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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冠状病毒疾病相关的疾病、住院和死亡，安全有效的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是实现这些目标的美国战略的关
键组成部分。
容易获得冠状病毒疾病疫苗也同样重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正在跟公共卫生部门、卫生保健
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以确保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冠状病毒疾病疫苗，而且费用不会成为一项阻碍
因素。 在伊利诺伊州，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了解到州和芝加哥市分属不同的疫苗发放管辖区。 然而，伊利诺
伊州和芝加哥市正在展开合作，以确保按照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导方针和免疫规范顾问委员会（ACIP）
的建议提供疫苗。

疫苗供应情况
问。什么时候可以接种冠状病毒疾病疫苗？
答。 首批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紧急使用授权（EUA）并于
2020年12月14日开始分发。 初期的疫苗供应量将是有限的，因此首先分配给医疗护理人员和长
期护理（LTC）机构的居民和工作人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疫苗的供应量将会不断增加，
到2021年，所有成年人应该都能接种疫苗。 （查看1a阶段的优先人群的类别，请见下图。）
问。 在哪里可以接种疫苗？
答。 最初，医院将为医护人员提供冠状病毒疾病疫苗。 随着联邦政府分发更多的疫苗，全州将有几千
家疫苗接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医生办公室、零售药店、医院和联邦合格健康中心（FQHC）。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正与各药房合作，以建立一个系统，为长期护理机构的居民和工作人员提供
现场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接种服务，这些机构包括专业护理机构、养老院和辅助生活设施，其中大
多数人的年龄都在65岁以上。
问。 州政府（或联邦政府）会不会像1960年代那样，制定群体免疫计划？
答。 伊利诺伊州正在与全州的地方卫生部门和接种机构合作，提供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接种，该疫苗接
种类似于规模较大的年度流感看诊，而不是过去的群体免疫。
问。 我的家人通过他们的雇主接种了疫苗。 为什么我的其他家人不能接种该疫苗？
答。 由于疫苗刚上市而其供应量非常有限，因此将仅限于由免疫规范顾问委员会（ACIP）和疾病控
制与预防中心（CDC）确定的优先（高危）人群的人士进行接种。这是为了确保高危人群中的所
有人都能接种疫苗。 随着疫苗供应的增多，有资格接种疫苗的群体将被扩大。
问。 每期的疫苗分发是否有预定日期？
答。 目前没有预定的日历日期，但一旦免疫规范顾问委员会（ACIP）就优先接种群体提出建议，伊
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将向全州的区域医院协调中心（RHCC）合作伙伴分发疫苗。 由此，疫苗最
终将继续通过地方卫生部门向地方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发放。
问。 疫苗会不会按人口数量进行分配？
答。 疫苗将根据各县的人口数量分配，并根据冠状病毒疾病社区脆弱性指数（CCVI）进行调整，以
确保健康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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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若在一个原本冠状病毒疾病病例较少的县内，有一个市的冠状病毒疾病病例数量非常多，针对这
种情况怎么办？（指疫苗的优先发放）
答。 县内疫苗的分发由当地卫生部门负责监督。 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将与当地卫生部门合作，确
保接种机构有足够数量的疫苗，以支持其服务的城市/社区。
问。 我知道接种疫苗需要打两针。 为什么要打第二针，如果我不能（或不想）打第二针会怎样？
答。 目前可用的冠状病毒疾病疫苗需要打两针才能完全有效。 这有助于确保产生足够的抗体来提供
有效和持久的保护。 我们不知道只打一针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是否有保护作用。 如果您选择不打
第二针，可能会降低疫苗的效果。 第一针疫苗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但建议接种两针疫苗来达
到预期保护的效果。
问。 预计将有不同的冠状病毒疾病疫苗。 我应该打哪种疫苗？
答。 任何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权的冠状病毒疾病疫苗预计都是有效的。 目前已有
的数据表明，辉瑞（Pfizer）和莫德纳（Moderna）的疫苗在产生病毒免疫力的能力上非常相
似。 建议不管向您提供了哪个厂家的疫苗您都要打，并且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追加注射同一种
疫苗。如果您选择不打第二针，可能会降低疫苗的效果。
问。 如果在我打第二针之前疫苗用完了怎么办？
答。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正在以如下的方式安排运输，即在第一次运输后的21天或28天，将运输相同
数量的剂量，因此接种机构将有足够的疫苗用于第二针。 两针间隔21天或28天的要求是最低天
数要求，而不是最高天数要求。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您无法在建议的间隔时间内接种第二针，
您可以在以后的日期接种第二针。
问。 除了医护人员，还有谁能注射疫苗？例如，我们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牙医注射流感疫苗。
除了医生和护士外，牙医、药剂师和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是否可以注射疫苗？
答。 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许可的急救人员（EMT）和注册护理助理（CNA）。 所有其他医疗保健
专业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由伊利诺伊州金融与专业监管局（IDFPR）颁发许可证的医生、护士、
药剂师和牙医。目前，牙医、药剂师和药房技术人员的执业范围已被伊利诺伊州金融与专业监管
局扩大，允许他们在冠状病毒疾病疫苗上市时进行接种。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已经发布了建
议，允许高级和中级急救人员注射疫苗，只要他们的急救系统的医疗主任遵循一定的指导方针。

