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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新冠疫苗是在新冠病毒被发现后的一年内问世的。对于为什么疫苗能够被如此迅速地制
造出来，各方都有着很多疑问。事实是，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这个过程能够快得多，也高效
得多。重要的是知道安全性检查的步骤没有被漏掉。以下的时间表说明了为什么制造新冠疫苗
的过程相比其他疫苗的要高效得多。

疫苗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制造出一种疫苗可能需要长达 10 年的时间。


在研究阶段结束之后，一个疫苗需要经历三个人类临床试验阶段；每个阶段的参与人数都比
前一个阶段多。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在其科学顾问小组审查了研究结果之后会批准此疫苗。



然后一支国家级的顾问团队-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ACIP）会
建议哪些人应该接种此疫苗。



在此之后，制造商就开始生产疫苗。



在人们接种此疫苗的同时，CDC 及 FDA 将继续审查此疫苗的安全数据。

A vaccine pr oces s starting with research. The n vacci ne clini cal studie s. Pha se 1 clini cal studi es happen first where they fi nd if t he vacci ne is sa fe. The n pha se 2 clini cal studie s where they find i f the vacci ne works. An d then phase 3 clinical st udies w here they fin d if the va ccine i s safe a nd if it works. N ext, the vaccine safety data review. The FDA review is when FDA looks at the data and ap proves the va ccine. The n the ACIP review to re comme nd wh o sh ould get the vaccine . Safety monitoring is last, where CDC a nd FDA continue t o look at the vacci ne data. Vaccine starts bei ng ma de after the FDA review and continu es past sa fety monitoring.

第 1 页，共 2 页

新冠疫苗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新冠疫苗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对于新冠病毒的早期研究以及疫苗技术的发展让此过程进展神速。



有时候为疫苗研究寻找资金可能需要大量时间，但是对于新冠疫苗，联邦政府投入了大量资
金。



制造商会同时招募三个临床研究阶段的参与者，而不是等待一个阶段结束之后再开始下一个
阶段的招募。



在临床研究进行的同时，制造商已在生产疫苗。



通过紧急使用授权（EUA）来批准疫苗所花费的时间也更少。获得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是第一
要务。
▪



联邦层面的团队不会让任何情况延误对疫苗的审查并也希望获得批准。例如，FDA 增加了
大量人手将审查过程从数月缩短到数周。

只有在研究显示疫苗是安全且有效的情况下，此疫苗才可获得批准。

A vaccine pr oces s starting with research. The n vacci ne clini cal studie s. All three phas es are hap peni ng at the same ti me. Pha se 1 cli nical stu dies happen first where they find i f the vacci ne is sa fe. The n pha se 2 clini cal studi es where they find i f the vaccine works. An d then phase 3 clinical studies w here th ey find if th e vacci ne is safe and i f it works. The vaccine cli nical stu dies go u ntil the end of the A CIP review. Vacci ne starts bei ng made near the en d of the pha se 1, 2, an d 3 cli nical stu dies an d exte nds pa st safety and monitoring. N ext, the vaccine sa fety data review. The FDA review is when FDA look s at the data and gives e mergen cy use aut horization to use th e vacci ne. The n the ACIP review to re commend wh o sh ould get the va ccin e. Safety monitoring is last, wher e CDC a nd FDA continu e to look at the vaccine data.

对于新冠疫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了解，比如疫苗对人体的保护能维持多久，对一般大众的
效用如何等等，但是这些并不是推迟让人们获取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的理由。
请查看新冠疫苗(www.health.state.mn.us/diseases/coronavirus/vaccine.html)以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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