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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人口老龄化形势愈演愈烈,中国学者以现实的科技发展状况为基础,对智慧养老的现状进行了

研究,对智慧养老产品、智慧养老发展贡献进行了介绍。 智慧养老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地区分布不均、人文性关怀缺
失和实际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 鉴于此,今后应着力于智慧养老的更深领域,在提高信息技术和增加老年人的有
效需求时,更要将人文性融入养老模式发展之中,赋予科技以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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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养老的现状
“ 智慧养老” 最早由英国生命信托基金会提出,

当时也被称为“ 全智能化老年系统” ,即在日常生活

在文献方面,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为

主,在该数据库中以“ 智慧养老” 为主题词进行学术
期刊检索了 2010 - 2018 年间的学术期刊,共 413 条
结果;书籍方面,学者们对智慧养老的撰写从未止

中,老年人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在自己家中

步,其中以朱勇的《 智能养老》 和黄勇的《 智慧养老》

享受到 高 质 量 的 生 活。 在 国 内, 智 慧 养 老 最 早 以

最为著名。

“ 数字化养老” 的概念被提出。 之后也曾发展为“ 信

1. 1. 1

2012 年,智慧养老实践活动开始在国内启动,重点

不疲,学术观点各异,智慧养老概念不一。 针对学者

息化养 老” ( 2010 年) 、 “ 科 技 养 老” ( 2011 年) 等。

智慧养老的内涵研究

智慧养老作为新兴之物,学者们对其研究乐此

发展了基于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家居以及信息

的观点,笔者分别依据服务内容、科学技术和养老优

系统规划和设计。 伴随物联网的迅速发展并与生活

势 3 个方面对智慧养老的概念进行了分类汇总。 其

的相互融合,自 2013 年以后,智慧养老开始以物联

一,从服务内容方面来说,左美云认为智慧养老从衣

网为中心,结合互联网来推进养老服务的提质增效,

食住行、医疗卫生、康复护理和精神娱乐等方面为老

既催生了智慧养老的研究队伍,又激发了智慧养老

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向运华、姚虹从老年人的生

的产业发展,进而衍生相关的智能产品和智能设备。
1. 1

中国智慧养老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 于 智 慧 养 老 的 研 究, 最 早 可 以 追 溯 到

2007 年。 2007 年胡黎明在其发表的《 新型数字化居
家式养老社区解决方案》 一文中提出了“ 数字化养
老” 的概念,智慧养老崭露头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如今智慧养老产业风生
水起。 智慧养老从萌芽期到现代化发展期已历经十
年的时间,这期间学界研究智慧养老的步伐从未停
止,关于智慧养老的文献、书籍也层出不穷。

活照料、家政服务、远程诊疗和紧急救助方面对智慧
养老进行了分析;郑世宝认为智慧养老利用信息技
术实现了线上线下互联互通、医养结合相互衔接的
全方位、综合性的养老服务。 其二,从科学技术方面
来说,黄勇认为智慧养老的本质是对一系列诸如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 朱勇认
为智慧养老依托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空间地
理信息管理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也集合运用了现代
老年服务业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 席恒等人则从技
术原理方面指出“ 智慧养老模式的原理是利用物联
网、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各类传感器终端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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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网络的无缝连接” ;朱海龙指出“ 智慧养老是将物

联网、因特网、社交网等技术整合起来应用到养老服
务中的一种全新的养老服务模式” 。 其三,从养老
优势方面来说,贾伟认为智慧养老实现了对传统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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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的改造,实现了老年生活的高度现代化和智

这种信息技术的嵌入包括在老年人家中安装智能摄

能化;潘峰、宋峰认为智慧养老可以优化资源配置,

像头、在相关设备中植入芯片以实现家居和设备的

实现养老服务的供需对接,同时可以提高养老服务

智能化;与此同时,需要把智能家居和智能设备收集

效率。 张雷、韩永乐认为智慧养老促进了科技与老

到的信息进行汇总,这就需要搭建为老服务信息平

人的互动,并且深挖了老人的晚年价值,促进了老人

台,通过对汇集信息的分类,实现为老服务的网格化

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的提高,提升了老

管理。

人的幸福感。

1. 2. 1

尽管对智慧养老概念存在着上述不同的界定,

智能家居产品

目前,中国可供老年人使用的智能家居产品主

但几乎都肯定智慧养老具有以下特征:智慧养老的

要有热线电话、家庭摄像头、智能电视、智能机器人

服务对象是老年人;智慧养老的手段是对互联网、物

等。 首先,热线电话是社区或政府为方便老年人而

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运用;智慧养老目标是实现老年

特地开通的服务热线,例如厦门市探索实施的智慧

人生活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通过描述,笔者认为智

养老模式,老年人只需拨打专用号 12349 热线电话,

慧养老是基于物联网、互联网等科技技术,以满足老

养老服务就会送上门口。 其次,通过在家里安装家

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为目标,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庭摄像头,360°视角无死角旋转,适时追踪老年人的