疫苗要求/任务
问。 我必须接种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吗？
答。 联邦或州政府没有规定必须接种冠状病毒疾病疫苗。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建议所有16岁
及以上的美国人都要接种疫苗。
问。 我的雇主是否可以要求我在重返工作岗位前接种冠状病毒疾病疫苗？
答。 关于私人工作场所的免疫接种，由雇主决定。
问。 学校是否要求学生接种类似于腮腺炎和麻疹疫苗的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如果我们拒绝接种疫苗，
是否会对我的孩子进行限制？
答。 目前没有学生接种冠状病毒疾病疫苗的要求。目前，儿童疫苗尚未问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
能获得批准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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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如果我拒绝接种疫苗会怎样？
答。 拒绝接种疫苗不会有任何法律后果（如罚款、制裁或惩罚）。如果不接种疫苗，您就无法抵御引
起冠状病毒疾病的病毒，更容易感染该病毒。 此外，您将有可能将这种致命的病毒传播给亲人
和其他社区成员。
问。 如果我已经确诊冠状病毒疾病，还需要接种疫苗吗？
答。 是的，已经患过冠状病毒疾病的人应该计划注射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因为目前科学上还没有
定论，未来您是否会自然而然地免受第二次冠状病毒疾病感染。 目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建议，如果您在之前90天内感染了冠状病毒疾病，很可能还有免疫力保护，请您先等
待一段时间再接种疫苗，让其他人先接种。
问。 我必须同时接种流感疫苗和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吗？
答。 季节性流感疫苗不能保护您免受冠状病毒疾病的感染。 同时感染流感和冠状病毒疾病，可能会
导致更严重的疾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接种流感疫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疫苗安全性
问。 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是否安全？
答。 美国的疫苗安全体系是一个周密的多阶段过程，以确保所有疫苗尽可能安全。安全考量是重中
之重。 多个候选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有成千上万的研究参与者，以产生科学数据和其他信
息，供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确定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如果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确定一种疫苗符合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可以通过批准或紧急使
用授权（EUA）而让这些疫苗在美国使用。 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决定后，免疫规范
顾问委员会将审查现有数据，以便向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出有关疫苗的建议。 然后，免疫规
范顾问委员会将建议使用该疫苗。 疫苗被授权或批准使用后，疫苗安全监测系统将对不良事件
（可能的副作用）进行观察。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正努力通过新的系统和更多的信息来源，以
加强现有的安全监测系统，扩大安全监测范围。
问： 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是如何研究的？
答： 每一种经授权的冠状病毒疾病疫苗都经过了3万多名志愿者的大规模试验研究，以证明其对预防
冠状病毒疾病非常有效。这些试验涉及不同年龄、性别、种族/族裔、体重和医疗状况的人。
孕妇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被排除在冠状病毒疾病疫苗试验之外，因此目前现有的研究无法提供关
于这些人群的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直接信息。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建议，孕妇在打
疫苗前要咨询医生。
问。 冠状病毒疾病疫苗会不会导致我被感染或感染他人？
答。 不，您不会因为接种冠状病毒疾病疫苗而被感染或传染给他人，因为该疫苗不含活病毒。 相
反，疫苗会引导您的身体产生一种蛋白质，教您的身体如何对抗病毒。
问。 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接种后多久才会生效？
答。 冠状病毒疾病疫苗预计在您注射第一针后的几周内提供一些保护，并在注射第二针后达到最大效
果。 在建议的时间段内注射第二针，以获得最大的疫苗效果，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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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临床结果揭示了什么？
答。 通过各自的临床试验，辉瑞（Pfizer）公司和莫德纳（Moderna）公司表示其疫苗的有效率约为
95%。
通过临床试验收集的信息在提交紧急使用授权的过程中将被公开。 一旦提交了紧急使用授权，
公众可以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阅这些文件。
问。 如我怀孕了，可以接种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吗？
