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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Covid-19 疫苗接种说明 

 

谁应该在 2022 年/2023 年秋季/冬季追打疫苗加强针？ 
强烈建议所有下列高危易感人群在 2022 年秋季追打疫苗加强针：  

• 年满 65 岁的老者 
• 年满 16 岁的慢性病患者 
• 年满 16 岁的唐氏综合征患者 
• 孕妇 

所有年满 16 岁的其他人群也可以接种疫苗。 
这项建议的力度针对不同的人群各异。  

人群 建议力度 

高危易感人群  
+++ 
强烈 

卫生系统工作人员，高危易感人群的护理人员  
++ 
中等 

所有 16-64 岁的其他人 
(+) 
低 

还建议所有尚未接种 Covid-19 疫苗者接种疫苗。 

不同人群可疫苗加强针中受益的情况如何？ 
• 高危易感人群 
该群体罹患重疾的风险最高，并且也最容易丧失前期疫苗接种

的保护效果。通过继续追打疫苗加强针可至少在接下来的数月

内获得对重疾的更有力的保护。 即使免疫系统严重减弱的人 
(比如因疾病或治疗所致) 和年满 80 岁的人，哪怕他们已经接种

过两次，也可以通过追打加强针来提高疫苗对重疾的保护力

度。 
• 卫生系统工作人员，护理人员 
对于此群体中已接种过疫苗，因此已受到保护者，患重疾的风

险非常低。通过继续追打疫苗加强针所能获得的对轻疾感染的

保护力度较低，且效果短暂：几乎无法阻止病毒的传播。 
对于所有护理人员及医疗和卫生系统的专业人员，只要他们

希望降低感染风险，都会给他们提供追打疫苗加强针的机

会，以保证对高危易感群体的护理工作有序进行，同时确保

医疗卫生系统正常运转。 

 
在此情形下的 30 岁以下的人最好接种辉瑞/BioNTech 疫苗。 

• 所有 16-64 岁的其他人 
对于此群体中已接种过疫苗，患重疾的风险非常低。通过继续

追打疫苗加强针所能获得的对轻疾感染的保护力度较低，且效

果短暂：几乎无法阻止病毒的传播。 
那些出于私人和/或职业原因想要降低感染风险者可以追打疫苗

加强针。 

由于青少年和儿童患 Covid-19 重疾的风险非常低，故目前不建

议为 16 岁以下的人追打疫苗加强针。绝大多数年满 5 岁的儿童

和青少年因此前受到过感染或接种过疫苗，故已经有了针对新冠

病毒的抗体。 

何时应该追打疫苗加强针？  
疫苗加强针可以在最后一次接种 Covid 19 疫苗的 4 个月后或已

知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 4 个月后追打。 
这也适用于高危易感且已第二次追打过疫苗加强针的人群。 
可以在接种 Covid-19 疫苗的同时、之前或之后接种其他灭活疫

苗 (例如流感疫苗)。 

请注意：您发高烧吗？您生病或感到不适吗？若是，请推迟接种

日期。  

对于那些年满 16 岁，但仍未接种过 Covid-19 疫苗者适用何种

建议？ 
新冠病毒大流行延续到今天，瑞士几乎所有未接种过疫苗者都至

少感染过一次新冠病毒。因此，您的免疫系统已与新冠病毒打过

交道。鉴于此，建议那些不属于高危易感人群者只接种一剂疫

苗。由此能提高对重疾的保护。或者，也可以间隔 4 周接种两剂

疫苗。1   
对于高危易感人群：参见须知单行本 → 高危易感人群须知。 

 新冠病毒大流行延续到今天，几乎每个瑞士公民都已接种过疫苗，或得过 Covid-19。您的免疫系统或多或少已与新冠病

毒打过交道。此外，与早期的病毒变种相比，目前流行的变种所引发的病情更温和。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新现状，我们特

此在调整后提出新的疫苗接种建议。 

 通过追打疫苗加强针，那些 Covid-19 重疾易感人群至少可以暂时获得更有力的重疾保护。因此，强烈建议所有高危易感

人群追打疫苗加强针。 → 高危易感人群须知 

 对于所有年满 16 岁的其他人，通过追打疫苗加强针能够获得的对轻疾感染的保护力度是低效的，也是短暂的。由于已经

采取了保护措施，故此群体中已接种疫苗者患重疾的风险非常低。 

 摘要 

http://www.foph-coronavirus.ch/vaccination
https://www.bag.admin.ch/dam/bag/de/dokumente/cc/Kampagnen/covid-19/ImpfungHerbst22BGP/impfung-herbst2022-bgp-ma.pdf.download.pdf/test-dok.pdf
https://www.bag.admin.ch/dam/bag/de/dokumente/cc/Kampagnen/covid-19/ImpfungHerbst22BGP/impfung-herbst2022-bgp-ma.pdf.download.pdf/test-dok.pdf


