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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方案·指南

中国疫苗接种用注射器（注射针）选用
专家共识
中华预防医学会

通信作者：尹遵栋，Email：yinzd@chinacdc.cn
【摘要】 使用适宜规格的注射器（注射针）接种疫苗可以减少疼痛和受种者接种损伤，合适的注
射针和针管长度可以确保疫苗到达期望的组织部位，以产生良好的免疫应答。不少国家基于研究证
据和实践经验在预防接种操作指南中给出注射器（注射针）规格选用推荐，但中国缺少类似推荐。本
共识专家组通过收集当前国内外疫苗接种用注射器（注射针）生产标准和选用操作指南、医疗注射相
关原始研究和综述等，基于现有理论证据和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预防接种单位的实践经验，形成
中国疫苗接种用注射器（注射针）选用专家共识，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预防接种单位人员接种操作
参考使用。
【关键词】 疫苗接种； 注射器； 注射针； 规格； 专家共识

Expert consensus on selection of needles and syringes for vaccination in China
Chinese Preventive Medicine Associ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Yin Zundong, Email: yinzd@chinacdc.cn
【Abstract】 Vaccination with a suitable needle and syringe can reduce pain and risk of
injury. Use of proper needle and needle length helps ensure the vaccine is deposited in the desired
tissue for optimal immune response. Many countries recommend suitable needles and syringe in
their vaccination guidelines based on research evidenc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however China
currently lacks such recommendations. This consensus panel of experts reviewed current standards
for production of vaccination needles and syringes, guidelines for needle and syringe selection, and
original studies and review articles related to medical injections. Based on all available evidenc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all levels of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s) and
vaccination clinics, the experts formed a consensus on selection of needles and syringes for
vaccination in China. The consensu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needle and syringe size selection by
CDCs and injection technique guidance in vaccination clinics.
【Key words】 Vaccination; Syringe; Needle; Size; Expert consensus

疫苗接种的主要途径是注射，注射途径可分为

种者对疼痛的耐受性等因素有关外，也与使用的注

皮内、皮下和肌内注射。疫苗注射时的疼痛是医源

射器有较大关系。通常注射器（本文未注明时，专

性疼痛的来源之一，也是儿童监护人为儿童接种疫

指不含注射针的用于盛放药液和推送药液的部分）

苗时忧虑的原因之一。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表明，

与注射针搭配使用进行注射操作。世界卫生组织

24%~40% 的 父 母 担 心 儿 童 接 种 时 的 相 关 疼 痛 ，

85% 的父母认为卫生保健人员有责任减轻疫苗接
［1］

种疼痛 。接种疫苗时的疼痛除与注射技术和受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指出，用适当的
方法以及适宜长度和规格的针头接种疫苗是减少

疼痛的有效方法，否则可能引起受种者损伤和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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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对健康态度和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增加受种
者的疫苗犹豫，导致延迟或逃避接种。有研究表
明，因注射针规格不合适可能影响接种途径的操
［2-5］

作，影响疫苗免疫原性和反应原性

。因此，针对

不同种类疫苗和受种人群，选择合适规格的注射器
（注射针），对于正确实施疫苗接种、减少受种者接
［6-8］

种损伤和产生良好的免疫应答非常重要

。

一些发达国家基于广泛的临床试验、定期健康
检查数据和实践经验，形成注射器（注射针）使用指
［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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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疫苗接种剂量多在 1 ml 以内，接种途径

以注射为主，多为肌内和皮下注射［3］。截至 2022 年
1 月，中国共有 30 余种在用注射用疫苗，其中 20 余

种为肌内注射，10 种为皮下注射，仅卡介苗为皮内
注射。除卡介苗外，接种剂量多为 0.5 ml，最多不

超过 1 ml（表 1）。
2

2.1

国外疫苗接种用注射器（注射针）的使用推荐
注射器的使用推荐
通常注射器的使用规格推荐主要是推荐容积，

，其中包含针对不同

疫苗说明书通常会建议根据接种剂量选择合适容

年龄和不同体重受种者在不同接种部位如何选择

积的注射器。目前无论是成人剂型还是儿童剂型

南用于指导预防接种操作

［11］

合适规格注射针的具体推荐

。中国关于注射安

全的研究多聚焦于接种途径、部位、减少针刺伤害、
无菌操作、不造成环境污染、一次性或自毁型注射
［12-13］

器的推广应用等方面

，较少有关于注射器和注

射针规格的研究。近年有些对不同针尖切面的注
射疼痛比较研究［14-16］，但对于注射器（注射针）规格
的研究较少。
当前中国各地区疫苗接种使用的注射器（注射
针）的规格存在一定差异。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中

