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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health status, health behavior and utilization of hospitalized health services of 

Africans living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improving health management of Africans in China. Methods: A 

face-to-fac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Africans living in China by using questionnaires, which include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elf-assessment of health status, health behavior and utilization of inpatient health services.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was measured by SRHMS self-rated health rating scale. Results: 76.0% of Africans were male,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7.34±6.73, and 87.5% of Africans had high-risk sexual behaviors. The average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health of Africans were 159.7, 113.5 and 102.7 respectively, and the total score of self-rated health assessment was 375.9. Only 

1% of Africans had hypertension, diabetes and hepatitis C. Among the Africans, the annual hospitalization rate was 6.7%, and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ho should be hospitalized but not hospitalized was 3.8%. Conclusions: The health status of Africans 

living in China is relatively good, but their health behavior is poor, especially sexual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the utilization 

of hospitalized health services is relatively inadequate. Therefore, we should carry out various educations on sexual health 

knowledge for Africans in China in order to raise health awareness, change unhealthy sexual behavior, prevent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reasonably guide Africans to make effective use of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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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目的：了解在华非洲人的健康状况、健康行为和住院卫生服务利用现状，为改善在华非洲人的健康管理提供依

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居住在中国的非洲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自评

健康状况、患病情况、健康行为以及住院卫生服务利用等。自评健康状况采用SRHMS自测健康评定量表进行测量。结

果：76.0%的在华非洲人为男性，平均年龄为27.34±6.73岁，87.5%的在华非洲人有高危性行为。在华非洲人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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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社会健康得分的均值分别为159.7、113.5、102.7，自测健康评定总分为375.9。仅有1.0%的在华非洲人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和丙肝。在华非洲人中，年住院率为6.7%，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为3.8%。结论：在华非洲人的健康状况

相对较好，但健康行为较差，特别是健康性行为，同时住院卫生服务利用情况相对不足。因此，应开展多种形式的针

对在华非洲人的性健康知识宣传，提高健康意识，改变不健康的性行为，防止性疾病的传播和蔓延，并合理引导非洲

人群有效利用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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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急剧增长的经济体

一方面使得国内的人、财、物高度流动，另一方面，随着

国内市场规模和成熟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

不断提升，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淘金”，

而非洲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群体。目前在广州、浙江义

乌等地，非洲人聚居社区已开始形成[1]。有研究估计，在

中国的非洲人总数（包括商人、学生和专业人士、游客和

临时的商务旅游者）在40-50万左右[2]。同时，截至2014 年

10 月25 日，仅在在穗注册的非洲人达到1.6万，而随着

中非贸易的热潮，赴华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

增[1,3]。而对在华国际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研究主要集中

在边境地区[4,5]，特别是传染病，例如结核病和疟疾等

[6-8]。而对在华非洲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人类学、

公共管理学领域[9-13]，但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吸引了规

模庞大的非洲人群，对非洲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患病和

治疗情况等对当地的健康和卫生服务系统的影响显得尤

为重要。因此本研究将对在华非洲人开展健康状况和住院

卫生服务利用的调查，为非洲裔人群的健康管理提供基础

资料。 

2．．．．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2.1．．．．调查对象调查对象调查对象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在华非洲人”指来自非洲大陆55

个国家的公民，且居住在中国或者来华经商或访问且短暂

居住的非洲人。其中非洲人的纳入标准为年龄在18岁以上；

同时同意参与本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最终纳入

研究的非洲人共104人。 

2.2．．．．调查内容调查内容调查内容调查内容 

本研究的主要调查地点为非洲人活动比较频繁的商

业区和教堂。为降低非洲人拒绝参加率、提高调查的质量，

本研究的调查员为经过培训合格的非洲留学生和商人，并

采用面对面询问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调查问卷由研究者

自行设计(Alpha=0.747、KMO=0.737)。调查问卷主要包括

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

业、来源国、月收入和宗教信仰）以及健康住院情况（健

康行为、疾病状况、一年内住院情况和自评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采用SRHMS(Self-rated 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Version1.0)自测健康评定量表，该量表克服了以往自

测健康测量的不足，比较直观、全面、准确地反映自测健

康的内涵[14]。该量表包括10个维度和48个条目，涉及到

个体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其中1至18条目

为自测生理健康评定子量表，19至34条目为自测心理健康

评定子量表，35至47条目为自测社会健康评定子量表。自

测生理健康、自测心理健康、自测社会健康和自测健康评

定量表总分的理论最高值分别为170，150，120和440，理

论最小值均为0，各个子量表的得分越高，则说明个体的

自测健康状况越好。 

2.3．．．．质量控制质量控制质量控制质量控制 

问卷调查结束后，由具有相关研究经验的研究生采用

epidata数据库，对问卷进行双份录入，同时对两份数据库

进行一致性检验，发现问题及时进行修改和逻辑校正，以

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 

3．．．．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表表表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特征特征特征特征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N（（（（%）））） 