答。 孕妇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被排除在冠状病毒疾病疫苗试验之外，因此目前现有的研究无法提供关
于这些人群的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直接信息。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建议，孕妇在打疫
苗前要咨询医生。
问。 儿童可以接种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吗？
答。 目前，儿童疫苗尚未问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批准和上市。 在确定现有冠状病毒疾
病疫苗对儿童是否安全有效之前，需要对儿童群体进行临床试验。
问。 高危青少年是否会被纳入任何疫苗接种阶段？
答。 16岁以下的青少年能否接种疫苗，要看是否有儿童疫苗。 在确定现有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对儿童
是否安全有效之前，需要对儿童群体进行临床试验。
问。 注射疫苗时，给我注射的是冠状病毒吗？
答。 不是的，您没有被注射引起冠状病毒疾病的病毒。 在美国早期测试的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均没有
使用引起冠状病毒疾病的活病毒。 每一种疫苗的目标都是教会我们的免疫系统如何识别和对抗
引起冠状病毒疾病的病毒。 目前，最接近获得批准的疫苗是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与其
他疫苗一样，mRNA疫苗的作用是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病毒威胁，并开始产生抗体来保护自己。
问。 打了流感疫苗后，我总是患上流感。 这会不会导致我患上冠状病毒疾病？
答。 不，您不会因为接种冠状病毒疾病疫苗而被感染或传染给他人，因为该疫苗不含活病毒。 相
反，疫苗会引导您的身体产生一种蛋白质，教您的身体如何对抗病毒。 有些人在接种流感疫苗
后，会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如轻微发烧、肌肉酸痛等。 这些症状不等于患上流感。
问。 我有过敏症。 这种疫苗对我安全吗？
答。 虽然在数千名患者的疫苗临床试验中未见严重的过敏反应，但出现罕见的疫苗过敏反应是可能
的。 如果您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史，您应该与您的医疗保健机构讨论您的情况。 冠状病毒疾病疫
苗不含任何动物产品，如鸡蛋。
问。 这种疫苗的副作用是什么？
答。 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副作用，这是对疫苗的正常免疫反应的一部分。 大多数的副作用，虽然不是
每个人都有，但这是您的身体正在识别疫苗并启动免疫反应的迹象。 根据之前的研究，副作用
可能包括注射部位的疼痛、发红和肿胀，以及疲劳、头痛、肌肉痛、寒颤、关节痛、发热、恶
心、乏力和淋巴结肿大等。 这些症状可能在打针后2天内出现，持续1至2天。 第2次注射（追加
注射）后，副作用可能会更多，老年人的副作用较少。
长期的副作用是未知的，尽管大多数疫苗没有长期的副作用现象。 疫苗研究正在进行，并将继
续监测和观察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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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腮腺炎疫苗的研发历时4年之久，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怎么能这么快就安全、全面的试验出来了？
答。 很多事情帮助疫苗得到了如此迅速的发展。有大量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这大大加快了
时间进度。 加入现有的试验地点而不是开发新的试验地点是一个节省时间的方法。 该病毒具有
良好的疫苗接种目标，变异率相对较低。 此外，社区中的感染量，让科学家们能够快速比较接
种疫苗的人群和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并切实地表明疫苗的作用。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大量勇
敢的志愿者愿意在临床试验期间尝试“新型”疫苗。
问。 疫苗能保护我多长时间不受冠状病毒疾病的影响？ 这会不会像流感疫苗一样，每年都要接种？
答。 我们还在了解免疫持续时间。 为了确定其保护能持续多久，需要进行后续研究，以检测两种类
型的免疫反应–抗体和T细胞–的水平，以及任何重复接触的风险。随着资料的增多，将分享更
多关于免疫持续时间的信息。
问。 打完第一针疫苗后会感染冠状病毒疾病吗？
答。 虽然第一针疫苗提供了一定的免疫力，但您仍然会被认为是冠状病毒疾病的易感者。 第一针疫
苗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但建议接种两针疫苗来达到预期保护的效果。 辉瑞（Pfizer）公司和莫
德纳（Moderna）公司表示其疫苗的有效率约为95%。
问。 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我有感染冠状病毒疾病的高风险，但目前我却被认为不符合接种疫苗的资
格。这是否不公平？
答。 疫苗制造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本州都承诺尽快让大家接种疫苗。 免疫规范顾问
委员会（ACIP）是一个由医学和公共卫生专家组成的团体，负责制定关于如何使用疫苗控制美
国疾病的建议。免疫规范顾问委员会通过审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临床试验数据和其
他信息来决定疫苗的优先级建议。 最初，限量供应的疫苗将只提供给那些被确定为最有可能接
触冠状病毒疾病的人。 随着疫苗供应量的增加，会有更多的人被列入优先接种的人群中来，直
到广大成年人都能接种。
问。 这种疫苗不含防腐剂吗？
答。 不含。 可能最先提供的候选疫苗不含防腐剂。