疫苗，接种剂量均以 0.5 ml 和 1 ml 为主，为防残容
量过大造成药液浪费，注射器容积不宜过大。例

如 ，加 拿 大 推 荐 使 用 1 ml 或 3 ml 注 射 器 进 行 接
种［17］，澳大利亚在预防接种指南中推荐使用 2 ml 或

3 ml 的注射器进行接种［18］（预灌封注射器除外）。

爱尔兰在预防接种指南中对于皮内注射的卡介苗，
建议使用 1 ml 注射器［10］。

2.2

注射针的使用推荐

在通常预防接种操作中，对注射针的规格推荐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省/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主要是针管长度和管径。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

和预防接种单位的免疫预防领域资深专家，以及注

家基于不同人群皮肤脂肪厚度的原始和二次研究

射器（注射针）标准制定相关专业人士，通过调查和

证据［3，7，19-23］，形成本国包含疫苗接种注射针选用推

文献检索，了解中国各地区疫苗接种用注射器（注

荐在内的操作指南。目前证据表明，采用相同长度

射针）使用现况，收集当前国内外疫苗接种用注射

但不同管径的注射针注射后的局部反应或免疫原

器（注射针）生产标准、预防接种注射器材选用操作

性无显著性差异［2，10］，因此这些指南主要基于受种

指南和医疗注射相关原始研究和综述等，基于现有

者特点给出注射针针管长度推荐，根据疫苗特性如

理论证据和实践经验，形成中国疫苗接种用注射器

黏稠度等给出基本的注射针管径推荐［17］。

（注射针）选用专家共识，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预

书、澳大利亚预防接种手册和爱尔兰预防接种指南

防接种单位人员参考使用。
1

中，对疫苗接种用注射针的针管长度和管径均有具

常用注射用疫苗的接种途径和剂量
表1

常用注射用疫苗的接种途径和接种剂量

接种途径 接种剂量（ml）
皮内注射
皮下注射

肌内注射

卡介苗

0.5 或 1

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钩端螺旋体疫苗

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A 群 C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ACYW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水痘减毒活疫苗、黄热减毒活疫苗、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a

0.5

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白喉破伤风联合疫苗、破伤风疫苗、乙型脑炎灭活疫苗、13 价肺炎
球菌多糖结合疫苗、A 群 C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A 群 C 群脑膜炎球菌（结合）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联
合疫苗、肠道病毒 71 型灭活疫苗、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无细胞百白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
菌（结合）联合疫苗、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重组戊型肝炎疫苗、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23 价肺炎球
菌多糖疫苗 a

0.25 或 0.5

流感疫苗

1

无细胞百白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森林脑炎灭活疫苗、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灭活疫苗

0.5 或 1
a

疫苗种类

0.1
0.5

在美国和加拿大预防接种实践指南、英国绿皮

乙型肝炎疫苗、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甲型肝炎灭活疫苗

注：肌内或皮下注射均可，推荐肌内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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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但各国推荐的注射针规格略有不同，不同

下、皮内和肌内接种的注射针规格建议［10］；澳大利

人群的推荐注射针规格也存在差异，可能与形成推

亚、英国等给出不同注射途径下的注射针规格建

荐的参考证据不同有关（表 2）。例如，美国和加拿
大基于受种者年龄、体重［9，17］以及疫苗和被动免疫
［17］

制剂黏稠度

等给出肌内和皮下接种注射针规格

选用推荐；爱尔兰给出不同年龄段（未分体重）皮
表2
国家
美国

注射
受种者
途径
肌内 新生儿（<28 d）
婴儿（28 d~11 月龄）
幼儿（1~2 岁）

大龄儿童（11~18 岁）
成人，<60 kg
成人，60~70 kg
成人，70~118 kg 男性或 70~90 kg
女性
成人，>118 kg 男性或>90 kg 女性
皮下 婴儿（<12 月龄）
≥1 岁
肌内 新生儿和早产儿
婴儿（28 d~11 月龄）
幼儿（1~3 岁）