促使为老服务自动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养老方式。

身影,手机安装 APP 即可随时随地查看老年人的日

1. 1. 2

智慧养老模式的分类研究

常生活和饮食起居状况。 再次,关于智能电视,一方

对于智慧养老的模式,笔者通过总结发现主要

面,老年人可以查找自己喜欢的节目,另一方面,老

有智慧居家养老模式、智慧社区养老模式、智慧机构

年人可以通过电视进行预约点餐送餐、日常购物、沟

养老模式等三种,但是对于主张发展何种养老模式,

通交流等一系列服务;最后,在人工智能层出不穷的

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睢党臣、彭庆超认为在中

时代,机器人养老服务也开始出现,主要是通过人机

国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居家养老因符合中

互动,由智能机器人实现健康监测、日常照料、精神

国国情成为居民的主要方式,而“ 互联网 + ” 理念为

娱乐等服务,然而,虽然总体上中国的智能机器人有

智慧养老的发展拓展了新思维,带来了新契机,故而

所发展,但是为老服务的智能机器人处于探索阶段,

主张发展智慧居家养老模式;屈贞认为社区养老因

尚未普及,却也是最为看好的发展模式。

其便利性、舒适性、经济性、安全性等相对性优势,成

1. 2. 2

为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故而,在社

智能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的本意是探索人和科技全新的交互

区养老中嵌入智慧模式,可以实现社区养老的可持

方式,为每个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随着时代的发

续发展;童星认为社区作为将家庭和机构进行有机

展,穿戴式设备的种类逐渐增多,孙效华,冯泽西按

衔接的平台和纽带,同时超越了社区本身的狭小空

照佩戴方式的不同,将可穿戴式设备分为头戴式、腕

间,发展智慧社区居家养老可以将社区外的资源引

带式、携带式和身穿式四大类。 封顺天将可穿戴设

入进来,故而必须走智慧社区居家模式。 虽然也有

备按照物理形态分为眼镜、手表、手环、手套、项链、

学者主张发展智慧机构养老模式,但是实际情况不

挂件、头箍等 7 类。 顾忠伟等人按照使用设备的方

容乐 观。 现 实 中, 大 多 数 公 办 养 老 机 构 “ 一 床 难

式,把普适计算设备分为手持设备、内置设备和可穿

求” ,相关报道显示入住北京最火的养老院竟要排

戴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主要有智能眼镜、智能腕

万元的“ 天价” ;与公办养老机构的门庭若市相反,

人使用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主要有智能腕表、智能鞋、

队 100 年才有床位,一些地方 1 个床位竟然要出 3

表、智能手表和智能服饰等。 目前市场上可供老年

民办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偏高,《 中国养老机构发

智能眼镜等。 老年人只需佩戴上智能手环,在有生

展研究报告》 显示,中国养老机构空置率平均高达

活服务需求或者紧急情况时,就可以实现一键直通,

48%,即意味着有一半的床位被搁置,这就造成民办

同时由于智能手环跟踪老年人的日常活动、睡眠情

养老机构资源的浪费。

况和饮食习惯,医护人员或监护人可以在网上查询

1. 2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智能鞋安装有 GPS 定位系统,

中国智能产品发展现状
智慧养老是在传统养老服务中嵌入信息技术,

便于了解老年人的日常行动路线和生活轨迹;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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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可以帮老年人拍照、录像、打电话,方便老年人
的日常生活。 可穿戴设备的发展为老年人独立行动
提供了工具性辅助,增加了老年人的独立性。
1. 2. 3

智能服务平台

2. 1

“ 生命养老” 向“ 品质养老” 转化
在物质 生 活 水 平 低 下 的 时 代, 人 们 往 往 追 求

“ 生命养老” ( 人均寿命的延长) 。 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人们的经济收入增多,生活水平提高,在养老

在智能服务平台的构建方面,浙江乌镇的“ 智

方面已经由过去的追求“ 生命养老” 向“ 品质养老”

