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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FAQ) 

猴痘 JYNNEOS 疫苗 

1. 什么是 JYNNEOS 猴痘疫苗？ 

JYNNEOS 是一种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两剂疫苗，用于预防 18 岁及以上人群感染猴痘和天

花疾病。它还获得了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EUA)，用于 18 岁以下的人接种。 

• 如果在接触猴痘之前接种 JYNNEOS 疫苗，则有助于保护个人免于感染猴痘疾病。 

• 如果在接触猴痘不久之后接种（最好在 4 天内），则可能有助于个人预防感染该疾病或减轻病情。 

注意：如果一个人已经出现猴痘症状，这时接种疫苗就太晚了。他们应该前往就医，进行检测并获得

治疗建议。 

JYNNEOS 疫苗是用牛痘病毒制成的。这是一种与猴痘和天花病毒有关的病毒。牛痘病毒经过弱化，因此它

不会导致接种者或其周围的人感染牛痘、天花或猴痘。 

一种名为 ACAM2000 的疫苗被 FDA 批准用于预防天花，但也可用于预防猴痘。由于目前在美国尚未使用

ACAM2000 预防猴痘，因此本常见问题解答只涉及 JYNNEOS 疫苗。 

 

2. 如何接种疫苗？ 

JYNNEOS 疫苗是通过注射方式接种的。有两种不同的注射方法： 

• 皮下注射。即疫苗是在上臂皮下注射的。这种接种方法适用于 18 岁以下的人以及有瘢痕疙瘩的任

何年龄人士。瘢痕疙瘩是一种厚而凸起的疤痕，可能会在皮肤损伤后形成，如割伤、穿孔或手术。 

• 皮内注射。即疫苗是在皮肤层之间注射的。这种方法适用于大多数 18 岁及以上的人。如采用这种

方法接种疫苗，个人可选择在以下三个部位之一进行注射：前臂（手腕至肘部之间的手臂内侧）；

上背部（肩胛骨下方）；以及三角肌（肩部肌肉）。你可以看到人们在前臂、上背部或肩部注射疫

苗的图片。 

目前，对大多数 18 岁以上的个人采用皮内注射的接种方法。然而，如果你有关于瘢痕疙瘩的顾虑，或

者强烈倾向于皮下注射疫苗，也可以采用这种接种方式。请务必告诉疫苗提供者你的偏好。 

 

3. 我需要接种多少剂次？ 

JYNNEOS 疫苗分两剂接种，两剂之间间隔至少 4 周。个人在接种第一剂后的几天和几周内会开始建立保护

力，但要在接种完第二剂的两周后才会达到最强的保护效果。这时，你就会被认为是完整接种了疫苗。 
 

即使在完整接种后，继续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风险仍然很重要。 

 

4. 疫苗效果如何？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真实世界数据来说明，在目前的疫情中，疫苗对保护人们免于感染猴痘的效果如何。然

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接种了一剂 JYNNEOS 疫苗的人和未接种疫苗

的人的感染比率是 1:14。来自非洲的早期数据表明，如果在接触猴痘之前接种疫苗，JYNNEOS 疫苗在保护

人们免于感染猴痘方面的有效率至少为 85%。 

如果在接触猴痘后 4 天内接种疫苗，疫苗可能会防止接触者感染这种疾病。如果在接触后 4 至 14 天内接

种，疫苗预防感染的可能性较小，但如果个人确实感染了猴痘，其症状可能较轻。 

如果个人在出现猴痘症状后再接种疫苗，目前没有数据表明疫苗会有效果。 

因为我们仍在了解疫苗在这次疫情中的效果，所以即使在完整接种疫苗后，继续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风险

依然很重要。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monkeypox/
https://www.cdc.gov/poxvirus/monkeypox/images/interim-considerations/mpx-intradermal-step2.jpg?_=35329
https://www.cdc.gov/poxvirus/monkeypox/images/interim-considerations/MPX_InjectionSites_2022_0199.jpg?_=67412
https://www.cdc.gov/poxvirus/monkeypox/images/interim-considerations/MPX_InjectionSites_2022_0307.jpg?_=67416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1/wr/mm7140e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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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FAQ) 

猴痘 JYNNEOS 疫苗 

 

