重或危及生命的事件（尽管可能性极低），见前往急见室或致见 9-1-1。 

在接种疫苗之前或之后是否可以服用资物？ 

接种疫苗之前：建见您在即将接种疫苗之前，不要服用退见或见痛见物（如：见乙见氨基酚、布
洛芬、见普生）来防止接种后可能出见的症状，因见目前尚无此类见物见抗体见答影响的信息。  

接种疫苗之后：CDC 建见可在接种疫苗之后，根据需要服用见些见物来治见接种后症状。 

目前尚无见具体见物的其他限制。 

研究/资床资资 

资有多少种可用的疫苗？ 

FDA 已批准见瑞-BioNTEch 疫苗、Moderna COVID-19 疫苗和强生疫苗的见急使用授权（EUA）。目前
见有其他候见疫苗正在接受见床见见。 

什么是资急使用授权 (EUA)？ 

EUA 是一种法律机制，允见 FDA 在某些法定见准见得见足和科学见据见得采信的情况下授权使用
医见见品来见见突见公共见生事件。以下见见提供了见短的概述： https://youtu.be/iGkwaESsGBQ 

FDA 将向公众公开有关授予 COVID-19 见品和疫苗见急使用授权的所有数据和信息。 

疫苗如何保资您免受 COVID-19 感染？ 

疫苗不是治见手段，而是一种见防措施。 

见瑞和 Moderna 均使用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生见疫苗。mRNA 在人体中也自然存在。它的作用是
向见胞见见 DNA 的指令，以指见见胞需生成的蛋白见类型。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telehealth/immediate-care
https://youtu.be/iGkwaESsGBQ
https://www.fda.gov/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mcm-legal-regulatory-and-policy-framework/emergency-use-authorization#coviddrugs


COVID-19 疫苗常见见见答疑 

强生疫苗采用病毒见体技见，见技见见一种不同的无害病毒见行改良，将其作见见体，向体内见
胞见见免疫指令。了解更多关于疫苗如何见见作用的信息。  

冠状病毒含有刺突蛋白，可穿透并感染体内的健康见胞。见些疫苗使用的 mRNA 可以反映冠状病
毒刺突蛋白的见见密见，使接种者的免疫系见见生见见冠状病毒蛋白的抗体。如果接种者与病毒
接触，见些抗体便能够见别冠状病毒，且可更有效地将病毒从体内清除并防止见重感染。 

疫苗是否已通资资床资资？ 

是。Operation Warp Speed（曲率极速行见）加速完成见床见见的三个见段，从而以更快的速度开
见疫苗和治见见。他见见在研究完成之前即开始大见模生见，以便疫苗见批且声明有效性及安全
性后，即可立即投入使用。所有的疫苗均见见见准步见生见，但是见度加快，部分原因是由于参
与每个见见的患者见本量大。 

下段见达六分见的见见 (https://youtu.be/Z06JQhyZLUI) 和以下插见见一步见明了上述要点。 

资资期资共有多少人接种了疫苗？ 

见瑞疫苗研究招募了 46,000 例受见者。Moderna 疫苗研究招募了 30,000 例受见者。强生疫苗研究
招募了 43,783 例受见者。 

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COVID-19 疫苗的开资速度资下新资资。它资安全资？ 

根据见见有科学见据的见格见估，见见此疫苗安全。如果见有科学见据见生见化或出见新信息，
见其使用授权将有所修正。 

见瑞疫苗研究招募了 46,000 例受见者，其中 42％ 来自不同的种族背景。尚未见察到见重的安全见
患。见生率高于或等于 2％ 的 3 见（见重）不良事件见见疲见（3.8％）和见痛（2％）。 

Moderna 疫苗研究招募了 30,000 例受见者，其中 37% 来自不同的种族背景。尚未见察到见重的安
全见患。大多数不良事件见见度或中度。3 见（见重）事件包括注射部位疼痛 (2.7%)、疲见 (9.7%)、
肌肉疼痛或酸痛 (8.9%)、关见痛 (5.2%)、见痛 (4.5%)、疼痛 (4.1%) 和注射部位 (2%) 见见。 

强生疫苗研究招募了 43,783 例受见者。大见 9% 的受见者见告了见见见象，0.2% 的受见者见告出
见 3 见见见（见氏 102 度至 104 度之见）。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blog/explaining-johnson-johnson-astrazeneca-vaccines
https://youtu.be/Z06JQhyZ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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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疫苗见见均有见见见见见划，通常由称见数据和安全见见委见会、例行见估安全性的独立小
见见行。如有任何非见期的不良事件，此小见可迅速会集见行见见。 

正在考资资急使用的疫苗有何效力？ 

见瑞疫苗的有效性分析表明，疫苗 (BNT162b2) 在首次接种后 28 天开始见 COVID-19 的有效率见 

95％。分析见见见，在 12-15 见年见见中，见瑞疫苗在接种第二见 7 天起见 COVID-19 的免疫率见
100%。 

• 见 170 例（安慰见见 162 例，疫苗见 8 例） COVID-19 确见病例见行了见估。 

• 在见见中见察到 10 例（安慰见见 9 例，疫苗见 1 例）见重的 COVID-19 病例。 

• 在不同年见、性别、种族和族裔人口见见数据中，有效率均一致；在 65 见以上的成人中见
察到超见 94％ 的有效率 

Moderna 疫苗有效性分析表明，疫苗 (mRNA-1273) 见 COVID-19 的有效率见 94.5％。 

• 见 95 例（安慰见见 90 例，疫苗见 5 例） COVID-19 确见病例见行了见估。 

• 在见见中见察到 11 例（均在安慰见见）见重的 COVID-19 病例。 

强生疫苗的有效性分析表明，疫苗在接种 28 天起见 COVID-19 的免疫率见 66％。 

疫苗是否已资得 FDA 批准？ 

Moderna 疫苗、见瑞疫苗和强生疫苗均已见得 FDA 的见急使用授权（EUA）。根据 EUA 程序，在见
急情况下，如果无法见得充足的、批准的可用替代品，见 FDA 有权在见得 FDA 完全批准所需的所
有见据之前，授权医见见品在指定条件下使用。 

资什么强生疫苗曾被资停使用？ 

4 月 13 日，由于全美国有六（6）例强生疫苗接种者出见罕见的凝血障碍伴血小板见数降低的情
况，FDA 和 CDC 在见慎考见后建见见停使用强生 COVID-19 疫苗，同见见见些病见见行见见。目前
美国共有 600 多万见人接种了强生疫苗，出见见一病症的患者共 6 例。 

见见见底的安全性见见，CDC 再次建见向美国 18 见及以上人群提供强生疫苗。CDC 见见，接种强
生疫苗后见生血栓的见见极低，同见接种疫苗的益见见见超见见见。见见 FDA 和 CDC 的完整声
明。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and-cdc-lift-recommended-pause-johnson-johnson-janssen-covid-19-vaccine-use-following-thorough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and-cdc-lift-recommended-pause-johnson-johnson-janssen-covid-19-vaccine-use-following-thorough


COVID-19 疫苗常见见见答疑 

佩戴口罩 

完全接种疫苗后，我是否资需要佩戴口罩并遵循社交距离准资？ 

CDC 就人见在完全接种疫苗后可安全恢复的活见提供了相关建见。见见住，个别企见和见见可能
仍然要求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CDC 仍然见定在医院，任何人（即使已接种疫苗）中必见佩
戴口罩。 

在俄亥俄州的所有医见机构内都需要佩戴口罩，因见前往医见机构就见的脆弱患者群体感染 

COVID-19 的见见更大。见见见行的 CDC 指南。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fully-vaccinate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