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 疫苗常见问题答疑

接种资格和时间安排
我何时可以接种 COVID-19 疫苗？
疫苗接种顺序应遵循联邦和州政府指南的规定。在俄亥俄州，12 岁及以上的居民现可预约接种疫
苗。俄亥俄州居民的疫苗接种速度取决于可用的疫苗剂量数量。
如何预约疫苗接种？
如符合资格，请登录您的 MyChart 账户进行疫苗接种预约。请查看我们关于通过 MyChart 预约疫
苗接种的分步指南。如果您没有 MyChart 账户，请立即注册。
我如何获得有关疫苗供应的最新信息？
随着更多信息的发布，我们将经常更新本常见问题答疑页面。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 COVID-19 疫苗
页面，查看相关视频、概况介绍、疫苗接种资格信息和专家证言。
•

如需加入等候名单，可进行在线注册或于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 5 点致电 614-6888299（VAXX）。在可进行接种预约的时候，我们将通知您。

•

如需了解其他医疗机构或零售诊所是否供应疫苗，请访问俄亥俄州卫生部网站。

•

订阅我们的电子邮件，我们将直接向您的收件箱提供更新信息。(滚动到页面底部进行注册)

•

注册俄亥俄州 MyChart 帐户（安全免费的在线健康门户网站），以接收通知并在您符合资
格时安排疫苗接种。

是谁确定疫苗接种优先次序的标准？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负责制定关于疫苗使用的国家建议。由于这是一
种全新的疫苗，亟需增加产量才能满足需求，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疫苗公平分配工程和医学委
员会创立了建议的分发框架。这项工作的主办方（资助方）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我已感染 COVID-19，是否应立即接种疫苗，还是等待一段时间再接种？
即使您已感染 COVID-19，我们仍然建议您接种 COVID-19 疫苗。
如果您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您必须在隔离/检疫隔离期结束后才可接种疫苗。如果您的检测结
果呈阳性，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exner Medical Center（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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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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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在感染后过早接种疫苗，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副作用（如疼痛、发热、寒战）。
如果您曾感染 COVID-19 并接受过单克隆抗体治疗，需在上一次治疗日起观察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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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还可以接种疫苗？
目前疫苗制造商尚未对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进行疫苗临床试验，因此关于疫苗对妊娠期母体或婴
儿、母乳喂养婴儿或乳汁产生/分泌的影响，目前尚无相关数据。但是，
•

