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D-19疫苗情况说明书 

关于COVID-19疫苗您所应该知

道的 
 

 

关于 COVID-19 疫苗 

 

COVID-19 疫苗是如何工作的? 

疫苗告诉您的身体如何制造在病毒中发现的无害的蛋白质，并开始产生抗体，知道如何对抗真正的病

毒，如果您接触到它。  

 

疫苗效果如何，我还会得 COVID吗？ 

辉瑞生物技术和 Moderna 疫苗是用针头在您的上臂注射两个剂量。同样的疫苗用于您的第一和第二

次剂量。 辉瑞生物技术和 Moderna 疫苗预计两剂后有效率为 94-95%。 

 

我接种疫苗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是的。目前仍在进行研究，以确定疫苗在预防无症状感染和减少 covid-19 传播方面的有效性。目前，

在科学专家说停下来是安全的之前，继续遵循公共卫生官员的建议，包括与家里以外的人保持身体距

离两米、佩戴口罩、保持适当的手部卫生和限制非必要的旅行，这些都很重要。这些措施将帮助您、

您的亲人和您的社区安全。 

 

疫苗能持续多久？ 我每年都需要接种吗？ 

研究仍在进行中，以确定疫苗将提供多长时间的免疫。随着新数据的提供，政府将随时向公众通报情

况。  

 

疫苗里有微型芯片吗？ 

没有。  



 

 

 

 

COVID-19 疫苗与流感疫苗有何不同? 

COVID-19 疫苗和流感疫苗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直接比较。它们针对不同的病毒：流感疫苗必须对抗

几种变异的流感病毒，而 covid-19 疫苗只针对一种病毒， SARS-CoV-2。 

 

如果我不接种第二剂辉瑞或 Moderna 疫苗会怎样呢？  

接受这两种剂量是很重要的。 第一剂量提供的保护低于第二剂量后所达到的保护。 两剂后疫苗有效

率为 94-95% 。  

 

辉瑞 Pfizer-BioNTech疫苗中有哪些成分？ 

疫苗中的非医疗成分包括：  
 
• ALC-0315 = (4-羥基丁基）氮雜環二（己烷-6,1-二基）雙（癸酸2-己酯） 

• ALC-0159 = 2-[(聚乙二醇)-2000]-N,N-二传统基乙酰胺 

• 1,2-二硬脂酰-SN-甘油-3-磷酸胆碱和胆固醇 

• 二水磷酸钠 

• 磷酸一钾 

• 氯化钾 

• 氯化钠 

• 蔗糖类 

• 注射用水 
 
参见安大略省卫生部的 辉瑞与疫苗信息页获得更多信息。  

  

现代疫苗中有哪些成分？ 

Moderna 新冠肺炎疫苗中的非医疗成分包括: 

• 1,2-二硬脂酰基-sn-丙三基-3-磷酸胆碱 (DSPC) 

• 醋酸 

• 胆固醇 

• 脂质SM-102 

• 二肉豆蔻酰甘油-聚乙二醇2000 

• 乙酸钠 

• 蔗糖类 

• 三甲胺 

http://www.health.gov.on.ca/en/pro/programs/publichealth/coronavirus/docs/vaccine/COVID-19_information_sheet_pfizer-biontech.pdf


 

 

• 盐酸三甲烷胺类 

• 注射用水 
 

查看安大略省卫生部辉瑞与 Moderna COVID-19 疫苗信息页 获得更多信息。  

 

COVID-19 疫苗安全 

 

COVID-19 疫苗安全吗?  

是的。只有加拿大卫生部批准和确定的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才能在安大略省进行接种。 

加拿大卫生部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科学审查系统之一。加拿大卫生部只有在疫苗安全、有效并符合制

造标准的情况下才批准疫苗，而且接种疫苗的好处大于风险。 

疫苗的批准程序是什么？ 

加拿大最好的独立科学家在批准疫苗对加拿大人安全有效之前，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彻底的审查。批准

这些疫苗时遵循了所有安全步骤。covid-19 疫苗的开发进展迅速，有几个原因，包括：减少疫苗批准

过程中的时间延误，快速适应现有的研究方案，科学家和政府之间的国际合作，增加专门资金和快速

招募临床试验参与者。 

查看卫生部网站  概述了 COVID-19 疫苗的批准过程和安全性 以获得更多信息。  

 

我应该担心开发得这么快的疫苗吗？ 

不。只有加拿大卫生部批准和确定的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只有这种疫苗才能在安大略省进行接种。 

这些疫苗的开发速度比以前更快，因为在世界各地，这种努力中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协作和资金水平。 

疫苗背后的技术已经存在了十多年，并已被用于流感、寨卡病毒、狂犬病病毒、巨细胞病毒(CMV)等

动物模型。 因为这种先进的技术已经存在，科学家能够快速工作。  

 

疫苗会让我传染上 COVID-19 吗? 