性别 
男 79（76.0） 

女 25（24.0） 

年龄（岁，M±SD） 27.34±6.73 

职业 

职员 3（2.9） 

学生 80（76.9） 

商人 20（19.2） 

其他 1（1.0）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1.0） 

高中/中专 18（17.3） 

本科及以上 81（77.9） 

婚姻状况 

已婚 29（27.9） 

未婚 69（66.3） 

离婚 1（1.0） 

其他 5（4.8） 

来源国 

埃塞俄比亚 23（22.1） 

南苏丹 9（8.7） 

赞比亚 8（7.7） 

津巴布韦 7（6.7） 

加纳 5（4.8） 

肯尼亚 5（4.8） 

马拉维 5（4.8） 

塞拉利昂 4（2.8） 

其他 38（36.5） 

从表1可以看出，76.0%的在华非洲人为男性，平均年

龄在为27.34±6.73岁，66.3%的为未婚人群，本科及以上文

化占77.9%，商人所占比例为19.2%，22.1%的来自埃塞俄

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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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2 在华非洲人的健康行为。 

变量变量变量变量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N % 

吸烟 
否 100 97.1 

是 3 2.9 

喝酒 
否 62 60.2 

是 41 39.8 

锻炼 
否 7 6.7 

是 96 93.3 

高危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

非伴侣、MSM、吸毒） 

否 13 12.5 

是 91 87.5 

从表2可以看出，2.9%的在华非洲人存在吸烟行为，

39.8%的在华非洲人饮酒，6.7%的没有任何锻炼，87.5%

的在华非洲人有高危性行为。 

表表表表3 在华非洲人的自评健康状况。 

条目条目条目条目 均值均值均值均值 中值中值中值中值 

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 68.1 68 

日常生活功能 45.8 46 

身体活动功能 45.8 46 

正向情绪 41.8 43 

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 47.5 50 

认知功能 24.2 24.5 

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 32.9 34 

社会资源与社会接触 38.2 39 

社会支持 22.8 23 

总体自测 41.7 42 

生理健康 159.7 160 

心理健康 113.5 117.5 

社会健康 102.7 104 

自测健康评定总分 375.9 381.5 

从在华非洲人的自评健康状况（表3）可以看出，在华

非洲人的生理健康得分的均值为159.7，心理健康为113.5，

社会健康为102.7，自测健康评定总分为375.9。（详见表5） 

表表表表4 在华非洲人的患病情况。 

变量变量变量变量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N % 

慢行病 

高血压 1 1.0 

糖尿病 1 1.0 

其他 1 0 

性病 

梅毒 0 0 

HIV 0 0 

HCV 1 1.0 

从表4可以看出，仅有1.0%的在华非洲人患有高血压

和糖尿病，1.0%的在华非洲人患有丙肝，所调查人群中，

没有糖尿病、梅毒和艾滋病患者。 

表表表表5 在华非洲人住院卫生服务利用情况。 

变量变量变量变量  N % 

年住院率 -- 7 6.7 

应住院而未住院比例 -- 4 3.8 

未住院原因 

没时间 1 25.0 

经济困难 2 50.0 

医院服务差 1 25.0 

住院类别 
三级医院 1 14.3 

社区医院 1 14.3 

在华非洲人中，年住院率为6.7%，应住院而未住院的

比例为3.8%，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中，25.0%的是由于

时间问题没有就医，50.0%的为经济困难，25.0%的由于医

院服务差。在住院患者中，选择三级医院和社区医院的比

例为14.3%（详见表5）。 

4．．．．讨论讨论讨论讨论 

从本研究可以看出，在华非洲人群比较年轻，平均年

龄为27.34岁，可见来中国的非洲人通常是处于工作的黄

金年龄段的人群。而且76%为男性，可见男性占绝对优势。 

本次调查显示在华非洲人的自测健康水平较高，原因

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在华非洲为年轻人，来华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赚钱或求学，因此要想在劳动力市场和学业上有所收

获，必须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同时，Koening等[15]研究

认为，宗教信仰与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宗教团体

的支持将为个体的健康较好的支持，其是心理健康起到促

进作用[16]。本研究人群中，94.2%的在华非洲人有宗教

信仰，因此其自测健康和心理健康得分相对较高。 

在华非洲人中高血压和糖尿病慢病患病率较低，这也

可能和流动人口平均年龄较低有关。但87.5%的在华非洲

人有高危性行为，提示尽管在华非洲人性病患病率较低，

但这部分非洲人群是性病的高危人群，应引起高度关注。

此外，在华非洲人的年住院率较低, 除了与年龄有关，另

一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外来人口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

障，同时住院医疗费用较高，同时文化适应差以及语言障

碍也可能成为医疗卫生服务利用低的障碍[17]。而且，通

过定性访谈发现，这部分非洲人如果患了大病或者比较严

重的慢性病，往往会选择返回家乡进行治疗。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鉴于居住在中国

的非洲人规模之大，且来源于不同的国家、文化习俗的差

异较大以及暂居地的分散性等，本研究样本量相对不足；

同时由于在华的非洲人的封闭性，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

的方式选取样本人群，其调查人群的代表性和研究结果的

外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鉴于在华非洲人庞大的规模，应针对这部

分非洲人存在的健康问题及需求，积极探索以社区为基础

的国际流动人口健康管理模式，根据在华非洲人的健康状

况和需求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活动，使其

提高保健意识，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特别是在非洲

人比较集中的场所进行性行为健康的促进和健康教育，防

止其高危性行为的发生，以预防各种性传播疾病的发生和

蔓延。同时建议对在华非洲人进行传染病的分子流行病学

调查、行为模式和卫生保健利用情况的研究以为未来如何

把国际流动人口的健康纳入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重

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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