当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疫苗对孕妇不安全。

•

目前正在进行疫苗发育和生殖毒性（DART）研究，针对孕妇的疫苗研究也在计划中。

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建议，如果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符合 ACIP 建议的优先群体（如医护人员）接
种标准，不应拒绝对其进行 COVID-19 疫苗接种。
您可根据个人情况和 COVID-19 风险因素咨询医疗机构，这可能有助于您作出决定，但咨询并非强
制性要求。
考虑接种疫苗的育龄妇女可免费接受妊娠检查。
儿童是否应接种疫苗？
FDA 紧急使用授权（EUA）规定，辉瑞疫苗已获得授权用于 12 岁及以上人群，Moderna 疫苗已获
得授权用于 18 岁及以上人群，强生疫苗已获得授权用于 18 岁及以上人群。
如果我身体不适，是否可以接种疫苗？
如果您感觉不适，建议您等至身体恢复后再接种疫苗。
我可以选择接种疫苗的制造商吗？
辉瑞疫苗、Moderna 疫苗和强生疫苗的 EUA 非常相似。由于这三类疫苗目前都可以持续供应，我们
正在积极开放预约工作，没有保留疫苗库存，所以没有按照制造商对预约类型进行区分。您在预
约当天接种的疫苗，将根据当天的疫苗供应情况而定。阅读专家关于哪种疫苗“最佳”的建议。
如果我同时或几乎同时接种 COVID-19 疫苗和流感疫苗，会不会导致任何问题？
如果您已接种其它疫苗（流感、破伤风、HPV 等），需要至少等待 14 天再接种 COVID-19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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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无法自驾前往疫苗接种点，应该怎么办？
如果您没有汽车，我们可以帮助您找到免费的交通工具，送您前往俄亥俄州的疫苗接种点。当您
致电 614-688-8299（VAXX）进行疫苗接种预约时，可咨询负责预约的工作人员。了解更多关于免
费交通资源的信息。
如果我不是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exner Medical Center（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医学中
心）的患者，应该怎么办？
任何符合俄亥俄州关于疫苗接种年龄标准的人士，均可在我们的站点接种疫苗。请致电 614-6888299（VAXX）进行疫苗接种预约，或在线注册，以便我们通知您进行预约。
癌症患者是否应接种 COVID-19 疫苗？
是的。阅读我们的博客，了解癌症患者需要了解的疫苗知识。另外，癌症患者还可选择参加俄亥俄
州一项关于 COVID-19 疫苗对癌症患者影响的研究。
费用
疫苗接种费用是多少？
美国政府免费提供疫苗，并且要求各项健康计划共同负担接种费用。我们不会要求接种疫苗的患
者自付任何费用。
接种疫苗后
我需要接受多少剂疫苗？
对于辉瑞疫苗和 Moderna 疫苗，总计需要接种两剂，间隔 21 或 28 天（制造商规定）。
COVID-19 疫苗不可互换；如果接种，必须保证接种的所有两剂疫苗都来自同一制造商。
对于强生疫苗，只需要接种一剂。
疫苗接种后保护效力会持续多长时间？
保护效力时长的研究尚在进行中，现在提出保护效力持续时间还为时过早。为了确定时效，保护
研究人员将继续追踪 3 期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
我是否需要每年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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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各方仍在研究接种疫苗后对冠状病毒的免疫时长。疫苗使用后将继续进行严格的监
测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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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仅使用病毒的一部分（即刺突蛋白）生产而成，不会
导致 COVID-19。了解更多关于专家对疫苗在体内发挥作用的详细讲解。
接种疫苗后，是否有可能会将病毒传染给家中的其他成员？
COVID-19 疫苗并未将真正的 COVID-19 病毒接种到人体内，因此不会导致接种者散播或传播病毒。
但如果您在接种疫苗后感染 COVID-19，您仍然有可能成为病毒携带者。所以我们建议您在接种疫
苗后，继续遵循社交距离规定并佩戴口罩。接种疫苗会让您的身体产生抵抗病毒的抗体，但如果
您与 COVID-19 感染者接触，仍有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接种疫苗后自行开车回家是否安全？
是的，在接种疫苗后，如果相比抵达医院之时没有出现更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安全开车回家。如
果您感觉不适，请务必咨询现场的临床医生。
副作用
接种疫苗存在哪些副作用？
人体对疫苗产生免疫反应是自然现象，也符合我们的预期。临床试验中个别个体出现了副作用，
包括注射部位疼痛或红肿、疲劳、肌肉/关节疼痛和头痛。
接种第二剂后，副作用更为频繁。
正如您接种其他疫苗一样，接种疫苗的人员将获悉有关疫苗的风险和益处、发生不良反应时的处
理方法以及在何处查找其他信息。
预约接种时将提供紧急使用授权的副本，以及《疫苗信息表》(VIS)。
如果您因接种疫苗发生常见的副作用，仍然需要接受第二剂才能使疫苗生效。
如果您有严重的过敏症和/或曾对疫苗有过敏反应，请咨询医生 COVID-19 疫苗的成分，了解它对
您是否安全。
我如何报告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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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疫苗接种预约时，将向您提供处理不良反应的具体方法。
CDC 正在推出一款基于智能手机的工具 v-safe 来定期收集文本和电子邮件反馈，以扩大安全监控
范围。
如果您选择不使用 v-safe，则可于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 (VAERS) 中报告不良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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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对症状怀有疑问，请咨询您的医生或安排远程医疗即时护理预约。
一旦发生严重或危及生命的事件（尽管可能性极低），请前往急诊室或致电 9-1-1。
在接种疫苗之前或之后是否可以服用药物？
接种疫苗之前：建议您在即将接种疫苗之前，不要服用退烧或镇痛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布
洛芬、萘普生）来防止接种后可能出现的症状，因为目前尚无此类药物对抗体应答影响的信息。
接种疫苗之后：CDC 建议可在接种疫苗之后，根据需要服用这些药物来治疗接种后症状。
目前尚无对具体药物的其他限制。

研究/临床试验
现有多少种可用的疫苗？
FDA 已批准辉瑞-BioNTEch 疫苗、Moderna COVID-19 疫苗和强生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EUA）。目前
还有其他候选疫苗正在接受临床试验。
什么是紧急使用授权 (EUA)？
EUA 是一种法律机制，允许 FDA 在某些法定标准获得满足和科学证据获得采信的情况下授权使用
医疗产品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视频提供了简短的概述： https://youtu.be/iGkwaESsGBQ
FDA 将向公众公开有关授予 COVID-19 药品和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的所有数据和信息。
疫苗如何保护您免受 COVID-19 感染？
疫苗不是治疗手段，而是一种预防措施。
辉瑞和 Moderna 均使用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生产疫苗。mRNA 在人体中也自然存在。它的作用是
向细胞传递 DNA 的指令，以指导细胞需生成的蛋白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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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生疫苗采用病毒载体技术，该技术对一种不同的无害病毒进行改良，将其作为载体，向体内细
胞传递免疫指令。了解更多关于疫苗如何发挥作用的信息。
冠状病毒含有刺突蛋白，可穿透并感染体内的健康细胞。这些疫苗使用的 mRNA 可以反映冠状病
毒刺突蛋白的遗传密码，使接种者的免疫系统产生针对冠状病毒蛋白的抗体。如果接种者与病毒
接触，这些抗体便能够识别冠状病毒，且可更有效地将病毒从体内清除并防止严重感染。
疫苗是否已通过临床试验？
是。Operation Warp Speed（曲率极速行动）加速完成临床试验的三个阶段，从而以更快的速度开
发疫苗和治疗剂。他们还在研究完成之前即开始大规模生产，以便疫苗获批且声明有效性及安全
性后，即可立即投入使用。所有的疫苗均经过标准步骤生产，但是进度加快，部分原因是由于参
与每个试验的患者样本量大。
下段长达六分钟的视频 (https://youtu.be/Z06JQhyZLUI) 和以下插图进一步说明了上述要点。
试验期间共有多少人接种了疫苗？
辉瑞疫苗研究招募了 46,000 例受试者。Moderna 疫苗研究招募了 30,000 例受试者。强生疫苗研究
招募了 43,783 例受试者。