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和左美云教授团队搭建的社

转化,智慧养老的发展使得“ 品质养老” 初见成效。

会公益型网络平台———“ 老友帮” 闻名全国。

自动报警装置可以在老人忘记关煤气罐时自动报

乌镇的“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主要分为线

警,实现对老人人身安全的防护;智能穿戴式通过采

上和线下两个部分。 线上平台即日立老年服务交互

集体征数据( 心率、脉搏、血压、血糖等) ,实现对老

系统,通过在老人家中安装智能居家照护设备、远程
健康照护设备、SOS 呼叫跌倒与报警定位设备等,并

人的健康监测;通过穿带有 GPS 功能的智能鞋,可

以获取老人的行为状况、运动距离等数据,实现对老

利用阿里云服务器线上平台运营,远程监测管理老

人的运动轨迹、地理位置的行为监测;智能手环、智

年人日常生活。 如老年人意外跌倒后,呼叫中心和

能手表等可以追踪老年人的日常活动、睡眠质量、饮

老人家属就会立即收到报警,相关救助可及时跟进。

食习惯等信息,并将数据传输至智能养老服务平台,

此外,对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饮食起居、精神

由专业人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实现对老人的生

娱乐等则通过线下平台,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

活看护。 另外,智能设备可以提醒老人按时吃饭、吃

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药、休息等,甚至在老人出现跌倒等紧急情况时自动

在利用“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为老年人提

报警,可以让老人得到及时的医治。 智慧养老实现

供日常所需养老服务的同时,一个旨在为老年人提

了科技与养老设备的有机衔接,提高了老人晚年的

供交流与分享、促进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沟通交流

生活质量。

的社会公益型网络平台———老友帮搭建成功。 老友

2. 2

台。 情感交流平台注重的是“ 老友” 的部分,其功能

而互联网与人们生活的高度融合,这就为信息的互

包括“ 提醒老年人注意休息” 的时间提醒、“ 供老年

联互通提供条件,使养老服务效率的提高成为可能。

人在外地子女进行私密 性 交 流” 的 亲 友 功 能 以 及

养老服务效率提高在老年人享受社区服务和就医方

“ 方便帮友批量上传和管理图片需求” 的相册功能

面尤为明显。 首先,信息的互联互通实现了养老服

等;经验分享平台强调的是“ 帮” 的部分,通过提问

务的效率化。 智慧养老促使社区养老服务实现了网

和回答进行经验的分享,比如“ 如何挑选鸡蛋” 的生

格化管理,社区服务人员在接收到老人的需求后,智

活经验、“ 如何做到三十而立” 的人生感悟和“ 如何

能养老服务平台会自动显示或报告符合条件的服务

设计一个简易冰箱” 的企业难题等。 老年人不仅可

人员的信息,进而可以派遣就近的人员为老人开展

以在“ 老友帮” 上与子女沟通交流,还可以利用自身

上门服务,实现为老服务的及时化。 其次,信息的互

的经验为年轻人答疑解惑,既帮人解决了问题,又实

联互通实现了就医的效率化。 智能养老服务平台存

现了自己的晚年价值。

有老人的基本信息和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的对接使

2

老年人在看病时电子健康档案可以跟着老年人自主

帮仅有的两个平台为情感交流平台与经验分享平

智慧养老的发展贡献

信息对接提高养老服务效率
智慧养老以物联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基础,

流动在对应的医疗和医护机构,医生可以查看老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引领时代发展,

人的电子健康档案而不是重复采集信息就可以了解

改变老人生活方式。 科技创新不仅是老龄化条件推

到老人整个生命周期历史。 这样既解决了医疗资源

动先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是提高全

分布不均匀的问题,又能够帮助医生做出准确的判

民健康素质和老年福祉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

断,同时也使得医院的专业优势得到发挥,核心竞争

重要保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随着高新科

力得到释放。

技越来越深入地运用于生活,在满足老年人更多生

2. 3

活需求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科技嵌入促使为老服务精准化
通过智能化的信息集成平台,整合了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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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各种资源。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提高老

