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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COVID-19 情况说明书 

了解各种 COVID-19 疫苗如何发挥作用 
COVID-19 疫苗可以帮助人们对引起 COVID-19 的 SARS-CoV-2 病毒产生免疫力，而且不会生病。已授权在

美国紧急使用三种疫苗，将其供应给符合条件的俄亥俄州人。不同类型的 COVID-19 疫苗究竟如何发挥

作用？ 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 有什么不同之处？ 它们是否全部安全有效？ 以下是关于疫苗的几点须知。 
 
COVID-19 疫苗：简介 

 

 Pfizer-BioNTech 辉瑞 Moderna 莫德纳 Johnson & Johnson 娇生 
(Janssen) 

授权日期 2020 年 12 月 11 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 2021 年 2 月 27 日 
疫苗类型 信使 RNA (mRNA) 信使 RNA (mRNA)  病毒载体 

剂量 两个剂量，间隔 21 天 两个剂量，间隔 28 天 一个剂量 
年龄 16 岁及以上 18 岁及以上 18 岁及以上 

临床试验疗效数据 注射两剂疫苗的人员预防实验

室确认的  COVID-19 疾病其有

效率为 95%。 

注射两剂疫苗的人员预防

实验室确认的  COVID-19 
疾病其有效率为 95%。 

完全免于住院治疗和死亡，预

防  COVID-19 重症的有效率为 
85%, 在美国预防 COVID-19 中
度至重度疾病的有效率为 72%
（总有效率为 66%）。 

副作用 注射部位疼痛、疲劳、头痛、

肌肉痛、关节痛、发热。接种

第二剂疫苗后更容易出现副作

用。很少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

（过敏症）。 

注射部位疼痛、疲劳、头

痛、肌肉痛、关节痛、发

热。接种第二剂疫苗后更

容易出现副作用。很少出

现严重的过敏反应（过敏

症）。 

注射部位疼痛、头痛、疲劳以

及肌肉痛。很少出现恶心和发

烧。该疫苗不会引起过敏反

应。 

情况说明书 Pfizer-BioNTech EUA 情况说明书 Moderna EUA 情况说明书 Janssen EUA 情况说明书 

 
将如何在俄亥俄州分发疫苗？ 

疫苗仍然稀缺，接种 COVID-19 疫苗的人员不太可能选择想要接种的疫苗。 
 
特定接种点或诊所提供的疫苗就是个人将接种的疫苗。接种提供给您的第一剂疫苗有助于保护

您免受 COVID-19 感染。 
 
已证明三种 COVID-19 疫苗在预防 COVID-19 引起的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死亡方面是安全有效的。 

http://coronavirus.ohio.gov/
https://coronavirus.ohio.gov/static/vaccine/covid-19-vaccine-safety.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mRNA.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mRNA.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mRNA.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mRNA.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viralvector.html
https://www.fda.gov/media/144414/download
https://www.fda.gov/media/144414/download
https://www.modernatx.com/covid19vaccine-eua/eua-fact-sheet-recipients.pdf
https://www.fda.gov/media/146305/download
https://www.fda.gov/media/146305/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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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疫苗 

疫苗是我们预防 COVID-19 严重疾病的最佳防御手段。疫苗会产生免疫反应，这样您的身体就会记住未来

如何对抗某种病毒。 
 
美国 COVID-19 疫苗的作用原理不同，但所有疫苗均使用引起 COVID-19 的 SARS-CoV-2 病毒的无害表面蛋

白来建立免疫力。 
 
表面蛋白（或刺突蛋白）将病毒锁在细胞上，从而允许病毒进入那些细胞。刺突蛋白本身是无害的，在

疫苗中使用它只是教您的身体如何识别那种蛋白，以及未来如何对抗它。 
 
信使 RNA (mRNA) 疫苗 

Messenger RNA (mRNA) 疫苗使用称为 mRNA 的遗传物质链向细胞传递遗传密码，以在 SARS-CoV-2 病毒上

制造表面蛋白或刺突蛋白。使用 mRNA 指令制造的蛋白激活免疫系统，教它将刺突蛋白视为入侵者，并

产生抗体来对抗它。身体将学习未来如何预防感染。 
 
Pfizer-BioNTech 和 Moderna 疫苗都采用这种疫苗技术。虽然 mRNA 疫苗是新疫苗，但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

直在研究及使用它们。例如，它们曾被用于流感、寨卡病毒和狂犬病的研究。除了疫苗以外，癌症研究

使用 mRNA 来触发免疫系统，以将特定的癌细胞作为目标。 
 
病毒载体疫苗 

病毒载体疫苗使用另一种病毒的改良版本来向细胞传递指令，以复制表面刺突蛋白。将一种无害的非活

性病毒（例如，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作为载体（或运输工具），来传递制造刺突蛋白的指令。然后，