5. 谁应该接种疫苗？ 

建议曾接触过猴痘的人以及目前或将来有感染猴痘风险的人接种疫苗。 
 

以下人群符合接种疫苗的资格： 

▪ 任何与男性或其他跨性别者有性行为的男性或跨性别者 

▪ 从事商业和/或交易性行为（例如，以性行为换取金钱、住所、食物或其他物品或需求）或参加与

大型公共活动有关的性行为的任何性别或性取向的人 

▪ HIV（艾滋病毒）感染者，特别是病情未得到控制或晚期的 HIV 患者 

▪ 与疑似或确诊的猴痘患者有皮肤接触或亲密接触的人，包括尚未被公共卫生局确诊的人 

▪ 属于上述任何群体的个人的性伴侣 

▪ 预期会成为上述任何群体的个人 

▪ 从事某些工作的人，包括： 

o 在研究或临床实验室工作的人，其工作内容涉及正痘病毒或正痘病毒测试 

o 为确诊或疑似猴痘患者提供护理的医护人员，包括临床医生和环境服务人员。请参见下文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我应该接种疫苗吗？”问题解答。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符合接种疫苗的资格。如需了解最新信息，请访问

ph.lacounty.gov/monkeypox/vaccine.htm。 

 

 

6. JYNNEOS 疫苗有什么副作用？ 

通过皮下注射和皮内注射方式接种 JYNNEOS 疫苗都会在注射部位出现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包括发红、肿

胀、酸痛、硬块和/或瘙痒。这些症状在皮内注射后更为常见。有些人的瘙痒和肿胀可能持续数天至数

周。其他副作用可能包括肌肉疼痛、头痛、恶心、发冷或疲劳。也有很小的发烧的可能性。 

与任何药物一样，疫苗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你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迹象（如荨麻疹、

面部或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心跳加快或头晕），请立即拨打 911 或到最近的医院就诊。如有其他问题，

请联系医疗服务提供者。 

 

7. 我可以在接种其他疫苗的同时接种该疫苗吗？ 

可以。可以在接种其他疫苗之前、之后或同时接种 JYNNEOS 疫苗，包括流感疫苗和 COVID-19疫苗。 

如果你是 12 至 39 岁的男性，你可以考虑在接种 JYNNEOS 疫苗 4 周后再接种 COVID-19 疫苗。因为如果接

种这两种疫苗的时间很近，你患心肌炎（心脏肌肉的炎症）的风险可能会有小幅增加。但如果你是猴痘高

风险人群，或者最近接触过猴痘，即使你最近接种了一剂 COVID-19 疫苗，你也应该接种 JYNNEOS 疫苗。 

 

8.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我应该接种疫苗吗？ 

如果医护人员(HCW)遵循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则对他们而言猴痘传播的风险非常低。这包括穿戴个人防

护装备(PPE)和使用安全的样本采集方法。然而，为确诊或疑似猴痘患者提供医疗护理的医护人员符合接

种疫苗的资格。这包括可能从猴痘患者身上采集检验标本的医护人员（例如，在性健康诊所或在为高危人

群服务的临床环境中工作的医护人员）。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monkeypox/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monkeypox/vaccine.htm


Los Angeles County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ph.lacounty.gov/Monkeypox 
10/28/22 – Monkeypox Vaccin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Simplified Chinese)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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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痘 JYNNEOS 疫苗 

只负责注射 JYNNEOS 疫苗但不为确诊或疑似猴痘患者提供医疗护理的工作人员不符合接种猴痘疫苗的资

格。 

建议医护人员在某些职业性暴露后进行暴露后预防疗法(PEP)。请参见 CDC 高、中度风险暴露表格。 

 

9. 如果我出现猴痘症状，我应该接种疫苗吗？ 

不应该。如果你出现猴痘症状，你不应接种猴痘疫苗。请尽快向医生咨询你的症状。如果你没有医生或健

康保险，你可以前往公共卫生局的性健康诊所。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公共卫生局呼叫中心，电话：

1-833-540-0473（一周七天，每天上午 8 点至晚上 8:30）。 

 

10. 我已经感染过猴痘，我应该接种疫苗吗？ 

不应该。目前的信息表明，如果你已经感染过猴痘，你就不会再次感染，因为你具有“天然免疫力”。目

前不建议你接种疫苗。但如果你的免疫功能低下，你就应该与你的医生讨论是否需要接种疫苗。 

 

11. 如果我在接种第一剂疫苗后感染了猴痘，我是否应该接种第二剂疫苗？ 

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在你感染过猴痘之后，你就不会再次感染猴痘。这意味着你无需接种第二剂疫苗。

如果你的免疫功能低下（你的免疫系统薄弱），请与你的医生讨论你是否需要接种第二剂疫苗。 

 

12. 如果我几年前接种过天花疫苗，我还应该接种猴痘疫苗吗？ 

应该。在这次疫情爆发前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仍应接种猴痘疫苗。这是因为天花疫苗的保护作用可能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13. 如果我的免疫系统薄弱和/或感染了 HIV（艾滋病毒），我可以接种疫苗吗？ 
可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因为免疫系统薄弱的人，如晚期或病情未得到控制的 HIV 患者，一旦感染猴

