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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为何需要接种加强针？
“加强针”将强化对抗 COVID-19 的能力，为符合资格的纽约居民持续提供保护，避免受到该病毒的侵害。
我们的联邦卫生及医学专家一直在密切分析来自纽约、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科学数据，以了解疫苗保护的持
续时间以及我们该如何尽可能强化这一保护作用。尽管 COVID-19 疫苗仍然能非常有效地预防重症和住院，
但 Pfizer-BioNTech COVID-19 疫苗的现有数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Pfzier-BioNTech 疫苗的初始剂量对
特定高风险人群的 COVID-19 感染免疫保护效果开始降低。对目前符合资格的人群而言，COVID-19 疫苗加
强针有望尽可能强化保护效果、延长疫苗持久性，并持续保护社区的公共健康，尤其对于感染和重症风险较
高的人群更是如此。

如果需要接种加强针，是否意味着疫苗无效？
不是。COVID-19 疫苗非常有效 (https://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covid-19- breakthrough-datareport)，即使是面对广泛传播的德尔塔变种 (https://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covid-19- variant-data)，
也能预防重症、住院和死亡。也正因如此，根据 Pfizer-BioNTech COVID-19 疫苗的现有数据，针对存在感
染或重症较高风险的特定人群，目前建议在接种 Pfizer-BioNTech 初始疫苗系列六个月后继续接种加强针。
疫苗的保护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这是正常现象。为符合资格的纽约居民提供加强针则有助于尽可能
强化保护作用、延长疫苗持久性，并保护高风险纽约居民的健康与安全。

我是否有资格接种加强针？
目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指南，以下几类
纽约居民应该接种 COVID-19 疫苗加强针：


年满 65 岁或入住长期护理机构的纽约居民应该在接种 Pfizer-BioNTech 初级系列后至少满 6 个月时
接种 Pfizer-BioNTech 的 COVID-19 疫苗加强针；



50 至 64 岁且患有基础性疾病的纽约居民应该在接种 Pfizer-BioNTech 初级系列后至少满 6 个月时接
种 Pfizer-BioNTech 的 COVID-19 疫苗加强针。

以下几类纽约居民可以接种 COVID-19 疫苗加强针：


18 至 49 岁且患有基础性疾病的纽约居民可以根据个人益处与风险，在接种 Pfizer-BioNTech 初级系
列后至少满 6 个月时接种 Pfizer-BioNTech 的 COVID-19 疫苗加强针；



18 至 64 岁的纽约居民如因职业或机构环境而导致 COVID-19 暴露和传播风险增加，可以根据个人
益处与风险，在接种 Pfizer-BioNTech 初级系列后至少满 6 个月时接种 Pfizer-BioNTech 的
COVID-19 疫苗加强针。

患有哪些基础性疾病的纽约居民目前有资格接种 COVID-19 加强针？
根据 CDC 规定，符合 Pfizer-BioNTech COVID-19 加强针资格的基础性疾病包括：



癌症（当前正患病或处于缓解期，包括 9/11 相关癌症）



慢性肾病



慢性肺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哮喘（中度至
重度）、间质性肺疾病、囊性纤维化和肺动脉高压，包括 9/11 相关肺病



痴呆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糖尿病（1 型或 2 型）



唐氏综合征



心脏疾病（例如心力衰竭、冠状动脉疾病、心肌病或高血压）



HIV 感染



肝病



超重（定义为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 > 25 kg/m2 但 < 30 kg/m2）、肥胖（BMI ≥30 kg/m2
但 < 40 kg/m2）或严重肥胖（BMI ≥40 kg/m2），更有可能会导致罹患 COVID-19 重症。随着 BMI 的
升高，COVID-19 重症风险会急剧增长。