其他
问。 疫苗如何使我的身体得到保护？
答。 您的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来对抗感染。 冠状病毒疾病疫苗会使您的身体产生针对冠状病毒疾病
的抗体。 在您的身体接触到实际的冠状病毒疾病时，新的抗体可以防止感染。
问。 我想知道我们计划如何开展疫苗的宣导教育活动。
答。 除了联邦政府的教育和宣导活动，州政府还将利用多种传统平台、社交和社区媒体平台在伊利诺
伊州进行宣导。在全州范围内，接种机构将在紧急使用授权得到批准后，但在接种疫苗前接受特
定疫苗产品的宣导教育。
问。 接种了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就能保证不感染该病毒吗？
答。 像任何疫苗一样，不能保证您不会感染该病毒，但早期的迹象表明，正在考虑的疫苗在防止冠状
病毒疾病方面有90%-95%的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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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有多少人需要接种疫苗才能对冠状病毒疾病产生群体免疫？
答。 不同的疾病，其达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疫苗接种人口比例也不同。 专家们不知道有多大比例的
人口需要接种疫苗才能获得对冠状病毒疾病的群体免疫。
问。 对于16岁以下儿童有哪些疫苗接种建议？
答。 在完成更多的研究之前，预计近期内不会推出16岁以下儿童的疫苗。
问。 疫苗已经上市，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伊利诺伊州复原计划（Restore Illinois plan）的第五阶段？
如果不是现在，进入第五阶段的条件是什么？
答。 目前，我们还不能立即进入第五阶段。需要有可广泛使用的疫苗和/或高效的治疗方法，新的病
例需要在持续一段时间内被消除，然后我们才能进入第五阶段，否则我们将面临病例、住院和死
亡增加的风险。
问。 如果接种了疫苗，我可以不戴口罩吗？
答。 不，虽然冠状病毒疾病疫苗非常有效，但并非100%有效。 在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得到控制之前，
接种疫苗的人需要继续遵循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的指导，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
等。 这既保护了您，也保护了您的家人和社区。
问： 什么时候能够不再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让我们回归正常的生活？
答： 鉴于大量疫苗的生产和分发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实行目前的缓解措施。 已接
种疫苗的人应继续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良好的手部卫生习惯，以帮助防止传播，这一点仍
然很重要。 将持续监测社区感染率，并用于指导决策过程。
问。 疫苗的费用由哪个部门支付？
答。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将承担疫苗的费用。
问。 州政府能不能多买一些疫苗？
答。 州政府不承担疫苗的任何费用。 联邦政府通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监
督向各州分配疫苗的情况。
问。 疫苗要花费我多少钱？ 是否属于保险承保范围？
答。 疫苗不需要任何费用。 不过，疫苗接种机构可对注射疫苗收取接种费。疫苗接种机构可向接种
者的公共或私人保险公司报销这笔费用，如果是没有保险的接种者，则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的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报销。
问。 接种费是否会以共付额或自付额的形式转嫁给接种者？
答。 不会。
问。 被认为必需类别的制造业工人是否也会进入第一轮接种？
答。 我们正在等待免疫规范顾问委员会提供关于哪些人将参加随后几轮疫苗接种的最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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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可能的优先群体？
目前免疫规范顾问委员会已经发布的优先接种人群如下：
阶段

