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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Chinese database search strategies Ver. 2021 Nov 

CHINESE DATABASE 1: CNKI SEARCH STRATEGIES 

SEARCH TERMS & COMBINATION 

TKA%=('移民'+'移居者'+'外籍人员'+'外来人口'+'跨国'+'迁徙') AND TKA%=('健康'+'疾病'+'营养'+'医疗'+'就
医'+'保健') AND TKA%=('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索马里'+'安哥拉'+'贝宁共和国'+'博茨瓦纳'+'布基纳法

索'+'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金）'+'赤道几内

亚'+'厄立特里亚'+'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加蓬共和国'+'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

'+'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
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南非'+'南苏丹'+'苏丹'+'
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  

CHINESE DATABASE 2: WANFANG SEARCH STRATEGIES 

SEARCH TERMS & COMBINATION 

(题名或关键词:(移民 or 移居者 or 外籍人员 or 外来人口 or 跨国 or 迁徙)  or 摘要:(移民 or 移居者 or 

外籍人员 or 外来人口 or 跨国 or 迁徙)) and (题名或关键词:(健康 or 疾病 or 营养 or 医疗 or 就医 or 

保健) or 摘要:(健康 or 疾病 or 营养 or 医疗 or 就医 or 保健)) and (摘要:(非洲 or 撒哈拉以南非洲 or 

索马里 or 安哥拉 or 贝宁共和国 or 博茨瓦纳 or 布基纳法索 or 布隆迪 or 喀麦隆 or 佛得角 or 中非
共和国 or 乍得 or 科摩罗 or 刚果 or 科特迪瓦 or 刚果（金） or 赤道几内亚 or 厄立特里亚 or 斯威
士兰 or 埃塞俄比亚 or 加蓬共和国 or 冈比亚 or 加纳 or 几内亚 or 几内亚比绍 or 肯尼亚 or 莱索托 

or 利比里亚 or 马达加斯加 or 马拉维 or 马里 or 毛里塔尼亚 or 毛里求斯 or 莫桑比克 or 纳米比亚 or 

尼日尔 or 尼日利亚 or 卢旺达 or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or 塞内加尔 or 塞舌尔 or 塞拉利昂 or 南非 or 

南苏丹 or 苏丹 or 坦桑尼亚 or 多哥 or 乌干达 or 赞比亚 or 津巴布韦) or 题名或关键词:(非洲 or 撒哈
拉以南非洲 or 索马里 or 安哥拉 or 贝宁共和国 or 博茨瓦纳 or 布基纳法索 or 布隆迪 or 喀麦隆 or 

佛得角 or 中非共和国 or 乍得 or 科摩罗 or 刚果 or 科特迪瓦 or 刚果（金） or 赤道几内亚 or 厄立
特里亚 or 斯威士兰 or 埃塞俄比亚 or 加蓬共和国 or 冈比亚 or 加纳 or 几内亚 or 几内亚比绍 or 肯
尼亚 or 莱索托 or 利比里亚 or 马达加斯加 or 马拉维 or 马里 or 毛里塔尼亚 or 毛里求斯 or 莫桑比
克 or 纳米比亚 or 尼日尔 or 尼日利亚 or 卢旺达 or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or 塞内加尔 or 塞舌尔 or 塞
拉利昂 or 南非 or 南苏丹 or 苏丹 or 坦桑尼亚 or 多哥 or 乌干达 or 赞比亚 or 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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