怀孕



镰状细胞病或地中海贫血



吸烟（现在或之前）



实体器官或血液干细胞移植



中风或脑血管疾病（影响血液流向大脑）



药物使用障碍



免疫功能低下状态（免疫系统较弱）
o

注意：此规定不适用于免疫功能中度或重度低下的纽约居民。2021 年 8 月 12 日，经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授权，此类人群已纳入在接种第二剂疫
苗后 28 天接种 Pfizer-BioNTech 或 Moderna COVID-19 疫苗额外剂次的资格范围
如需深入了解符合资格的医疗状况，请访问患有特定疾病的人群 | CDC。
如果免疫功能低下，是否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的额外剂次？
根据 CDC 规定，免疫功能中度或重度低下人群应接种 COVID-19 疫苗的额外剂次。免疫功能中度或重度低下
人群尤其容易感染 COVID-19 病毒，在接种两剂疫苗系列的情况下，可能无法产生与免疫功能正常人群同等水
平的免疫力。这一额外剂次旨在改善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对初始疫苗系列的反应。
对于因疾病或者免疫抑制药物或治疗而造成免疫功能中度或重度低下的人群，应考虑接种额外剂次的 mRNA
COVID-19 疫苗（接种 COVID-19 初始疫苗系列最后一剂后至少满 28 天）。此类疾病和治疗包括但不限于：


正在接受实体肿瘤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相关治疗



曾接受实体器官移植和免疫抑制治疗



CAR-T 细胞或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或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 2 年内）



中度或重度原发性免疫缺陷（例如 DiGeorge 综合征、Wiskott-Aldrich 综合征）



晚期或未接受治疗的 HIV 感染



正在接受大剂量皮质类固醇（即每天 ≥20 毫克强的松或同类药物）、烷化剂、抗代谢药、移植相关免疫
抑制药物、归类为严重免疫抑制药物的癌症化疗制剂、肿瘤坏死 (TNF) 阻滞剂及其他免疫抑制或免疫调
节生物制剂的相关治疗。

评估患者免疫功能的总体水平之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病情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临床稳定性、并发症、

合并症以及任何潜在的免疫抑制治疗。
请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就自身的医疗状况以及是否适合接种额外剂次进行沟通。
在符合资格之前，能否接种加强针？
不能。只有符合资格的个人才能接种加强针。
目前健康状况或就业状况符合资格的纽约居民需要提供哪些资格证明？
为证明符合资格，符合资格的纽约居民需要提供确认资格的书面自我证明，由服务提供者负责收集此类证明。
目前，提供 COVID-19 加强针接种服务的提供者无需确认资格，以加快接种并减少患者的接种障碍。
哪些职业的纽约居民目前有资格接种 COVID-19 加强针？
根据 CDC 规定，从事以下职业的人群有资格接种 Pfizer-BioNTech COVID-19 加强针：


急救人员（医疗工作者、消防员、警察、聚集护理人员）



教育工作者（教师、支持工作者、日托工作者）



食品和农业工作者



制造工厂工作者



惩教局工作者



美国邮政服务工作者



公共交通工作者



杂货店工作者

如需关于此列表的更多信息（未来可能更新），请访问谁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加强针？| CDC。

副作用、安全性和有效性
加强针有哪些副作用？
与您接种的 COVID-19 初始疫苗系列一样，在接种加强针后，您可能感觉不到任何变化。当然，也可能会感觉
略微“不适”。接种任何疫苗都是如此。
接种 COVID-19 加强针后，您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接种疫苗的手臂酸痛



头痛



发冷



发烧



疲劳

 恶心和呕吐
此类副作用并不危险，只是表明您的免疫系统在发挥作用。相关问题通过非处方止痛药和退烧药便能轻松治
疗，并且通常只会持续很短时间。严重或长期副作用极为罕见。如果您在两三天后仍感觉不舒服，请联系医疗
服务提供者。
COVID-19 加强针是否安全？
是的。加强针安全、有效且免费，但目前只推荐目前符合资格的特定纽约市民接种。

