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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针对 COVID-19
开发的 AZD1222（ChAdOx1-S[重组]）疫苗的
临时建议 

 
临时指导文件 
2021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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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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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网站上找到。 

这些临时建议适用于牛津大学（英国）和阿斯利康针对 COVID-19 开发的 AZD1222（ChAdOx1-

S[重组]）疫苗，也适用于其他厂商依据阿斯利康核心临床数据针对 COVID-19 生产的 ChAdOx1-S[重

组]疫苗，只要在其监管审查中证明具有同等功效且已被世卫组织列入紧急使用列表。 

本指导文件是基于《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针对 COVID-19 开发的 AZD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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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循证医学的原则，并为发布和更新建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方法流程(2)。具

体到 COVID-19 疫苗，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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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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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抗 COVID-19 的 AZD1222 疫苗的总体目标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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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急需开发有效且安全的疫苗，并大规模和公平地向所有国家提供。 

根据对联合王国、巴西和南非接受 2 个标准剂量的试验参与者数据（数据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7 日）的初步分析，不管两剂疫苗的接种时间间隔多长时间，针对 COVID-19 的 AZD1222 疫苗对

预防有症状的 SARS-CoV-2感染的有效性为 63.09%（95%置信区间 51.81；71.73）。两剂疫苗接种时

间间隔越长，疫苗有效性越高。另外，随着两剂间隔时间的增加，抗体水平也会提高，这些都支持

https://www.who.int/news-room/events/detail/2021/02/08/default-calendar/extraordinary-meeting-of-the-strategic-advisory-group-of-experts-on-immunization-(sage)---8-february-2021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sage_wg_covid-19/en/
https://www.who.int/groups/strategic-advisory-group-of-experts-on-immunization/covid-19-materials
https://www.who.int/groups/strategic-advisory-group-of-experts-on-immunization/covid-19-materials
https://www.who.int/groups/strategic-advisory-group-of-experts-on-immunization/covid-19-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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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结论，即在 4 至 12 周内接种两剂疫苗的时间间隔越长，疫苗有效性越高。从接种第一剂疫苗后

22 天起，没有人在接种疫苗之后住院，相比之下，在同一时间段内有 14 名未接种疫苗的人因

COVID-19 而住院。在进行分析时，接种第二剂疫苗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80 天。关于本疫苗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更详细的数据可以在《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针对 COVID-19开发的 AZD1222疫苗的背景文

件》（https://www.who.int/groups/strategic-advisory-group-of-experts-on-immunization/covid-19-materials）

中找到。世卫组织审查的数据支持 AZD1222 疫苗的已知和潜在益处大于已知和潜在风险的结论。由

于无法立即提供充足的疫苗供应来让所有可能从中受益的人获得免疫力，建议各国将世卫组织确定

优先次序路线图(4)和世卫组织价值观框架(5)作为其确定目标人群优先次序的指导文件。只要疫苗供

应非常有限（世卫组织确定优先次序路线图第一阶段），在有社区传播的环境中，路线图建议首先

优先考虑为卫生工作者以及有共病或没有共病的老年人接种疫苗。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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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止向弱势群体传播。保

护老年人将对减少死亡人数产生最大的公共卫生影响。随着可用疫苗增加，应按照世卫组织确定优

先次序路线图(4)中的概述，同时考虑到国家流行病学数据、监管机构批准的产品信息中概述的具体

疫苗特征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为其他重点人群接种疫苗。 

预期用途 

18 岁及以上人士。 

施打 

推荐的方案是向三角肌注射两剂（0.5 毫升）疫苗。根据生产厂家的产品标签，可间隔 4 至 12

周(6)施打疫苗。鉴于观察到两剂疫苗的有效性和免疫原性随施打间隔的延长而增加，世卫组织建议

两剂疫苗的施打间隔为 8 至 12 周。如果在第一次施打之后不到 4 周内无意中施打了第二剂疫苗，则

无需重复施打。如果第二次施打因疏忽而使间隔时间超过了 12 周，则应尽早施打。建议所有接种者

接种两剂疫苗。 

增强剂量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在接种了两剂疫苗之后还需要继续接种疫苗。随着数据的进一步积

累，将对是否需要增加剂量以及接种时机进行评估。 

与 COVID-19疫苗交换施打 

目前没有关于本疫苗可与其他 COVID-19 疫苗交换施打的数据。目前建议施打同一产品的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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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疫苗共同施打 

