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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本临时指导文件是根据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在其2021年1月21日特别会议上发布的建议制定的[1]。 

所有外部来稿者均提交了利益申报表，并对所有利益冲突进行了评估。所报告的利益摘要可在

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会议网站和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工作小组网站上找到。 

本指导文件是基于《关于抗 COVID-19 的莫德纳 mRNA-1273 疫苗的背景文件》和《关于 2019 冠

状病毒病和疫苗的背景文件》中总结的证据。这两份文件可在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 COVID-19 网页上

找到：https://www.who.int/groups/strategic-advisory-group-of-experts-on-immunization/covid-19-materials。 

方法 

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采用循证医学原则，并为发布或更新建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方法流程[2]。

对适用于 COVID-19疫苗的方法流程的详细描述可在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的 COVID-19 疫苗证据框架

中找到。该框架包含关于考虑临床试验数据以便发布针对具体疫苗的循证建议的指导文件[3]。 

使用抗 COVID-19 的莫德纳 mRNA-1273 疫苗的目标和策略 

COVID-19 大流行在全世界造成了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导致严重的社会、教育和经济混

乱。全球急需有效和安全的疫苗并大规模和公平地向所有国家提供。 

莫德纳公司开发了抗 COVID-19 的 mRNA-1273 疫苗，根据中位时间为两个月的随访，已证明其

有效性为 94.1%。本疫苗在所有年龄段（18 岁以上）中均保持高水平的有效性，且不受性别或民族

属性的影响。世卫组织目前审查的数据支持 mRNA-1273 的已知和潜在益处超过已知和潜在风险的结

论。由于无法立即获得足够的疫苗供应来对所有可能从中受益的人进行免疫接种，建议各国使用世

卫组织确定优先次序路线图[4]和世卫组织价值观框架[5]作为其确定目标群体优先次序的指导文件。

当疫苗供应十分有限时（世卫组织确定优先次序路线图第一阶段），在存在社区传播的情况下，路

线图建议优先考虑面临高风险的卫生工作者和有共病或没有共病的老年人。保护面临高风险的卫生

工作者有三重目的：(1)保护卫生工作者个人；(2)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保护关键基本服务，以及(3)

防止向弱势群体传播。保护老年人将在减少死亡人数方面产生最大的公共卫生影响。随着疫苗的供

应增加，应按照世卫组织确定优先次序路线图[4]所述，考虑国家流行病学数据和其它相关因素，为

其他重点人群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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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用途 

18 岁及以上人员。 

施打 

推荐的方案是三角肌肌肉注射两剂疫苗（每剂 100 微克，0.5 毫升）。建议两剂间隔时间为 28

天。如果在施打第一剂后不到 28 天的时间里无意中施打了第二剂，则无需重复施打。如果因疏忽延

误了第二剂的施打，则应根据制造商的说明尽早施打。目前建议个人总共接种不超过两剂疫苗。 

对改变疫苗接种时间安排的考虑 

世卫组织认识到，一些国家面临疫苗供应紧张和疾病负担沉重的特殊情况。因此，一些国家已

考虑推迟第二剂的施打，以提高初始覆盖率。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察：即疫苗在接种第一剂后的第 

14 天起效，有效性达到约 91.9%（中位随访时间为 28 天）。似乎接种一剂后就可以预防 COVID-19

疾病；然而，由于大多数试验参与者接种了两剂疫苗，没有足够的信息表明单剂接种 28 天后仍有长

期保护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和抗体反应在接种第一剂后是适度的，在接种第二剂后显著增强。 

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国家可考虑推迟第二剂疫苗的施打，这是在疫苗供应继续增加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增加第一剂疫苗接种者人数的务实做法。世卫组织目前的建议是，如果判断有必要，两剂之

间的间隔时间可延长至 42 天。这种延长的证据基础不强，但这是三期试验初步有效性分析中的所有

参与者中的最长间隔，而绝大多数参与者接种两剂疫苗的间隔时间更短[6]。预计在公共卫生疫苗接

种规划中使用本疫苗后不久就可获得有关于延长间隔时间的更多数据。如果这些数据表明确有必

要，将更新这一建议。各国应确保对两剂疫苗接种间隔时间进行的任何此类规划调整不会影响接种

第二剂相同疫苗的可能性。 

世卫组织不建议在能够获得支持证据之前将剂量减半至 50 微克。 

增强剂量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连续接种两剂当前疫苗完成后，还需要接种一剂或多剂增强疫苗。随