 更新于 13.02.2023
 2 / 2 

 
www.foph-coronavirus.ch/疫苗接种 

费用：推荐的 Covid-19 疫苗接种是免费的。  
 
接种方法：请通过网站或您所在州的信息热线 (www.foph-coronavirus.ch/cantons) 来了解您可以接种的地点。 
 
有关 Covid-19 疫苗接种的其他信息请参见 FOPH 的网站：www.foph-coronavirus.ch/vaccination 或向医生咨询。或向药房咨

询。 

链接：  
• Covid-19 疫苗接种法？| FOPH (foph-coronavirus.ch) 
• 常见问题 (FAQ) (admin.ch) 

 其他说明 

建议接种何种疫苗？ 
对于疫苗加强针接种，我们建议最好接种能抵抗变异病毒的 (二
价) mRNA 疫苗或 Novavax 蛋白疫苗 (如果有的话 2)。在此，之

前接种的是哪款疫苗并不重要。 
对于 mRNA 疫苗 (辉瑞/BioNTech 或莫德纳)，已有的 (单价) 疫
苗和抵抗变异病毒的 (二价) 疫苗都适用于疫苗加强针的接种。目

前的数据表明，即使针对新的奥密克戎变体，单价 mRNA 疫苗仍

能对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疾提供良好的保护。 

未接种疫苗且因治疗原因无法接种或拒绝接种一款 mRNA 疫

苗或 Novavax 蛋白疫苗的年满 18 岁的人士可接种一剂杨森载

体疫苗。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杨森载体疫苗介绍页。 

重要：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免疫系统严重削弱的人应该接种

某一款 mRNA 疫苗。 

特定的疫苗不适用于哪些人？ 

对于以下人群，我们不建议他们  

接种某一款预防 Covid-19 的 mRNA 疫苗： 
• 对疫苗中的某种成分，如聚乙二醇 (PEG) 或乙胺嘧啶

(TRIS) 确实有过严重过敏反应者。  

对于以下人群，我们不建议他们  
接种预防 Covid-19 的 Novavax 蛋白疫苗： 
• 对疫苗中的某种成分，尤指聚山梨醇酯 80、皂苷、Matrix-M 
确实有过严重过敏反应者。 

此等情形下，请向过敏症专家寻求建议。更多信息请参见 BAG 
网站：www.foph-coronavirus.ch/vaccination。 

接种的疫苗安全吗？ 

预防 Covid-19 的疫苗是安全的。在瑞士，任何一种疫苗都需要许

可证。为此，它必须先满足对安全、有效性和质量的高要求。接

种疫苗带来的益处必须明显大于风险。只有这样，这些疫苗才会

在瑞士得到使用推荐。专业人员会不断监督这些疫苗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 

 
2 请注意：这是一般性建议。对某些人有特定的建议，例如，对于免疫系 
   统遭到严重削弱的人群。请咨询医生以了解更多信息。 

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有哪些？ 

每一种疫苗都会有副作用。但大多很轻微，且症状很快就会消

失。 
这些副作用在接种疫苗后很常见： 

• 手臂上的打针处会出现发红、肿胀现象，或有疼痛感。 
• 疲劳 
• 头痛 
• 肌肉和关节疼痛 
• 一般症状有如发冷、有发烧之感或发低烧 
• 恶心 
• 腋窝淋巴结肿大或疼痛 
• 皮疹和瘙痒 

这些症状表明，体内已经建立起对疾病的保护层。通常，副作用

会在几天后消失。您在一周后依然有副作用吗？症状越来越严重

吗？还是您心存疑虑？  
若是，请联系医生。  

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情况很少。有些人在接种疫苗后会立即出现严

重的过敏反应。例如，出现严重的肿胀、发红、瘙痒或呼吸急

促症状。 

在极少数情况下，在接种疫苗后的 14 天内会观察到心肌或心

包的炎症，此类症状大多轻微，且易于治愈。心肌炎的典型症

状有：胸痛、气短和严重心悸，大多会出现在接种后的两周

内。 
出现此类症状时请立即就医。 

 

http://www.foph-coronavirus.ch/vaccination
http://www.foph-coronavirus.ch/vaccination
http://www.foph-coronavirus.ch/cantons
http://www.foph-coronavirus.ch/vaccination
https://bag-coronavirus.ch/impfung/wie-funktioniert-die-impfung/
https://bag-coronavirus.ch/impfung/wie-funktioniert-die-impfung/
https://www.bag.admin.ch/bag/de/home/krankheiten/ausbrueche-epidemien-pandemien/aktuelle-ausbrueche-epidemien/novel-cov/haeufig-gestellte-fragen.html
https://www.bag.admin.ch/bag/de/home/krankheiten/ausbrueche-epidemien-pandemien/aktuelle-ausbrueche-epidemien/novel-cov/haeufig-gestellte-fragen.html
http://www.foph-coronavirus.ch/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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