 不会，COVID-19 疫苗不会让您染上 Covid-19 或任何其他传染病。 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卫生部门批

准的疫苗都不是活疫苗，这意味着它们不含有导致 COVID-19 的病毒。 

重要的是要记住，人体在接种疫苗后通常需要几个星期才能产生免疫。这意味着一个人有可能在刚接

种疫苗之前或之后感染 covid-19 病毒， 这是因为疫苗没有足够的时间提供保护。 即使您接种了疫苗，

请继续遵循公共卫生措施，以确保您、您的亲人和您的社区安全。 

http://www.health.gov.on.ca/en/pro/programs/publichealth/coronavirus/docs/vaccine/COVID-19_information_sheet_pfizer-biontech.pdf
http://www.health.gov.on.ca/en/pro/programs/publichealth/coronavirus/docs/vaccine/COVID-19_vaccine_approval_process_safety.pdf


 

 

我会经历副作用吗？ 

与药物和其他疫苗类似，新冠肺炎疫苗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手臂注射部位的疼痛，

有点疲劳、在疫苗开始工作时发冷和/或轻微的头痛。在临床试验中，最常见的副作用较轻微，并在

疫苗接种后几天内得到恢复。 

这些类型的副作用是预期的，并简单地表明疫苗正在努力产生保护作用。 

与任何药物和疫苗一样，过敏反应是罕见的，但在接受疫苗后可能发生。过敏反应的症状包括荨麻疹

（皮肤上的肿块往往很痒），面部、舌头或喉咙肿胀，或呼吸困难。 最严重的反应将发生在注射后

不久，如果发生了，临床工作人员已准备好应对过敏反应。如果您担心接种疫苗后的任何反应，请与

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联系。 您也可以联系您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询问问题或报告不良反应。 

接种疫苗后的严重副作用是罕见的。 然而，如果您在接种疫苗后三天内出现以下任何反应，请立即

就医或拨打 911： 

• 麻疹 

• 面部或口腔肿胀 

• 呼吸困难 

• 非常苍白的颜色和严重的嗜睡 

• 高烧(超过40°c) 

• 抽搐或癫痫发作 

• 其他严重症状（例如“发麻”或麻木） 
 

这种疫苗的长期副作用是什么？ 

正在进行的辉瑞生物技术和 Moderna 疫苗的研究表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严重的副作用。 在研究中

接受疫苗的人继续被监测是否有任何长期的副作用。 

有关免疫后不良事件的更多信息(AEFI)或报告 AEFI， 请访问安大略公共卫生部疫苗安全网页。  

 

第二次剂量的副作用比第一次剂量更糟糕吗？ 

副作用更有可能发生在您的第二剂疫苗之后。由于副作用是您的免疫系统建立保护的结果，一旦您的

免疫系统被第一次剂量启动，那么对第二次剂量有更强的免疫反应(这是一件好事！ )。 

 

 

有人死于服用 Covid-19 疫苗吗？ 

目前还没有人直接死于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已有近 200 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https://www.publichealthontario.ca/en/health-topics/immunization/vaccine-safety


 

 

我应该接种COVID-19 疫苗吗？  

 

我为什么要接种 COVID-19 疫苗？ 

疫苗是结束 COVID-19 大流行的唯一可预见的方法。 直到大多数加拿大人接种疫苗，这一流行病才

会结束。 您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保护自己、您的亲人和您的社区。   

虽然疫苗将保护我们每个人，疫苗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让大多数人免疫，使 COVID-19 不再传播。 

需要接种疫苗的人的百分比取决于这种疾病的传染性和疫苗在防止疾病传播方面的有效性。 

大多数安大略人越早接种疫苗，我们的生活就越早能恢复正常。 

 

我不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人。新冠肺炎病毒并没那么糟糕。我不需要接种疫苗。 

在全球范围内，近 200 万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死于 COVID-19。 COVID-19 对人一视同仁，任何人