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COVID-19 疫苗的开发速度创下新纪录。它们安全吗？
根据对现有科学证据的严格评估，认为此疫苗安全。如果现有科学证据发生变化或出现新信息，
则其使用授权将有所修正。
辉瑞疫苗研究招募了 46,000 例受试者，其中 42％ 来自不同的种族背景。尚未观察到严重的安全隐
患。发生率高于或等于 2％ 的 3 级（严重）不良事件仅为疲劳（3.8％）和头痛（2％）。
Moderna 疫苗研究招募了 30,000 例受试者，其中 37% 来自不同的种族背景。尚未观察到严重的安
全隐患。大多数不良事件为轻度或中度。3 级（严重）事件包括注射部位疼痛 (2.7%)、疲劳 (9.7%)、
肌肉疼痛或酸痛 (8.9%)、关节痛 (5.2%)、头痛 (4.5%)、疼痛 (4.1%) 和注射部位 (2%) 红肿。
强生疫苗研究招募了 43,783 例受试者。大约 9% 的受试者报告了发热现象，0.2% 的受试者报告出
现 3 级发热（华氏 102 度至 104 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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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疫苗试验均有监测审查计划，通常由称为数据和安全监测委员会、例行评估安全性的独立小
组执行。如有任何非预期的不良事件，此小组可迅速会集进行审查。
正在考虑紧急使用的疫苗有何效力？
辉瑞疫苗的有效性分析表明，疫苗 (BNT162b2) 在首次接种后 28 天开始对 COVID-19 的有效率为
95％。分析还发现，在 12-15 岁年龄组中，辉瑞疫苗在接种第二剂 7 天起对 COVID-19 的免疫率为
100%。
•

对 170 例（安慰剂组 162 例，疫苗组 8 例） COVID-19 确诊病例进行了评估。

•

在试验中观察到 10 例（安慰剂组 9 例，疫苗组 1 例）严重的 COVID-19 病例。

•

在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和族裔人口统计数据中，有效率均一致；在 65 岁以上的成人中观
察到超过 94％ 的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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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95 例（安慰剂组 90 例，疫苗组 5 例） COVID-19 确诊病例进行了评估。

•

在试验中观察到 11 例（均在安慰剂组）严重的 COVID-19 病例。

强生疫苗的有效性分析表明，疫苗在接种 28 天起对 COVID-19 的免疫率为 66％。
疫苗是否已获得 FDA 批准？
Moderna 疫苗、辉瑞疫苗和强生疫苗均已获得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EUA）。根据 EUA 程序，在紧
急情况下，如果无法获得充足的、批准的可用替代品，则 FDA 有权在获得 FDA 完全批准所需的所
有证据之前，授权医疗产品在指定条件下使用。
为什么强生疫苗曾被暂停使用？
4 月 13 日，由于全美国有六（6）例强生疫苗接种者出现罕见的凝血障碍伴血小板计数降低的情
况，FDA 和 CDC 在谨慎考虑后建议暂停使用强生 COVID-19 疫苗，同时对这些病历进行调查。目前
美国共有 600 多万剂人接种了强生疫苗，出现这一病症的患者共 6 例。
经过彻底的安全性审查，CDC 再次建议向美国 18 岁及以上人群提供强生疫苗。CDC 认为，接种强
生疫苗后发生血栓的风险极低，同时接种疫苗的益处远远超过风险。阅读 FDA 和 CDC 的完整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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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口罩
完全接种疫苗后，我是否还需要佩戴口罩并遵循社交距离准则？
CDC 就人们在完全接种疫苗后可安全恢复的活动提供了相关建议。请记住，个别企业和组织可能
仍然要求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CDC 仍然规定在医院，任何人（即使已接种疫苗）中必须佩
戴口罩。
在俄亥俄州的所有医疗机构内都需要佩戴口罩，因为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脆弱患者群体感染
COVID-19 的风险更大。阅读现行的 CDC 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