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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度上海市第二类疫苗集团采购目录 

标段

号 
通用名 工艺分类 

抗原含量 

和剂量 
包装 备注 

1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CHO 细胞 20ug;1ml 预填充  

2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汉逊酵母 10ug;0.5ml 西林瓶  

3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汉逊酵母 20ug;1ml 西林瓶  

4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汉逊酵母 20ug;0.5ml 预填充  

5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酿酒酵母 10ug;0.5ml 预填充  

6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酿酒酵母 20ug;1ml 安瓿瓶  

7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酿酒酵母 20ug;1ml 预填充  

8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酿酒酵母 60ug;1ml 预填充  

9 乙型脑炎灭活疫苗 Vero细胞 0.5ml 西林瓶 液体剂型 

10 乙型脑炎灭活疫苗 Vero细胞 0.5ml 西林瓶 冻干剂型 

11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 0.5ml 西林瓶  

12 A群 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蛋白结合 0.5ml 西林瓶 液体剂型 

13 A群 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蛋白结合 0.5ml 西林瓶 冻干剂型 

14 麻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 —— 0.5ml 西林瓶  

15 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 —— 0.5ml 西林瓶  

16 水痘减毒活疫苗 
人二倍体

细胞 
0.5ml 西林瓶  

17 水痘减毒活疫苗 
人二倍体

细胞 
0.5ml 预填充  

18 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 0.5ml 西林瓶  

19 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 0.5ml 预填充  

20 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0.5ml 预填充  

21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 0.25ml 预填充  

22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 0.25ml 预填充 一针法 

23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 0.5ml 预填充  

24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 0.5ml 预填充 
批准同时

适用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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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号 
通用名 工艺分类 

抗原含量 

和剂量 
包装 备注 

25 甲型肝炎灭活疫苗 
人二倍体

细胞 
0.5ml 西林瓶  

26 甲型肝炎灭活疫苗 
人二倍体

细胞 
1ml 西林瓶  

27 甲型肝炎灭活疫苗 
人二倍体

细胞 
1ml 预填充  

28 腮腺炎减毒活疫苗 —— 0.5ml 西林瓶  

29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 蛋白结合 0.5ml 西林瓶 液体剂型 

30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 蛋白结合 0.5ml 预填充 液体剂型 

31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 蛋白结合 0.5ml 预填充 冻干剂型 

32 甲型乙型肝炎联合疫苗 —— 1ml 预填充  

33 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细胞 0.5ml 西林瓶 冻干剂型 

34 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细胞 0.5ml 西林瓶 液体剂型 

35 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细胞 0.5ml 预填充 冻干剂型 

36 人用狂犬病疫苗 
人二倍体

细胞 
1ml 西林瓶  

37 人用狂犬病疫苗 鸡胚细胞 1ml 西林瓶  

38 口服轮状病毒活疫苗 —— 3ml 西林瓶  

39 
重组 B亚单位/菌体霍乱疫苗(肠溶胶

囊)儿童用 
—— 1粒 胶囊剂 含抗酸剂 

40 重组戊型肝炎疫苗 
大肠埃希

菌 
0.5ml 预填充  

41 肠道病毒 71型灭活疫苗 
人二倍体

细胞 
0.5ml 西林瓶  

42 肠道病毒 71型灭活疫苗 
人二倍体

细胞 
0.5ml 预填充  

43 肠道病毒 71型灭活疫苗 Vero细胞 0.5ml 西林瓶  

44 肠道病毒 71型灭活疫苗 Vero细胞 0.5ml 预填充  

45 
无细胞百白破 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

疫苗 
—— 1ml 西林瓶  

46 
AC群脑膜炎球菌(结合)b型流感嗜血

杆菌(结合)联合疫苗 
蛋白结合 0.5ml 西林瓶  

47 
吸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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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ml 西林瓶  

48 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 2ml 西林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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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号 
通用名 工艺分类 

抗原含量 

和剂量 
包装 备注 

49 吸附破伤风疫苗 —— 0.5ml 西林型  

50 双价人乳头瘤病毒吸附疫苗 —— 0.5ml 预填充  

51 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 0.5ml 预填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