区和上城区“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中所包含的服务

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不仅是政府、社区的责任,也需

内容就存在差异。 这样易导致老年人养老服务的层

要社会各界支持。 在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上,既承

次化和差异化的出现,不利于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

载了诸如生活照料、医疗诊断、康复护理、健康管理

3. 2

和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内容,也涵盖了服务需求者、

人文性关怀缺失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目标,美好生活

服务供给者、志愿者等基本信息。 依托互联网技术,

是一个总体概念,既要有物质上的富足,也要有精神

依靠社区、政府、医院、社会组织等营造一个养老服

上的美满。 智慧养老在传统养老服务中嵌入了科技

务生态系统。 一方面,于接受为老服务的老年人而

的力量,为老年人提供了很多人力做不好、做不到和

言,可以在该平台上看到自身的健康状况,查询社区

不愿做的多样化服务,丰富了养老服务内容,提高了

的宣传信息,也可以为社区的发展建言献策,为青年

养老服务质量。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智慧养老的进

人答疑解惑,这样既利用了老年人的智慧,又促进了

一步发展,老年人要拥抱新技术、新事物,然而,随着

社区智慧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对提供为老

记忆力的减退,很多老人记不住操作步骤、看不清手

服务的人员来说,通过在该平台上了解老人的兴趣

机屏幕、不知如何网上付费等,这成为他们融入网络

爱好、饮食习惯、作息规律和运动轨迹等,可以为老

化社会的绊脚石。 “ 目前的智慧养老产品没有体现

年人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务内容。 同时,也能够把
更多具有专业性、智能化的服务机构吸引进来,扩大
老人的选择范围。

3

智慧养老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智慧养老不同于传统的养老服务,它以信息技

出以老年人需求为本的理念,许多产品并未真正考
虑到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使用能力和个性需求” ,另

外,目前智慧养老的着力点放在日常照护、医疗保健
和康复护理方面,对于如何缓解老年人的精神慰藉
问题却不置可否,虽然有人工智能设备,如智能机器
人可以进行人机交互,但是高昂的费用让很多老人

术嵌入养老服务为标志。 在当前阶段,由于受到经

望而生畏。

济发展状况、消费倾向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3. 3

智慧养老在进一步发展中遇到了地域分布不均、老

老人有效需求不足
智慧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为老年人

年人实际有效需求不足和智慧养老的人文性关怀缺

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机遇,例如开拓了老人的眼界,他

失等一系列的挑战。

们打开电脑就可以了解天下事,通过视频可以实现

3. 1

与子女的零距离沟通交流。 但即便智慧养老为老年

智慧养老分布不均匀
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科学技术各

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益处,还是有很多的老年人

异,依赖信息技术的智慧养老在地域分布和服务内

由于种种原因而拒绝使用智慧养老。 王春晨等人经

容两方面表现出了差异。 一方面,在地域分布上存

过实地调研后发现,对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智慧养

在不均衡的 状 态。 智 慧 养 老 在 东 部 地 区 “ 星 罗 棋

老,25%的老年人表示无法接受该种养老方式, 近

布” 、中部地区紧随其后,虽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

50%的老年人对智慧养老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造成

平台,但是难掩西部地区智慧养老屈指可数的境遇。

“脱节” 。 网络社会发展势不可挡,由于生理机能下

国率先以区为单位设计、建设智能化养老服务信息
张丽雅、宋晓阳通过对国内 31 个省( 市、区) 养老服

务信息平台建设情况的统计也验证了中国智慧养老
服务资源地区分布不均的情况。 无独有偶,齐爱琴
通过对智慧养老相关资料的梳理后也发现,国内的
智慧养老存在地区分布不均匀的现象。 另一方面,
在服务内容方面也存在差距。 由于智慧养老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的不一,造成不同省份的智慧养老产

老人有 效 需 求 的 原 因 各 异。 其 一, 老 人 与 社 会 的
降,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 慢半拍” 的 老
人,对智能设备存在一种恐惧。 “ 放着多功能的智
能手机不用而选用普通手机,家里放着电脑却不敢
打开,放着银行的 ATM 机不用偏要去排队等候” ,
很多老人在智能化的智慧养老面前手足无措。 其
二,老人崇尚节俭的传统和 “ 代际下移” 现象的 发

展。 当前,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很多老人

品差别很大,甚至由于统一信息化标准的缺失,即使

减少自身支出来贴补子女、孙子女,在经济压力面

在同一省份,不同地区分布也不相同。 杭州市西湖

前,很多老人对智慧养老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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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老的发展方向

状,可以通过生命历程数据库的信息存储功能,用年
轻时候的记忆帮助老人回忆起生活习惯和行为特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面对着良好的时代环境和