是否存在需要接种两剂以上的其他非 COVID-19 疫苗？
是的。许多疫苗需要接种不止一两剂，才能获得长期防护效果。例如，拯救生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需要接种四
剂；肝炎疫苗需要接种三剂。
其他疫苗需要偶尔“加强”，例如破伤风-白喉（破伤风）疫苗每十年为个人接种一次。其他很多疫苗需要更频
繁地接种。例如，每年均推荐个人接种流行性感冒（流感）疫苗，因为每季都会出现新毒株。
加强针预计能保护我们多久，我是否需要再接种一剂？
目前尚未完全清楚。也正因如此，我们的联邦和州卫生及医学专家一直并将继续密切监测和分析来自美国乃至
全世界的科学数据，确保分析病毒的进化数据，持续了解保护力的持续时间以及我们该如何尽可能放大这一保
护作用。随着更多数据的出现，我们将持续关注此学科，并与纽约居民公开交流。
接种 Johnson & Johnson’s Janssen (J&J/Janssen) COVID-19 疫苗的人群能否接种 mRNA 疫苗加强针？
不能。就目前而言，并根据 CDC 的规定，暂无充足数据支持在此前接种过 J&J/Janssen 疫苗的人群接种
mRNA 疫苗剂次（Pfizer-BioNTech 或 Moderna）。
接种 Johnson & Johnson’s Janssen (J&J/Janssen) COVID-19 疫苗的人群是否需要接种加强针？
接种 J&J/Janssen COVID-19 疫苗的人群可能需要接种加强针。因为在第一剂 mRNA 疫苗（Pfizer-BioNTech
和 Moderna）开放接种 70 天后，美国才开放接种 J&J/Janssen 疫苗，目前尚缺少这一决定所需的数据。相关
数据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一旦掌握数据，CDC 将及时向公众告知 J&J/Janssen 加强针计划。
“加强针”和“额外剂次”有何区别？
“额外剂次”是指为免疫功能低下人群注射的额外一剂疫苗，因为此类人群在接种 COVID-19 初始疫苗系列后
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加强针”是指为接种疫苗后已产生足够保护力的人群所注射的额外一剂疫苗，因为相关保护作用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减弱。

免疫功能低下的纽约居民
如果免疫功能低下，是否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的额外剂次？
根据 CDC 规定，免疫功能中度或重度低下人群应接种 COVID-19 疫苗的额外剂次。免疫功能中度或重度低下
人群尤其容易感染 COVID-19 病毒，在接种两剂疫苗系列的情况下，可能无法产生与免疫功能正常人群同等水
平的免疫力。这一额外剂次旨在改善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对初始疫苗系列的反应。
对于因疾病或者免疫抑制药物或治疗而造成免疫功能中度或重度低下的人群，应考虑接种额外剂次的 mRNA
COVID-19 疫苗（接种 COVID-19 初始疫苗系列最后一剂后至少满 28 天）。此类疾病和治疗包括但不限于：


正在接受实体肿瘤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相关治疗



曾接受实体器官移植和免疫抑制治疗



CAR-T 细胞或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或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 2 年内）



中度或重度原发性免疫缺陷（例如 DiGeorge 综合征、Wiskott-Aldrich 综合征）



晚期或未接受治疗的 HIV 感染



正在接受大剂量皮质类固醇（即每天 ≥20 毫克强的松或同类药物）、烷化剂、抗代谢药、移植相关免疫
抑制药物、归类为严重免疫抑制药物的癌症化疗制剂、肿瘤坏死 (TNF) 阻滞剂及其他免疫抑制或免疫调
节生物制剂的相关治疗。