着进一步的数据积累，将对是否需要增加剂量以及接种时机进行评估。 

与其他疫苗交换施打 

目前没有关于本疫苗可与其它 mRNA 疫苗或其它 COVID-19 疫苗交换施打的数据。建议两剂疫

苗使用同一产品。如果施打的两剂疫苗无意中使用了不同的 COVID-19 疫苗产品，目前不建议补种

其中任何一种疫苗。如果有关于可以交换施打的更多信息，可能会更新建议。 

与其它疫苗共同施打 

在获得与其它疫苗共同施打的数据之前，本疫苗与任何其它疫苗的接种时间应至少间隔 14 天。 

禁忌症 

对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史者禁止接种本疫苗。对 mRNA-1273 疫苗的成分之一聚乙二醇

（PEG）有过敏性史的个人，不应施打 mRNA-1273 疫苗。如果在施打第一剂 mRNA-1273 疫苗后出

现过敏性反应，则不应再施打第二剂 mRNA-1273 疫苗或 mRNA-BNT162b2 疫苗（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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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 

对任何其它疫苗或注射疗法（即肌肉注射、静脉注射或皮下注射疫苗或疗法）有过敏性史被视

为需警惕的情况，但不是接种疫苗的禁忌症。对于此类人员，应由具有过敏性疾病专业知识的卫生

专业人员进行风险评估。这些人可能仍会接种疫苗。尚不确定过敏风险是否会增加，但应将潜在的

过敏风险告知他们，并应权衡接种疫苗的风险和益处。这些人在接种疫苗后应在可以立即治疗过敏

症的卫生保健机构留观 30 分钟。 

一般来说，在接种第一剂疫苗后立即有非过敏性反应的人不应再继续接种疫苗，除非经具有专

业技术知识的卫生专业人员审查后建议接种。就本指导文件而言，立即有非过敏性反应被定义为在

施打疫苗后 4 小时内出现的任何体征或症状，如荨麻疹、血管性水肿、无其他症状的呼吸道症状

（如咳嗽、喘息、喘鸣）。然而，根据个人风险效益评估，如果 mRNA-1273 疫苗是患严重 COVID-

19 的风险较高的人员的唯一选择，则可在密切的医疗监督下接种这种疫苗。 

由于在无过敏史的接种者中也报告了少量过敏反应，世卫组织建议只在可治疗过敏反应的环境

中施打 mRNA-1273 疫苗。在获得更多关于 mRNA-1273 疫苗接种后的过敏反应的数据和见解之前，

所有疫苗接种者均应在接种后至少留观 15 分钟。 

食物、昆虫毒液和接触过敏以及过敏性鼻炎、湿疹和哮喘不被视为需要警惕的情况。瓶塞不是

用天然胶乳制成的，对胶乳过敏不属于接种疫苗的禁忌症或需要警惕的情况。此外，由于 mRNA-

1273 不含鸡蛋和明胶，对任何食物物质过敏不属于接种疫苗的禁忌症或需要警惕的情况。 

任何患有急性发热疾病（体温超过 38.5℃）的人都应该推迟接种疫苗，直到不再发热为止。 

特定人群的疫苗接种 

二期/三期临床试验提供了支持数据的人群 

老年人 

患严重 COVID-19 和死亡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增加。三期试验数据表明，本疫苗在所

有年龄段（18 岁以上）中具有同等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建议老年人接种疫苗。 

共病患者 

某些共病已被确定为会增加患严重 COVID-19 疾病和死亡的风险。三期临床试验表明，本疫苗

在患有各种基础疾病的人群中具有类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包括那些使他们面临更大严重 COVID-19

的人。三期临床试验研究的共病包括慢性肺病、严重心脏病、严重肥胖症、糖尿病、肝病和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感染。对于已被确定为会增加严重 COVID-19 风险的共病患者，建议接种