都可能因病毒而生病。 

即使一个健康的人没有死于 COVID-19 感染，他们也可能有长期并发症，影响他们体验正常生活的能

力，如气短、疲劳、头痛、肌肉/关节疼痛、认知障碍、咳嗽和味觉和/或嗅觉丧失。 

即使您不是高风险，您的社区中也有其他个人可能是高风险和免疫低下的，这意味着他们的免疫系统

不足以接受疫苗。当大多数社区接种疫苗时，这会保护免疫受损的个人，因为它减少了病毒在整个社

区传播的机会，并感染了无法接受疫苗的免疫受损个人。 

我想我应该等着看看别人会发生什么 

大多数个体主义者越早接种疫苗，我们的生活就能越早恢复正常。 我们需要大多数个体居民接种疫

苗来结束这一流行病。 

一旦我们得到足够的供应，我们正在努力将疫苗分发到全省的每个角落。 为了确保每个想接种疫苗

的人都能安全和快速地接种疫苗，重要的是，获得疫苗的人第一次接种疫苗。 

如果我怀孕了，或者我想怀孕了怎么办？  

怀孕的人可能能够接种COVID-19疫苗。 

 
怀孕的人被排除在辉瑞生物技术和 Moderna 新冠病毒疫苗的第三期试验之外。因此，关于在怀孕期间

接种疫苗的安全性的数据有限。 

授权年龄组的怀孕个人可在咨询和知情同意后选择接受疫苗，包括：:  

• 对疫苗的风险和益处的审查 



 

 

• 对妊娠中COVID-19感染的潜在风险/后果的审查 

• 对妊娠中获得COVID-19感染的风险的审查 

• 承认目前在怀孕人群中使用COVID-19疫苗的证据不足 
 

如果在他们的治疗提供者进行这种咨询后，怀孕的人感到接种疫苗的潜在好处大于潜在的危害，他们

应该能够接种疫苗。 

计划怀孕的个人应该与他们的初级保健提供者交谈。如需补充资料，请咨询加拿大产科医师和妇科医

师协会关于怀孕期间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声明。 

 

 

如果我在哺乳怎么办？ 

母乳喂养的人可能能够获得 COVID-19 疫苗。 

母乳喂养的人被排除在辉瑞生物技术和 Moderna 新冠病毒疫苗的第三期试验之外。因此，没有关于哺

乳期人疫苗的安全性或 mRNA 疫苗对母乳喂养婴儿或产奶影响的数据。 

对于任何正在母乳喂养的人，应在咨询和知情同意后提供 COVID-19 疫苗，包括承认在母乳喂养人群

中使用 COVID-19 疫苗的证据不足。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 加拿大产科医师和妇科医师协会关于怀孕期间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声明。  

 

我的孩子们什么时候能接种到疫苗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疫苗被批准用于儿童。 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以确定那些年龄在授权年龄以

下的人何时接种疫苗。 

如果我现在不接种，我以后会有机会吗？ 还是把我放在排队的尽头？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安大略省所有有资格和想要疫苗的人都能得到它。 大多数人越早接种疫苗，我们

的生活就能越早恢复正常。 在大多数加拿大人接种疫苗之前，这种流行病不会得到控制。 为了确保

我们能够尽可能安全快速地为每一个想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第一次有机会接种疫苗的人及时接种

疫苗，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落后于我的常规免疫计划呢？ 我还能接种到吗？ 

是的。我们还鼓励那些支持他们的免疫接种的人联系他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以了解最新的情况。 

为什么我不在优先组？ 

根据 COVID-19 疫苗分发工作队的建议，并与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保持一致，该省采取了一种方法，

以确定最早在 2021 年 3 月接受疫苗接种的下一批群体。作为第一阶段的一部分，我们正在首先为最

脆弱的人群接种疫苗，这些人群因感染病毒而产生更高的风险，并且面临更高的接触和传播病毒的风

https://www.sogc.org/common/Uploaded%20files/Latest%20News/SOGC_Statement_COVID-19_Vaccination_in_Pregnancy.pdf
https://www.sogc.org/common/Uploaded%20files/Latest%20News/SOGC_Statement_COVID-19_Vaccination_in_Pregnancy.pdf
https://www.sogc.org/common/Uploaded%20files/Latest%20News/SOGC_Statement_COVID-19_Vaccination_in_Pregnancy.pdf


 

 

险。 

 
随着安大略省获得更多的疫苗供应，该计划将进一步扩大，以包括更多的群体。 您可以找到更多关

于安大略省的 COVID-19 疫苗接种计划的细节，包括该计划的各个阶段，网址为安大略省新冠肺炎疫

苗网页。  

https://covid-19.ontario.ca/covid-19-vaccines-ontario
https://covid-19.ontario.ca/covid-19-vaccines-on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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