在施打本疫苗与针对其他疾病的任何其他疫苗之间应至少间隔 14 天。如果有与其他疫苗共同施

打的数据，可能会对本建议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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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史者禁止接种本疫苗。在第一次注射本疫苗后出现过敏反应的人不

应再注射第二剂同样的疫苗。 

预防措施 

在临床试验中，没有录得由 AZD1222 疫苗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或过敏症。不过，对于所有疫苗

而言，AZD1222 疫苗都应在医疗监督下施打，并在出现过敏反应时提供适当的医学治疗。至于任何

其他疫苗，接种后应确保有 15 分钟的观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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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感冒或低烧等轻微感染不应推迟疫苗接种。 

特定人群的疫苗接种 

可从免疫原性和临床试验中获得支持数据的人群 

65岁及以上人群 

由于临床试验招募的 65 岁或以上的参与者相对较少，因此，在疫苗组或对照组中，本年龄段的

COVID-19 病例很少，因此，估计疫苗有效性的置信区间非常宽。从正在使用这种疫苗的国家正在进

行的试验和疫苗有效性研究中，预计很快会有对这一年龄段的更准确的有效性估计。疫苗在老年人

体内产生的免疫反应已有详细的记录，并与其他年龄段的免疫反应类似。这表明很有可能会发现本

疫苗对老年人有效。试验数据表明疫苗对这个年龄段是安全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由 COVID-19 引

起的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急剧增加。在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确定优先次序路线图中，老

年人被定为重点人群。这一优先次序的确定得到了疫苗影响模型估计的支持，即使疫苗有效性远低

于在施打 AZD1222 疫苗的更年轻成人中观察到的有效性。考虑到现已掌握的所有证据，世卫组织建

议对 65 岁及以上人群使用本疫苗。 

共病患者 

某些共病已被确定为会增加严重 COVID-19 疾病和死亡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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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

的人群。临床试验中研究的共病包括肥胖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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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试验数据有限或没有数据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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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议为 18 岁以下人员接种本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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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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D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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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AZD1222 疫苗是一种非复制疫苗。 

动物发育和生殖毒性研究正在进行中。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没有迹象表明疫苗会对胎儿发育造

成伤害。计划在今后几个月内对孕妇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妊娠子研究和妊娠登记。随着这些研

究数据的获得，将会对接种疫苗的建议进行相应地更新。在此期间，只有当孕妇接种疫苗的益处超

过潜在疫苗风险时，才应为孕妇接种 AZD1222 疫苗，例如，如果她们是面临高暴露风险的卫生工作

者，或者患有共病使她们处于有患严重 COVID-19 疾病的高风险组别。应提供关于孕妇缺乏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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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不建议因接种疫苗而推迟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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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的健康益处。预计疫苗对哺乳期妇女的有

效性与其他成人类似。目前尚不清楚 AZD1222 疫苗是否会在母乳中排出。由于 AZD1222 疫苗是一种

非复制疫苗，不太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童构成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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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携带者患严重 COVID-19 的风险可能更高。艾滋病毒携带者未

被纳入试验的初步分析，艾滋病毒阳性受试者亚群的安全性数据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关于疫

苗施打的数据不足以评估疫苗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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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低，这样可能会降低其临床有效性。在此期间，鉴于本疫苗是不可复制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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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人群）的有效性，也不足以评估疫苗相关风险。对疫苗的免疫反应

可能会降低，这样可能会降低其临床有效性。在此期间，鉴于本疫苗是不可复制疫苗，属于推荐接

种群体的免疫力低下者可以接种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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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目前，没有关于 AZD1222 疫苗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属于推荐接种

人群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可以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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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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汇总分析获得的数据表明，AZD1222 疫苗对曾

经感染 SARS-CoV-2 的人是安全的。在基线血清阳性的受试者中，接种第一剂疫苗后抗体水平有所

升高，接种第二剂后没有进一步升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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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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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对这一时间的长度进行修正。 