本疫苗。 

三期临床试验数据有限或无数据的人群 

极度虚弱的老年人和 95岁以上人员 

极度虚弱的老年人和 95 岁以上人员未被纳入临床试验。然而，在大量有和没有共病的老年人子

集中获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表明，接种疫苗的益处大于潜在风险。建议老年人接种疫苗，无

年龄上限。对于预期寿命少于 3 个月的非常虚弱的老年人，需要进行个人风险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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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 18岁以下青少年 

目前没有关于本疫苗对儿童或 18 岁以下青少年的有效性或安全性的数据。在获得这些数据之

前，不应为 18 岁以下人员接种本疫苗。 

孕妇 

与未怀孕的育龄妇女相比，孕妇患严重 COVID-19 的风险更高，COVID-19 与早产风险增加有

关。关于孕妇接种 mRNA-1273 疫苗的现有数据不足以评估疫苗有效性或怀孕期间与疫苗相关的风

险。不过，应注意的是，mRNA-1273 疫苗不是活病毒疫苗，mRNA 不进入细胞核，且降解快。 

动物发育和生殖毒性研究没有显示出怀孕期间的有害影响。计划在今后几个月内对孕妇进行进

一步的研究。随着这些研究数据的获得，将会对关于接种疫苗的建议进行相应的更新。在此期间，

世卫组织建议不要在怀孕期间使用 mRNA-1273，除非孕妇接种疫苗的益处超过潜在疫苗风险，例

如，如果她们是面临高暴露风险的卫生工作者，或者孕妇患有共病使她们处于患严重 COVID-19 的

高风险组别。应提供关于缺乏针对孕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的信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咨

询。 

世卫组织不建议在接种疫苗前进行妊娠检测。世卫组织不建议在接种疫苗后推迟怀孕。 

哺乳期妇女 

母乳喂养给哺乳期妇女及其母乳喂养的子女带来巨大的健康益处。预计疫苗对哺乳期妇女的有

效性与其他成人类似。然而，没有关于 COVID-19 疫苗对哺乳期妇女的安全性或 mRNA 疫苗对母乳

喂养儿童的影响的数据。由于 mRNA-1273 疫苗不是活病毒疫苗，而且 mRNA 不进入细胞核且快速

降解，因此，从生物学和临床医学角度来看，不太可能对母乳喂养儿童构成风险。基于这些考虑，

属于建议接种疫苗群体的哺乳期妇女，例如卫生工作者，应在同等基础上接种疫苗。世卫组织不建

议在接种疫苗后停止母乳喂养。 

艾滋病毒携带者 

艾滋病毒携带者患严重 COVID-19 的风险可能更高。在艾滋病毒控制良好的三期临床试验参与

者中，没有关于安全性信号差异的报告。对于艾滋病毒阳性患者而言，如果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中得到良好控制，并且属于建议接种疫苗的群体，可以接种本疫苗。目前，关于疫苗施打的可用

数据不足以评估疫苗对在治疗中未得到良好控制的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对疫苗的免

疫反应可能会减弱，因而可能会改变其有效性。在此期间，鉴于本疫苗不是活病毒，属于推荐接种

群体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可以接种疫苗。应提供关于疫苗对免疫力低下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息，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咨询，以便个人就接种疫苗的益处和风险作出评估。在接种疫苗之前，没有

必要进行艾滋病毒感染检测。 

免疫力低下者 

免疫力低下者患严重 COVID-19 的风险更高。目前掌握的数据不足以评估疫苗对严重免疫力低

下者的有效性，也不足以评估疫苗相关风险。对疫苗的免疫反应可能会减弱，因而可能会改变其有

效性。在此期间，鉴于本疫苗不是活病毒，属于推荐接种群体的免疫力低下者可以接种疫苗。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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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关于疫苗对免疫力低下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咨询，以便个人就接

种疫苗的益处和风险作出评估。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目前没有关于 mRNA-1273 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尽管这些人有资格