皮下

爱尔兰

皮内
肌内

皮下

英国

皮内
肌内

皮下
皮内
澳大利亚 肌内

皮下
皮内

3

中国疫苗用注射器（注射针）使用现况
中国的疫苗接种用注射器和注射针基于

［25］
GB 15810-2019《一 次 性 使 用 无 菌 注 射 器》
、

5 个国家不同注射途径的疫苗接种用注射针规格推荐

儿童（3~10 岁）

加拿大

议［18，24］，未细分年龄段和体重等。

注射部位
大腿前外侧
大腿前外侧
大腿前外侧
上臂三角肌
上臂三角肌
大腿前外侧
上臂三角肌
大腿前外侧
上臂三角肌
上臂三角肌
上臂三角肌

注射针长度
（mm）
16
25
25~32
16~25
16~25
25~32
16~25
25~38
25
25
25~38

上臂三角肌
38
大腿前外侧
16
上臂三角肌
16
大腿前外侧
16
大腿前外侧
22~25
大腿前外侧
25~32
上臂三角肌
16~25
上臂三角肌
儿童（4~12 岁）
16~25
大腿前外侧
25~32
上臂三角肌
青少年和成人（>12 岁），<60 kg
16~25
青少年和成人（>12 岁），60~118 kg 上臂三角肌
25
男性或 60~90 kg 女性
上臂三角肌
青少年和成人（>12 岁），>118 kg
38
男性或>90 kg 女性
大腿前外侧
青少年（13~18 岁）
25~32
大腿前外侧
婴儿（<12 月龄）
16
上臂三角肌
≥1 岁
16
视疫苗产品而定
所有年龄组
10
大腿前外侧
婴儿（1 岁以内）
25；16（体重<3 kg 的新生儿）
大腿前外侧或上臂三角肌
幼儿（1~2 岁）
25
上臂三角肌（大腿前外侧也可） 25；40（体重>90 kg 女性或>120 kg 男性）
≥3 岁
大腿前外侧
婴儿（1 岁以内）
16
大腿前外侧或上臂三角肌
幼儿（1~2 岁）
16
上臂三角肌
≥3 岁
16
左上臂三角肌
所有年龄组
10~16
上臂三角肌或大腿前外侧 a
婴儿、儿童和成人
25
早产儿或小婴儿
16
上臂三角肌或大腿前外侧 a
体型大或肥胖者
38
上臂三角肌
婴儿、儿童和成人
25
上臂三角肌或大腿前外侧 a
所有年龄组
10
左上臂三角肌
婴儿、儿童和成人
25
上臂三角肌或大腿前外侧 a
早产儿或小婴儿
16
上臂三角肌或大腿前外侧 a
体型大或肥胖者
38
上臂三角肌
所有年龄组
16
上臂三角肌或大腿前外侧 a
所有年龄组
10
上臂三角肌

注射针管径
（G）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3~25
23~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5
25
26~27
23~25
23~25
23~25
23~25
23~25
23~25
25~26
23 或 25
25
21
23 或 25
26
23 或 25
23 或 25
23 或 25
25 或 26
26 或 27

注：a 1 岁以内推荐大腿前外侧，≥1 岁推荐上臂三角肌部位；皮内注射仅限于卡介苗接种; G（Gauge）：国际或中国注射针相关标准中用于标

识注射针针管外径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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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GB 15811-2016《一 次 性 使 用 无 菌 注 射 针》
和

YY/T 0821-2010《一次性使用配药用注射器》 、
［27］

YY/T 0282-2009《 注 射 针 》

［28］

、YY/T 0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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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多为 16~25 mm。
4

疫苗接种用注射器（注射针）匹配原则和选用建议
根据中国法律和法规要求，按照安全、环保、舒

2019《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第 3 部分：自毁型固

适和易操作的原则，充分参考国内外同类接种指南

使 用 无 菌 注 射 器 第 4 部 分 ：防 止 重 复 使 用 注 射

部位、注射途径、疫苗剂量等，推荐疫苗接种使用合

定剂量疫苗注射器》 、YY/T 0573.4-2020《一次性
［29］

［30］

器》 等相关要求生产和供应。但在相关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中未见不同注射途径注射针规格的规