目前患有急性 COVID-19的患者 

经聚合酶链反应确诊患有急性 COVID-19 的患者，包括在接种两剂疫苗之间经聚合酶链反应确

诊感染的患者，在从急性疾病康复并达到停止隔离的标准之前，不应接种疫苗。经聚合酶链反应确

诊感染 SARS-CoV-2的患者可推迟 6个月接种疫苗。如果掌握了更多关于自然感染后免疫期的数据，

可能会对这一推迟的时间长度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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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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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病毒 

SARS-CoV-2病毒出现了进化。一些新的变异病毒可能与更高的传播率、疾病严重程度、再感染

风险或导致疫苗有效性降低的抗原成分变化有关。 

初步分析显示，在联合王国的 V002试验中，AZD1222疫苗对 B1.1.1.7病毒的有效性略有降低，

这与中和抗体降低有限有关。南非一期/二期 a试验（COV005）的初步分析表明，在少量样本和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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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活性显著损失的基础上，本疫苗对因为 B1.351 病毒引起的轻度和中度疾病的有效性显著降低。

这项研究旨在评估本疫苗对任何严重疾病的有效性，但样本量小，无法具体评估疫苗对严重 COVID-

19 的有效性。间接证据与对严重 COVID-19 的保护一致；不过，这仍然需要在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

和实施后评估中得到证明。 

有鉴于此，世卫组织目前建议按照确定优先次序路线图(4)使用 AZD1222 疫苗，即使国内出现变

异病毒。各国应根据本地流行病学情况，包括变异病毒的传播范围，开展有关接种疫苗的益处与风

险评估。 

这些初步调查结果突出表明，迫切需要采取一种协调一致的办法来监测和评价变异病毒及其对

疫苗有效性的潜在影响。世卫组织将继续监测这一情况；随着新数据的出现，将会对建议进行相应

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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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含有刺突蛋白；因此，刺突蛋白的 IgM或 IgG阳性检测可以表明先前感染过

病毒，或者先前接种过疫苗。为了评估接种 AZD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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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预计在接种疫苗后基于核衣壳蛋白的检测结果为阴性（除非发生了自然感染）。目前不建议

用抗体检测来评估在接种 AZD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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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还没有足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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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采取的措施，这取决于 COVID-19 流行病学和新

出现变异病毒的潜在风险。已接种疫苗和尚未接种疫苗的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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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加强对基于载体的疫苗作用机制、从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研究中获得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数据以及背景死亡率、孕产妇和新生儿预后以及优先接种人群中引起特别关注的不良

事件发生率的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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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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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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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物流 

本疫苗采用每瓶 10 剂疫苗的包装，有瓶塞（弹性材料，铝外包装），每盒装有 10 瓶多剂量疫

苗。未开封的多剂疫苗瓶应储存在冰箱中（2℃至 8℃），不应冷冻。一旦药瓶打开（第一针），应

根据世卫组织药瓶打开政策进行处理，并在免疫接种活动结束时或在打开后六小时内丢弃，以时间

先到者为准。在此期间，该产品可在最高 30℃的温度下(6、7)保存和使用。 

为了提高生物医药产品的可追溯性，应在患者病历中明确记录被施打产品的名称和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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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D1222 疫苗

的反应性概况，这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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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通过进一步研究缩小当前知识差距的建议 

世卫组织建议开展以下授权后监测活动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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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脊髓炎、接种疫苗后多

系统炎症综合征病例、接种疫苗后导致住院或死亡的 COVID-19 病例； 

− 在优先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引起特别关注的不良事件的背景发生率、产妇和新生儿预后

及死亡率。 

• 疫苗有效性： 

− 疫苗对老年人的有效性； 

− 疫苗在接种第一剂到第二剂期间的有效性； 

− 疫苗对新的变异病毒的有效性； 

− 疫苗的长期有效性以及注射加强剂疫苗之后是否能延长保护期； 

− 对异种疫苗的加强剂量研究； 

− 调查本疫苗是否会减少 SARS-CoV-2 传播和病毒排出的研究； 

− 对突破性感染和病毒序列信息的评估和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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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人群： 

− 关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接种 AZD1222 疫苗的安全性的前瞻性研究； 

− 关于 18 岁以下人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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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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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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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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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疫苗在替代冷链配送和储存条件下的稳定性。 

• 变异病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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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疫苗更新； 

− 建立模型，以确定对新出现的变异病毒使用有效性被降低的疫苗需要权衡的利害关系； 

− 对更新后的疫苗配方进行加强剂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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