参加临床试验。无疫苗接种禁忌症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可以接种疫苗。 

有贝尔麻痹病史的人 

厂商临床试验参与者在接种疫苗后，曾有贝尔麻痹病例报告。然而，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这些病例与疫苗接种存在因果关系。授权后的安全性监测对于评估任何可能的因果关系都很重要。

在缺乏此类证据的情况下，有贝尔麻痹病史的人可以接种 mRNA-1273，除非他们有疫苗接种禁忌

症。 

曾经感染 SARS-CoV-2 的人 

无论个人是否有出现症状或无症状的 SARS-CoV-2 感染史，都可以接种疫苗。不建议在决定是

否接种疫苗时对既往感染进行病毒或血清学检测。从三期试验获得的数据表明，mRNA-1273 疫苗对

有证据表明曾经感染 SARS-CoV-2 的人是安全的。尚不确定曾经感染的个人接种疫苗是否能够得到

额外的保护。尽管有可能再次感染，但目前掌握的数据表明，在初次感染后 6 个月内出现有症状再

次感染的情况很罕见。因此，在前 6个月内经聚合酶链反应确诊感染 SARS-CoV-2的人可以推迟接种

疫苗，直到这一时期接近尾声。如果掌握了更多关于自然感染后免疫期的数据，可能会对这一时期

的长度进行修正。 

目前患有急性 COVID-19的患者 

患有急性 COVID-19 的患者应推迟接种疫苗，直到他们从急性疾病中康复并达到停止隔离的标

准。 

先前接受过 COVID-19被动抗体治疗的人 

目前尚无关于在 COVID-19 治疗中接受过单克隆抗体或恢复期血浆的人接种疫苗的安全性或有

效性的数据。因此，作为预防措施，疫苗接种应推迟至少 90 天，以避免抗体治疗干扰疫苗诱导的免

疫反应。 

特殊环境 

考虑到国家流行病学数据、疫苗供应和其他相关因素，处于难民营和拘留中心、监狱、贫民窟

和其他人口密度高且无法保持身体距离的环境中的人员应优先接种疫苗，如世卫组织确定优先次序

路线图[4]中所述。 

正如世卫组织确定优先次序路线图所指出的，国家规划应特别考虑受 COVID-19 影响过大或因

为社会或结构性不平等而面临卫生不平等的群体。应确定这类群体，消除疫苗接种障碍，并应制定

规划，以确保公平获得疫苗。 

在目前疫苗供应非常有限的时期，国际旅行者优先接种疫苗将违背公平原则。由于这一点以及

缺乏关于接种疫苗是否会降低传播风险的证据，世卫组织目前不建议旅行者接种 COVID-19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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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他们也处于世卫组织确定优先次序路线图[4]中确定的高风险群体或流行病学环境中）。随着

疫苗供应的增加，会重新考虑这些建议。 

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SARS-CoV-2检测 

事先接种疫苗不会影响利用 SARS-CoV-2 核酸扩增或抗原检测来诊断急性/当前 SARS-CoV-2 感

染的结果。不过，必须注意，目前可用的 SARS-CoV-2 抗体检测是对刺突或核衣壳蛋白的 IgM 和/或

IgG 水平进行评估。疫苗含有能够对刺突蛋白进行编码的 mRNA；因此，刺突蛋白的 IgM 或 IgG 阳

性检测可以表明要么先前感染过病毒，要么先前接种过疫苗。为了评估接种 mRNA-1273 疫苗的个人

先前是否感染的证据，应采用专门用于评估核衣壳蛋白 IgM 或 IgG 水平的检测。基于核衣壳蛋白的

阳性检测结果表明先前感染过病毒。目前不建议用抗体检测来评估在接种 mRNA-1273 疫苗后是否对

COVID-19 产生免疫力。 

疫苗在其他预防措施中的作用 

由于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疫苗对传播有影响，必须继续采取非药物干预措施，包括使用口罩、