人群

优先人群中的个人实例

1a

医疗机构中的高危工作人员

医生、护士、呼吸系统技师、牙医和口腔卫生师、护理助
理、辅助生活机构工作人员、长期护理机构工作人员、集体
老人之家工作人员、家庭护理人员、紧急医疗服务（EMS）
人员等。

1a

长期护理（LTC）机构的居民

住在为无法独立生活的人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医疗和个人护
理服务的机构中的成年人。

虽然免疫规范顾问委员会尚未公布更多信息，但未来的优先接种人群可能包括：
•

必要和关键行业的工作人员

•

因潜在健康状况而面临冠状病毒疾病重症的高危人群

•

65岁及以上的人士

关于已确认的和潜在的优先接种人群的更多信息可在此查阅：
医护人员继续站在全国抗击这一致命流行病的第一线。在为那些感染了（导致冠状病毒疾病的）病毒的人提供
危重护理的过程中，许多医护人员都有可能接触到冠状病毒疾病的高风险并患病。感染冠状病毒疾病的医护人
员也会将病毒传播给因其他疾病就医的患者，进而增加患者患冠状病毒疾病重症的风险。早日接种疫苗对于确
保全美约2,100万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不仅保护了他们，而且保护他们的患者、社区
和我们国家民众的整体健康。
某些人士因具有潜在健康状况 ，无论其年龄大小，患冠状病毒疾病重症的风险都会增加。重症意味着这些冠
状病毒疾病患者可能需要住院、进行重症监护或使用呼吸机帮助其呼吸，否则增加他们的死亡风险。对于确保
这些受冠状病毒疾病影响过大的人群的健康和安全，早日接种疫苗至关重要。
在成年人中，冠状病毒疾病导致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老年人 被认为风险最高。对于帮
助保护这些受冠状病毒疾病影响过大的人群，早日接种疫苗至关重要。
必需和关键行业的工作人员被视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相关定义见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 目
前的数据显示，这些工作人员中的许多人面临感染冠状病毒疾病的风险增加。早日接种疫苗是为了保护他们，
以维持他们为美国社区提供的基本服务。
https://www.cdc.gov/vaccines/acip/meetings/downloads/slides-2020-12/COVID-02-Dool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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