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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苗的重点接种人群
有哪些？

现阶段，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
重点人群主要包括从事进口冷链、 口
岸检疫、 船舶引航、 航空空勤、 生鲜
市场、 公共交通、 医疗疾控等感染风
险较高的行业人员， 以及前往中高风
险国家或者地区工作、 学习等人员。

新冠病毒疫苗有必要人人接种
吗？

有必要。 一方面， 几乎所有人
对新冠病毒都没有免疫力 ， 都易
感， 接种疫苗后， 可以使绝大多数
人获得免疫力； 另一方面， 通过有
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可在人群中
逐步建立起免疫屏障， 以阻断病毒
的传播。

新冠病毒疫苗怎么打， 去哪儿打？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都是在当

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的接种单
位进行。 通常情况下， 接种单位设
在辖区的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
院或者综合医院。 如果接种涉及到
一些重点对象比较集中的部门或企
业， 当地也会根据情况设立一些临
时接种单位。

接种疫苗都有哪些禁忌？
对疫苗或疫苗成分过敏者、 患

急性疾病者、 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
发作期者、 正在发热者， 以及妊娠
期妇女都应暂缓接种。

如何发现、 把握接种疫苗禁忌？
如果接种第一剂次疫苗后出现

严重过敏反应， 且不能排除是疫苗
引起的， 则不建议接种第二剂次。
接种时， 接种医生应仔细询问受种
者的健康状况及既往过敏史， 受种
者要如实向医生报告自己的身体健
康状况及疾病史、 过敏史等。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还要戴口
罩吗？

在人群免疫屏障没有建立起来
之前， 大家的防控意识和防控措施
仍不能放松。 一方面， 疫苗免疫成
功率不是 100%， 在疾病流行期间
仍可能会有少部分已接种的人发
病； 另外一方面， 在没有形成免疫
屏障的情况下， 新冠病毒依然容易
传播。 因此， 即使接种疫苗， 还是
应该继续佩戴口罩， 特别是在公共
场所、 人员密集的场所等， 其他防
护措施， 如手卫生、 通风、 保持社

交距离等， 也需要继续保持。

如何通过接种疫苗在人群中形
成群体免疫？

不同传染病的传染力不一样 ，
阻断传染病流行的人群免疫力水平
也不一样。 一般而言， 传染病的传
染力越强， 则需要越高的人群免疫
力， 而人群免疫力跟疫苗保护效力
和疫苗的接种率呈正比。 因此， 要
达到足够的人群免疫力， 需要有足
够高的接种率， 也就是绝大多数人
都接种疫苗。 反之， 如果大多数人
不愿去接种， 就不能形成牢固的免
疫屏障， 容易出现疾病的传播。

如何保证新冠病毒疫苗在运输
和存储过程安全有效？

疫苗是一种生物制品， 要保证
生物制品质量， 必须要在规定的冷
链状态下储存、 运输。 疫苗运输过
程中要定时监测、 记录温度， 保证
疫苗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 疫苗接
收时， 接收单位要索取、 检查本次
运输过程温度监测记录。 疫苗存储
过程中， 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采用
温度计或自动温度记录仪对储存疫
苗的冰箱进行温度监测， 每天上午
和下午各测温 1 次 （间隔不少于 6
小时）， 并填写冷链设备温度记录
表。 使用过程中， 接种单位采用冰
箱、 冷藏箱 （包） 储存疫苗， 在存
放、 取用疫苗时应当及时关闭冰箱、
冷藏箱 （包） 门/盖， 并尽可能减少
开启冷藏设备的次数。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什么？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简称

AEFI） 是指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怀
疑与预防接种有关的反应或事件 ，
又称疑似疫苗不良反应。 包括以下
几种情形： 疫苗不良反应、 疫苗质
量问题相关反应、 接种差错相关反
应、 心因性反应、 偶合反应。

什么叫疫苗不良反应？
疫苗不良反应是指因疫苗本身

特性引起的与预防接种目的无关或
者意外的反应， 与受种者个体差异
有关。 疫苗不良反应包括一般反应
和异常反应， 前者主要指受种者发
生的一过性、 轻微的机体反应， 如

接种部位红肿、 硬结、 疼痛等局部
反应， 发烧、 乏力、 头痛等全身反
应； 后者主要指造成受种者的器官
或功能损害的相关反应 ， 罕见发
生， 如急性严重过敏性反应等。