保持身体距离、洗手和其他在特定环境下基于 SARS-CoV-2 流行病学的措施。已接种疫苗以及尚未

接种疫苗的个人均应继续遵循政府关于非药物干预措施的建议。在对有关接种疫苗对社区病毒传播

的影响和间接保护的信息进行评估之后，将会对本建议进行更新。 

社区参与、有效沟通和合法性 

社区参与和有效沟通（包括风险沟通）对 COVID-19 疫苗接种规划的成功至关重要。应通过基

于共同价值观、现有最佳科学证据以及受影响方作出的适当陈述和提出的意见的透明流程做出优先

次序的决定。此外，还需要加强关于 mRNA 疫苗作用机制以及从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研究中获得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数据的沟通。策略应包括：(1)免费提供关于 COVID-19 疫苗接种的文化上可接受和语

言上可理解的信息；(2)社区积极参与以及社区意见领袖和受信任人士参与，以提高对这种交流的认

识和理解；以及(3)在决策中考虑受影响的各利益攸关方的意见。这种努力对于不熟悉或不信任卫生

保健系统和免疫接种的人群尤其重要。 

疫苗接种物流 

mRNA-1273 COVID-19 疫苗以–25ºC 至–15ºC 的冷冻悬液的形式提供，装在多剂量药瓶中，每

瓶装有 10 剂疫苗。疫苗在施打前必须解冻。解冻后，可以从每个药瓶中取出 10 剂（每剂 0.5 毫

升）。药瓶在取出第一剂之前可在 2°C 至 8°C 下冷藏储存最长 30 天。未打开的药瓶可以在阴凉的环

境或室温（8°C–25°C）下保存最长 12 小时。在取出第一剂后，药瓶保存温度应控制在 2ºC 至 25ºC

之间，并在 6 小时后丢弃。 

在评估部署 mRNA-1273 的可行性时，免疫规划应考虑冷链要求。必须满足避免药瓶暴露在阳光

和紫外线条件下。 

必须能够立即向疫苗接种者提供适当的药物治疗来控制过敏反应。因此，本疫苗只能在有必要

资源和训练有素的卫生工作者的环境中施打，且接种后至少可以留观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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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职业群体（如卫生工作者）安排接种疫苗时，应考虑到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 mRNA-1273 疫

苗的反应原性，这偶尔会导致在接种疫苗后 24 至 48 小时内必须休假的情况。 

在考虑实施这些建议对规划的影响时，应特别注意公平性，包括规划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可

行性、可接受性和有效性（例如，如何确保冷链储存以及需要能够为过敏反应提供治疗）。 

关于通过进一步监测和研究缩小当前知识差距的建议 

世卫组织建议开展以下研究和授权后监测活动： 

• 安全监督和监测 

− 严重不良事件、过敏反应和其他严重过敏症、贝尔麻痹、接种疫苗后多系统炎症综合

征病例和接种疫苗后导致住院或死亡的 COVID-19 病例。 

• 疫苗有效性 

− 疫苗的长期有效性以及注射加强剂疫苗后是否能延长保护期； 

− 调查本疫苗是否会减少 SARS-CoV-2 传播和病毒排出的研究； 

− 关于疫苗接种失败和病毒序列信息的评估和报告。 

• 亚人群 

− 关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接种 mRNA-1273 疫苗的安全性的前瞻性研究； 

− 关于 18 岁以下儿童接种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对照试验； 

− 关于包括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在内的免疫力低下者接种疫苗的安全

性数据。 

• 疫苗接种物流 

− 与包括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在内的其他疫苗共同施打对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免疫原

性和安全性研究； 

− 目前某些国家实施的推迟第二剂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和影响； 

− 疫苗在替代冷链配送和储存条件下的稳定性； 

− 预防和处理过敏反应的推荐策略的有效性； 

− 各种 COVID-19 疫苗平台内部及平台之间的互换性和“混合搭配”研究。 

• 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 对病毒进化和变异病毒对疫苗有效性的影响进行全球监测，以在需要时支持疫苗更

新； 

− 采用标准化中和、T细胞和粘膜免疫测定方法，在免疫程度和免疫期方面同其他疫苗的

对比研究。 



关于使用抗 COVID-19 的莫德纳 mRNA-1273 疫苗的临时建议：临时指导文件 

-8- 

 

 

参考文献 

1. Extraordinary meeting of the Strategic Advisory Group of Experts on Immunization (SAGE) - 21 
January 2021.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https://www.who.int/news-
room/events/detail/2021/01/21/default- calendar/extraordinary-meeting-of-the-strategic-advisory-group-
of-experts-on-immunization-(sage)---21-january-2021, accessed 21 January 2021). 