免疫系统意识到这种蛋白不属于那里，并开始抵御它。身体将学习未来如何预防感染。 
 
此技术已用于 Johnson & Johnson (Janssen) 疫苗。科学家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研制病毒载体。除了用于疫

苗，如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疫苗，病毒载体也被用于基因疗法来治疗癌症，以及分子生物学研

究。在埃博拉爆发期间使用了采用此技术的疫苗。 
 
如何确定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正在密切监测 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 
 
FDA 可授予紧急使用权 (EUA)，以便在 COVID-19 大流行等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迅速提供医疗产品。FDA 使
用严格的标准和独立医疗专业人士的见解来评估所有可用数据，以确保疫苗是安全并有效的，使用益处

大于潜在的风险。FDA 做出决定后，CDC 也会审查现有数据，然后再对疫苗的使用提出最终建议。 
 一旦疫苗投入使用，疫苗安全监测系统就会持续运行。 

 

资源： 

•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EUA 
• Moderna COVID-19 Vaccine EUA 
• Johnson & Johnson (Janssen) Vaccine EUA 

http://coronavirus.ohio.gov/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mRNA.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mRNA.html
https://www.genome.gov/genetics-glossary/messenger-rna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Pfizer-BioNTech.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Moderna.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viralvector.html
https://www.fda.gov/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janssen-covid-19-vaccine
https://www.fda.gov/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janssen-covid-19-vaccine
https://www.fda.gov/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mcm-legal-regulatory-and-policy-framework/emergency-use-authorization
https://www.fda.gov/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mcm-legal-regulatory-and-policy-framework/emergency-use-authorization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html
https://www.fda.gov/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pfizer-biontech-covid-19-vaccine
https://www.fda.gov/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moderna-covid-19-vaccine
https://www.fda.gov/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janssen-covid-19-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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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试验中了解疫苗的有效率 

您可能听说过 COVID-19 疫苗的有效率。但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疫苗效力是指在临床试验中，接种

疫苗的人群与未接种疫苗的对照组参与者相比，某一疾病发生率降低的百分比。例如，85% 的有效率意

味着与对照组参与者相比，接种人群患严重 COVID-19 疾病的风险降低了 85%。 
 
比较这三种 COVID-19 疫苗的有效率具有挑战性，因为 3 期临床试验在设计和时间上存在差异。这些试验

是为了测试不同的结果，这些疫苗没有相互进行测试，也都没有针对新的病毒变种进行测试。这不是苹

果与苹果之间的比较。 

•  Pfizer 和 Moderna 试验都是为了确定疫苗能否预防任何症状性 COVID-19 感染。 

• Janssen 试验是为了确定该疫苗能否预防中度至重度 COVID-19 疾病（即测试结果为阳性且至少出

现一种症状）。 

• 在英国、南非和巴西出现新的病毒变种之前，Pfizer 和 Moderna 的疫苗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受了测试。

尽管早期研究表明疫苗仍能提供保护，但不确定它们抵御这些变异病毒的效果如何。J&J 公司的

疫苗是在病毒变种出现之后、总体发病率更高时接受测试的。 

最重要的是，这三种疫苗都能预防严重疾病，包括住院治疗和死亡。 
 

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创建。 
 
如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oronavirus.ohio.gov。如要获取有关 COVID-19 问题的答案，请致电 1-833-4- 
ASK-ODH (1-833-427-5634) 或发送邮件至 COVIDVACCINE@odh.ohio.gov。 

 
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一样重要。如果您或您所爱的人正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感到焦虑，可在此获取我们

全天候为您提供的帮助。致电 COVID-19 急救中心：1-800-720-9616。 

http://coronavirus.ohio.gov/
https://www.cdc.gov/csels/dsepd/ss1978/lesson3/section6.html
https://coronavirus.ohio.gov/wps/portal/gov/covid-19/resources/general-resources/faqs-covid-19-variants
https://www.pfizer.com/news/press-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pfizer-and-biontech-conclude-phase-3-study-covid-19-vaccine
https://www.modernatx.com/covid19vaccine-eua/providers/clinical-trial-data
https://www.jnj.com/johnson-johnson-announces-single-shot-janssen-covid-19-vaccine-candidate-met-primary-endpoints-in-interim-analysis-of-its-phase-3-ensemble-trial
https://www.jnj.com/johnson-johnson-announces-single-shot-janssen-covid-19-vaccine-candidate-met-primary-endpoints-in-interim-analysis-of-its-phase-3-ensemble-trial
https://coronavirus.ohio.gov/wps/portal/gov/covid-19/resources/general-resources/faqs-covid-19-variants
http://coronavirus.ohio.gov/
mailto:COVIDVACCINE@odh.ohio.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