什么是心因性反应？
心因性反应指在接种疫苗后，

因受种者心理因素发生的反应， 主
要是接种疫苗时的心理压力、 焦虑
等所致， 无器质性损害， 与疫苗无
关 ， 或为 “晕针 ” 样表现 ， 或为
“癔症” 样表现。

什么是偶合反应？
偶合反应是指疫苗接种过程

中， 受种者正好处在一个疾病的潜
伏期或者发病的前期， 疫苗接种后
巧合发病。 因此， 偶合反应不是疫
苗接种引起的， 与疫苗无关， 也不
属于接种后的不良反应。

新冠病毒疫苗保护持久性如何？
新冠病毒疫苗属于新研发并投

入使用的疫苗， 需要大规模接种之
后的持续监测和相关研究， 以积累
更多的科学证据， 评估新冠病毒疫
苗的保护持久性。

不同厂家的新冠病毒疫苗可以
替代接种吗？

目前尚无关于不同厂家或不同
种类新冠病毒疫苗可以替代接种的
证据， 建议现阶段使用同一厂家的
同品种疫苗完成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过程中需要
注意些什么？

接种前 ， 应提前了解新冠疾
病、 新冠病毒疫苗相关知识及接种
流程 ； 接种时 ， 需携带相关证件
（身份证、 护照等）， 并根据当地防
控要求， 做好个人防护， 配合现场
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 如实提供
本人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信息；
接种后需留观 30 分钟， 并保持接
种局部皮肤的清洁， 避免搔抓接种
部位， 如发生疑似不良反应， 立即
报告接种单位。

疫苗在人体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接种疫苗后 ， 人体会产生保

护性抗体 ， 有的疫苗还会让人体
产生细胞免疫 ， 形成相应的免疫
记忆。 一旦有新冠病毒侵入人体，
疫苗产生的抗体 、 细胞免疫释放
的细胞因子就能识别 、 中和或杀
灭病毒 ， 而免疫记忆也很快调动
免疫系统发挥作用 ， 让病毒无法
在体内持续增殖 ， 从而达到预防
疾病的目的。

疫苗对变异的新冠病毒有作用吗？
从全球对新冠病毒变异的监测

情况看， 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病毒变
异会使现有的新冠病毒疫苗失效。
不过， 世界卫生组织、 各国研究机
构、 疫苗生产企业等都在密切关注
新冠病毒变异情况， 也在开展相关
研究， 这将为后续疫苗的研发及应
用提供预警和科学分析依据。

老百姓想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该怎么做？

我国目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
策略是按照 “两步走” 方案， 第一
步是重点人群的接种， 第二步， 随
着疫苗获批上市， 疫苗产量的逐步
提高， 将会有更多的疫苗投入使用。
通过有序开展接种， 符合条件的公
众都能实现 “应接尽接”， 逐步在人
群当中构筑起人群的免疫屏障， 控
制新冠肺炎在国内的流行。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疫苗的接
种效果？

通常情况下， 病原体、 疫苗特
性、 受种者状况等因素都会影响疫
苗的预防接种效果。 新冠病毒疫苗
作为一种全新的疫苗， 相关因素对
其效果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和研究。

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者是否还
需要接种疫苗？

对于多数传染病， 在感染病原
体后， 人体都会产生一定的免疫力，
这部分人群通常不需要再接种疫苗，
如天花、 麻疹、 风疹、 水痘等。 目
前， 虽然有新冠病毒二次感染的报
道， 但仅属于个案， 并非普遍现象，
因此， 对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
症状感染者， 目前暂不建议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

新冠病毒疫苗是否需要每年接种？
通常情况下， 病原体、 疫苗特

性、 受种者状况等因素都会影响疫
苗的预防接种效果。 流感病毒变异
较快， 疫苗保护效期较短， 因此需
要每年进行接种。 目前， 新冠病毒
虽然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但
没有证据表明现有的疫苗对变异的
病毒失效。 新冠病毒疫苗是否要像
流感疫苗一样每年接种， 需要继续
针对病毒变异对疫苗接种效果的影
响和疫苗的保护持久性等方面开展
研究。

———中国疾控中心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指南
国产新冠灭活疫苗已获

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
市， 并且全民免费注射。 那
么， 国产新冠疫苗什么时候
可以打？ 哪些人可以优先
打？ 疫苗的安全性如何？ 疫
苗保护期有多久？ 中国疾控
中心专家给出权威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