2. SAG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vaccination-related recommendation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Guidelines_development_recommendations.pdf, accessed 6 
January 2021). 

3. Evidence to recommendations for COVID-19 vaccines: evidence framework.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SAGE-Framework-
Evidence-2020-1, accessed 7 January 2021). 

4. WHO SAGE roadmap for prioritizing uses of COVID-19 vaccines in the context of limited supply.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who-WHO-
roadmap-for-prioritizing-uses-of-covid-19-vaccines-in-the-context-of-limited-supply, accessed 30 
December 2020). 

5. 《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用于分配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苗和确定疫苗接

种优先次序的价值观框架”》。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 年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4299/WHO-2019-nCoV-SAGE_Framework-
Allocation_and_prioritization-2020.1-chi.pdf?sequence=10&isAllowed=y，2020 年 12 月 30 日访

问）。 

6. Baden LR, El Sahly HM, Essink B, Kotloff K, Frey S, Novak R, Diemert D, Spector SA, Rouphael 
N, Creech CB, McGettigan J, Kehtan S, Segall N, Solis J, Brosz A, Fierro C, Schwartz H, Neuzil K, Corey 
L, Gilbert P, Janes H, Follmann D, Marovich M, Mascola J, Polakowski L, Ledgerwood J, Graham BS, 
Bennett H, Pajon R, Knightly C, Leav B, Deng W, Zhou H, Han S, Ivarsson M, Miller J, Zaks T; COVE 
Study Group.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mRNA-1273 SARS- CoV-2 Vaccine. N Engl J Med. 2020 Dec 
30:NEJMoa2035389. doi: 10.1056/NEJMoa2035389. 

资金来源 

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成员和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工作小组成员不会因与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相

关的任何工作而从本组织获得任何报酬。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秘书处的资金来自对世卫组织的核心

捐款。 

鸣谢 

本文件系与以下人员协商后编写： 

外部：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和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 COVID-19 疫苗工作小组的现任成员。 

世卫组织：Joachim Hombach、Melanie Marti、Katherine O’Brien、Susan Wang 和 Annelies Wilder-

Smith。  

https://www.who.int/news-room/events/detail/2021/01/21/default-
https://www.who.int/news-room/events/detail/2021/01/21/default-
https://www.who.int/news-room/events/detail/2021/01/21/default-calendar/extraordinary-meeting-of-the-strategic-advisory-group-of-experts-on-immunization-(sage)---21-january-2021
https://www.who.int/news-room/events/detail/2021/01/21/default-calendar/extraordinary-meeting-of-the-strategic-advisory-group-of-experts-on-immunization-(sage)---21-january-2021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Guidelines_development_recommendations.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SAGE-Framework-Evidence-2020-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SAGE-Framework-Evidence-2020-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who-WHO-roadmap-for-prioritizing-uses-of-covid-19-vaccines-in-the-context-of-limited-supply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who-WHO-roadmap-for-prioritizing-uses-of-covid-19-vaccines-in-the-context-of-limited-supply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who-WHO-roadmap-for-prioritizing-uses-of-covid-19-vaccines-in-the-context-of-limited-suppl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4299/WHO-2019-nCoV-SAGE_Framework-Allocation_and_prioritization-2020.1-chi.pdf?sequence=10&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4299/WHO-2019-nCoV-SAGE_Framework-Allocation_and_prioritization-2020.1-chi.pdf?sequence=10&isAllowed=y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members/en/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sage_wg_covid-19/en/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sage_wg_covid-19/en/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sage_wg_covid-19/en/


关于使用抗 COVID-19 的莫德纳 mRNA-1273 疫苗的临时建议：临时指导文件 

-9- 

 

 

 

 

世卫组织将继续密切监测局势发展，以了解可能影响本临时指导文件的任何变化。如有任何因

素发生变化，世卫组织将发布进一步的更新。否则，本临时指导文件将在发布之日起两年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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