定，仅《注射针》在引用的资料性附录中对不同用途
注射针给出参考规格。中国护理注射对不同注射
途径给出注射器容积和注射针管径规格参考，但未
［31］

对注射针针管长度给出推荐

径对应关系见表 3。
表3

。国内外注射针管

常见尺寸注射针的管径单位对应关系［28,32］

4.1

4.1.1

射器

接种要求和注射器（注射针）的匹配原则
根据疫苗剂量和用途选择相应容量的注
疫苗接种剂量为 0.1 ml，可选择 0.1 ml 或 0.5 ml

注射器；疫苗接种剂量为 0.5 ml，可选择 0.5 ml 或

1 ml 注射器；疫苗接种剂量为 1 ml，可选择 1 ml 或
2 ml 注射器。稀释用时，可选择 2~5 ml 注射器。

4.1.2

根据受种者年龄和注射途径选择注射针

针号

注射针管径（Ｇ）

0.30

3

30

长度

0.45

4½

26

注射时，可选择 16~25 mm 注射针。肌内注射时，

0.55

5½

0.70

7

0.50
0.60
0.80
0.90

4
5
6
8
9

1.10

11

1.60

16

1.20

12

27

皮内注射时，可选择 10~16 mm 注射针。皮下

25

2 岁及以下儿童上臂外侧三角肌可选择 16~25 mm

23

17 岁 儿 童 和 青 少 年 可 选 择 16~25 mm 注 射 针 ；≥

24
22
21
20

注 射 针 ，大 腿 前 外 侧 选 择 20~30 mm 注 射 针 ；3~
18 岁成人可选择 25~38 mm 注射针。稀释用注射

器，可选择 25~38 mm 注射针。

19

4.1.3

16

应或免疫反应差异不大［2，10］，因此不同年龄或接种

18

注：Ｇ（Gauge）：国际或中国注射针相关标准中用于标识注射
针针管外径的单位

注射器容积的选择
参考近年各省份疫苗接种用注射器的招标采

购文件，各省份主要采购容积为 0.1 ml、0.5 ml、1 ml

和 2 ml 的一次性无菌注射器用于疫苗接种注射，

2.5 ml 和 5 ml 一次性普通注射器用于稀释。

3.2

格和适宜的注射器（注射针）。

外径（mm）
0.40

3.1

和研究证据［3，7，33-34］，根据受种者年龄、体重［35］、接种

注射针规格的使用情况

除预灌封注射器外，中国疫苗接种用注射器材

通常为各地基于经验自行招采。多数省份对注射
针规格提出参数要求，但缺乏具体依据，且与国家
标准或国外指南推荐存在差异，地区间也存在差
异。如《注射针》资料性附录中，卡介苗皮内注射推

荐注射针针管长度为 13 mm 或 15 mm，各省份实际

根据受种者年龄和用途选择注射针管径

相同长度但不同管径注射针注射后的局部反

途径下的注射针管径推荐差别不大。新生儿皮内

注射可选择 26~27 G（4½号或 4 号）注射针，年龄≥

28 d 者可选择 26 G（4½号）注射针；皮下注射和新

生儿肌内注射均可选择 25~26 G（5 号或 4½号）注

射针；年龄≥28 d 者肌内注射可选择 25 G（5 号）注
射针。稀释用注射器，可选择 23 G（6 号）注射针。
4.2

疫苗接种用注射器（注射针）规格选用建议

基于目前预防接种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可操作

性，提出疫苗接种用注射器（注射针）选用建议 ，

见表 4。

4.3

疫苗接种操作时注射器（注射针）使用注意

事项

4.3.1

预灌封注射器
如无特殊说明，预灌封注射器的注射针针管规

使 用 10~20 mm，而 国 外 多 推 荐 10 mm 或 10~

格选择参见表 4。预灌封注射器的针管如为固定

度 22 mm、30 mm 或 32 mm 的 参 考 ，各 省 份 要 求

者需要进行肌内注射时，注射者须用手指绷紧、按

16 mm；对于肌内注射，
《注射针》中给出注射针长

16 mm、20 mm、18~20 mm、18~22 mm 或≥25 mm，国

式，不能调换，遇到体型肥胖、皮下脂肪较厚的受种
压局部皮肤再进行接种，以免针管不能到达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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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注射途径
皮内
皮下
肌内