评估患者免疫功能的总体水平之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病情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临床稳定性、并发症、
合并症以及任何潜在的免疫抑制治疗。
请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就自身的医疗状况以及是否适合接种额外剂次进行沟通。
如果我免疫功能低下，应该在何时接种额外剂次？
CDC 建议免疫功能中度或重度低下的人群在接种第二剂 Pfizer-BioNTech COVID-19 疫苗或 Moderna
COVID-19 疫苗后至少满 28 天时接种 COVID-19 mRNA 疫苗的额外剂次。
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应该与医生就接种 COVID-19 疫苗额外剂次的适合性和具体时机进行沟通。纽约州卫生署亦
建议医生主动与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探讨接种额外剂次的益处。
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为何需要接种疫苗的额外剂次？
根据 CDC 的规定，免疫功能中度或重度低下人群约占成年人的 3%，尤其容易感染 COVID-19 病毒，因为他
们更可罹患严重的长期疾病。
研究表明，部分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在接种疫苗后无法产生与免疫功能正常人群相同水平的免疫力，可能需要额
外剂次来确保产生抵抗 COVID-19 的充足防护力。在小型研究中，完全接种疫苗的免疫功能低下者在住院治疗
的“突破病例”中占很大比例，更可能将病毒传播给家庭接触者。
能否混合接种不同疫苗的额外剂次？例如，如果接种的初始疫苗系列为 Pfizer-BioNTech 疫苗，能否接种
Moderna COVID-19 疫苗的额外剂次？
对于已接种 Pfizer-BioNTech 或 Moderna COVID-19 疫苗系列的个人，在接种第三剂时，应该接种同一种
mRNA 疫苗。切勿接种超过三剂 mRNA 疫苗。如果无法查询或不知道前两剂 mRNA 疫苗产品，则可以接种任
意一种 mRNA COVID-19 疫苗产品。
接种 J&J/Janssen 疫苗的免疫功能低下人群该怎么办？
FDA 近期的 EUA 修订版规定仅适用于 mRNA COVID-19 疫苗，CDC 的建议也是如此。
新的数据表明，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在接种两剂 mRNA COVID-19 疫苗后所产生的保护作用较低甚至没有保
护作用，但在接种同一种疫苗的额外剂次后则可能有所改善。对于接种 Johnson & Johnson’s Janssen
COVID-19 疫苗的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在接种同一种疫苗的额外剂次后是否也能改善抗体反应，目前尚无足够的
数据支持。
接种疫苗额外剂次的人群能享受哪些益处？
对于初始疫苗系列没有反应的人群，额外剂次可帮助预防可能危及生命的 COVID-19 重症。正在进行中的临床
试验证明，mRNA COVID-19 疫苗（Pfizer-BioNTech 或 Moderna）在接种两剂系列后可预防 COVID-19。有
限信息指出，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在接种两剂 mRNA 疫苗后所产生的保护作用较低甚至没有保护作用，但在接
种同一种疫苗的额外剂次后则可能有所改善。
个人接种额外剂次存在哪些风险？
疫苗额外剂次接种风险的相关信息较为有限，免疫功能低下人群接种 COVID-19 疫苗额外剂次的安全性、有效
性和益处仍在评估之中。截至目前，接种第三剂 mRNA 疫苗后所报告的反应与两剂系列较为相似，其中疲劳和
注射部位疼痛是最常见的副作用，总体而言，大多数为轻中度症状。
然而，与两剂系列一样，严重副作用极为罕见，但仍有可能出现。

加强针和额外剂次证明
我应该如何获取 COVID-19 加强针和/或额外剂次所需的证明？
CDC COVID-19 疫苗接种卡原件即是加强针证明。如果意外丢失疫苗接种卡原件，请联系医疗服务提供者，
以获取免疫记录副本。纽约州无法更换丢失的疫苗接种卡，因为此卡是由 CDC 负责发放。

在适用情况下，是否需要接种 COVID-19 加强针和/或额外剂次，才算是“完全接种”，并作为企业和场馆准
入证明？
不是。目前，纽约居民在完成初始疫苗接种两周后仍视为“完全接种”，即接种 Pfizer-BioNTech 或 Moderna
疫苗等两剂疫苗的第二剂后两周，或者接种 J&J/Janssen 疫苗等单剂疫苗后两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