痘，出现重症的风险会增加。JYNNEOS 已在 HIV感染者中进行了研究，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薄弱，即使接种了疫苗，你可能依然无法建立强大的免疫反应。这意味

着采取其他措施来防止感染猴痘尤为重要。 

 

14. 如果我患有湿疹，我可以接种疫苗吗？ 
可以，JYNNEOS 已在特应性皮炎（湿疹）患者中进行了研究，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如

果感染猴痘，猴痘病情可能更严重。 

 

15. 如果我怀孕了或可能怀孕，我应该接种疫苗吗？ 

如果你是孕妇，并曾接触过猴痘，我们强烈建议你考虑接种疫苗。这是因为猴痘病毒可以在怀孕期间传染

给胎儿，或在出生时和出生后通过密切接触传染给新生儿。已报道有在怀孕期间感染猴痘而导致早产、流

产、死胎和婴儿感染猴痘的病例。在目前疫情中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频率有多高。关于在

怀孕期间接种 JYNNEOS 疫苗的风险的数据是有限的。如果你对接种疫苗有疑问，请联系医疗服务提供者。

接触猴痘后越早接种疫苗，效果可能越好。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monkeypox/
https://www.cdc.gov/poxvirus/monkeypox/clinicians/infection-control-healthcare.html#anchor_1660143677200
https://www.cdc.gov/poxvirus/monkeypox/symptoms/index.html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chs/SexualHealthClinicSchedule.pdf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Monkeypox-Questions-and-Answers.aspx#ctl00_ctl49_g_5b0a5469_9e31_49de_b47b_2f0bd2c99e8b_csr14_tab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Monkeypox-Questions-and-Answers.aspx#ctl00_ctl49_g_5b0a5469_9e31_49de_b47b_2f0bd2c99e8b_csr14_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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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痘 JYNNEOS 疫苗 

16. 如果我正在进行母乳喂养，我可以接种疫苗吗？ 

如果你接触了猴痘，并且正在进行母乳喂养，你应该接种疫苗。目前尚无关于 JYNNEOS 对母乳喂养的婴儿

的影响或对乳汁分泌影响的数据。JYNNEOS 是否会通过人的乳汁传递也是未知的。但由于该疫苗不含可复

制病毒，所以接种疫苗不会使你的宝宝感染猴痘。 

 

17. 我的第一剂疫苗是皮下注射的（在皮肤下注射）。我的第二剂疫苗将如何接种？ 

如果你年满 18 岁或以上，你将通过皮内注射（在皮肤层之间注射）接种第二剂疫苗，以完成两剂疫苗的

接种（请参见上文“如何接种疫苗？”问题）。但如果你有关于瘢痕疙瘩的顾虑，或者强烈倾向于采用皮

下注射方法接种第二剂疫苗，则可以通过皮下注射接种第二剂疫苗。 

 

18. 如果我在接种第一剂疫苗后年满 18 岁，我可以通过皮下注射（在皮肤下注射）接种

第二剂疫苗吗？ 

可以。一旦你年满 18 岁，通常使用皮内注射（在皮肤层之间注射）进行疫苗接种。但如果你有关于瘢痕

疙瘩的顾虑，或者强烈倾向于采用皮下注射方法接种，则可以通过皮下注射接种疫苗。请务必告诉疫苗提

供者你的偏好。 

 

19. 我需要得到父母同意才能接种疫苗吗？ 

在公共卫生局接种点，如果你的年龄为 12 至 17 岁，你可以通过签署这份同意书表示同意接种疫苗。在这

些接种点，如果你未满 12 岁，你必须由父母、法定监护人或负责任的成年人陪同。你也必须让你的父母

或法定监护人签署这份同意书。 

 

20. 我可以在哪里获得更多信息？ 

•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LAC DPH)的猴痘网页：ph.lacounty.gov/Monkeypox 和猴痘疫苗网页 

•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提供给接种者和照顾者的资料便览（适用于皮内注射接种和 18 岁以下个

人） 

•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JYNNEOS 疫苗：你需要了解什么”疫苗信息说明（适用于 18 岁

及以上人群进行的皮下疫苗接种） 

• CDC 的猴痘疫苗网页 

• 加州公共卫生部(CDPH)的猴痘疫苗网页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monkeypox/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monkeypox/docs/ConsentMinors12_17JYNNEOS.pdf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acd/monkeypox/docs/JynneosICFChildren.pdf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monkeypox/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monkeypox/vaccine.htm
https://www.fda.gov/media/160773/download
https://www.cdc.gov/vaccines/hcp/vis/vis-statements/smallpox-monkeypox.pdf
https://www.cdc.gov/poxvirus/monkeypox/vaccines/index.html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Monkeypox-Vaccines.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