接种年龄

疫苗接种用注射器（注射针）选用建议 a

注射部位

注射器容积（ml）

<28 d

上臂外侧三角肌中部略下处

≥28 d

上臂外侧三角肌中部略下处

所有年龄

上臂外侧三角肌下缘附着处

<28 d

上臂外侧三角肌

28 d~11 月龄

上臂外侧三角肌

1~2 岁

上臂外侧三角肌

3~17 岁

上臂外侧三角肌

≥18 岁

Chin J Epidemiol, June 2022, Vol. 43, No. 6

注射针长度（mm）

0.1 或 0.5

10~16

26~27（4 号或 4½号）

0.5 或 1

16~25

25~26（4½号或 5 号）

0.1 或 0.5

10~16

0.5、1 或 2

25（5 号）

20~25

0.5、1 或 2

25（5 号）

16~25

0.5、1 或 2

25（5 号）

25~30

0.5、1 或 2

25（5 号）

16~25

0.5、1 或 2

上臂外侧三角肌

25~26（4½号或 5 号）

16~20

0.5、1 或 2

大腿前外侧中部

25~26（4½号或 5 号）

20

0.5、1 或 2

大腿前外侧中部

26（4½号）

16

0.5、1 或 2

大腿前外侧中部

注射针管径（G）

25（5 号）

25~38

25（5 号）

注：a 根据体质指数选择合适长度的针管，例如，针对体型较大和肥胖者（体重>118 kg 男性或>90 kg 女性），因其皮下脂肪较厚，为保证肌

内注射的部位准确性，推荐选用注射针的针管长度为 38 mm；G（Gauge）：国际或中国注射针相关标准中用于标识注射针针管外径的单位

层。在皮下接种时如遇针管相对皮肤过长情况，
可采
［10，
24］

用捏起局部皮肤方式进行操作，
以防刺入过深

4.3.2

。

其他
每次接种注射都应注意遵循规范的护理注射

方面的原始研究，此类证据参考多来源于其他国
家。注射器（注射针）选用参考建议形成后，仍需要
预防接种单位对建议的适用性进行验证，通过不断
实践以继续更新和完善。本共识也不宜作为各类

技术。接种操作前要注意拧紧注射器针座和锥头，

招采活动的强制性标准。

防止脱离和漏液，螺旋式针座应与锥头顺时针方向

参与本共识撰写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

拧紧固定。注射针如在穿透西林瓶胶塞吸取药物

心尹遵栋、余文周、张国民、曹雷、曹玲生、缪宁、宋祎凡、叶

后针尖明显受损或变钝，应考虑更换注射针再行注

家楷、李力、刘怡、崔健；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吕华坤；

射，以免增加注射疼痛。
5

尚需关注的问题
合适的注射器（注射针）规格的选用对预防接

内蒙古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田晓灵；江苏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汤奋扬、胡冉；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雷；河
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振国；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伟燕；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路明霞、马雅婷；天津市

种规范操作是必要的，对于注射针而言，针尖壁厚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伟；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漆琪；重

类型及刚度、韧性等与穿刺瓶塞后可能出现的毛

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青；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刺、卷边有直接关系。因此，选择符合规定的注射

高士锐；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龚琼宇；江西省疾病预防

针后，在不影响规范和无菌操作的前提下，接种过

控制中心吴静；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靳玉惠；苏州市疾

程中应尽量避免或减少针尖的损伤和二次穿刺使

病预防控制中心栾琳；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萍；济南

用。随着预灌封注射器的广泛使用［36-40］，以及非固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晓雪；北京清华大学附属华信医院

定针头/无针预灌封注射器（可适配不同针头安装
在注射器上）的应用，也为注射针头的适配带来选
择空间［41］。近年来，为保障卫生人员的注射安全，
WHO 鼓励使用带有刺伤保护特征的注射器（注射

［42］
。适宜的注射
针）
（sharp injury protection syringe）

针针尖刃口形式、针尖完整性、注射器助剂相容性

郑东旖；济南市妇幼保健院苗智莹；杭州市萧山区红山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沈伊娜；
上海埃斯埃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孙洪荣
对本文撰写提出建议的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原江苏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刁连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大卫，
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永刚，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徐爱强、张丽
利益冲突

等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可为减少注射疼痛或保障
安全注射提供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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