征,减少老人的记忆负担;针对记忆力减弱的症状,

发展机遇,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运用互联

可以研发带有语音提示功能的产品,定时提醒老人

网技术实现养老服务的自动化、便捷化和智能化,能

吃药、睡觉;针对老人视力下降的症状,可以采用更

有效地缓解智慧养老在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开辟出

为鲜亮的大色块、大字体来显示,或者研发带有语音

破解当下智慧养老发展的全新对策。

提示功能的产品。 再次,刚刚退休后的老人日常生

4. 1

活变得没有规律,加之子女不在身边,精神无处着

智慧养老均衡性发展
针对中国地域广阔,科技发展水平不一,智能信

落,易烦躁,故智能产品在设计时也要满足老人的精

息服务平台分布不均匀的状况,首先,中央政府根据

神娱乐需求。 应该增强视频聊天、休闲娱乐等软件

东部、中部、西部的科技发展水平,制定适合智慧养

功能,研发适合老年人即时通讯的新工具。 此外,在

老发展的大政方针,为该区域智慧养老的发展营造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研发上,应该增强社区活动的

良好的制度环境。 与此同时,自上而下制定促进智

组织功能,即使老年人有更多的情感交流、生活经验

能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宣传举措,促进

分享等机会,也能让他们在养老互助、社区公益等活

智能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及推广。 其次,地方政府

动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严格贯彻落实中央政府促进智慧养老发展的策略。

4. 3

一方面,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老龄化程度、老

智慧养老有效需求增加
智慧养老的服务对象是享受服务的老年人,智

人需求内容等状况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智慧养老。

慧养老的发展需要激发老年人的有效需求。 其一,

例如在经济发展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低且老龄化程

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对智能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进行

度高的中西部地域,当地政府可以采取“ 以点带线,

宣传,为社区居家老年人免费发放智能手环、智能腕

以线带面,逐步发展” 的方针来发展智慧养老;而在

表等智能产品,由社区服务人员或老人子女指导老

经济发达、科学技术水平高且老龄化程度高的东部

人使用,以智能产品的使用为切入点,引导老人融入

地域,可以以发展优质化、精细化的养老服务内容为

到网络化社会中来,享受智能产品为生活带来的便

目标,致力于打造高质量、个性化的养老服务模式。

利。 其二,根据中国社科院国情调查与大数据研究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是社会资本参与智

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使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

慧养老的重要政策保障。 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智慧养

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使用互联网的老年

老采取的政策激励是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的关

人倾向于高满意度的比例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

键,地方政府通过减免税收、现金补贴等激励措施是

群体。 因此,在网络化发展势不可挡、互联网与人们

影响企业进入养老产业的关键。 地方政府通过技术

生活高度融合的背景下,退休后的老人不妨主动跟

支持、购买服务、借贷利息减免等措施吸引社会资本

上时代的步伐,多向子女或者身边的年轻人学习,请

进入智慧养老服务行业,在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样

教安装一些基本的手机应用软件,既可让生活更加

化的养老服务内容、满足老年人个性化养老服务需

的便利,也可以让自身保持更加年轻的心态。 而且,

求的同时,促进该地区智慧养老的发展。

接触网络科技新产品,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和智力能

4. 2

力能够得到补充,在生活质量极大提高时,他们对于

科技养老注入人文性关怀
智慧养老的发展不仅要实现老人生活的智能

人生意义的理解与体会更加的丰富。 其三,随着生

化、自动化,更要促进老人生活的便捷化、人性化。

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老年人的观念开

因此,智慧养老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实现技术性和人

始转变,他们开始注重自身的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

文性的统一。 首先,由于老人本身对智能产品就心

为此,相关 的 智 慧 养 老 企 业 可 以 利 用 信 息 技 术 的

存恐惧,而产品功能的增加更会加重老人的心理负

“智慧” 对老人个性特征、行为习惯和兴趣爱好进行

担,故智能产品在设计时要以简洁化为主,字体要增

分析,进而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通过“ 点对

大,功能要突出,让老人能够轻松地找到所需的服务

点” 的智慧服务模式,来激发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的

功能。 其次,日常生活照料中,针对老人痴呆的症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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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Wisdom Pension in China
LI Pan
(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201620, China)

Abstract:Currently,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s intensifying. Based on the actual state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development, scholars in China have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pensions and introduced the contributions of wisdom pension products and wisdom for the elderly. Wisdom pension has encountered problems in development, such as uneven regional distribution, lack of humanistic care, and insufficient actual effective demand.

Therefore, we should focus on the deeper areas of wisdom pension.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information technol-

ogy and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 demand of the elderly, we must integrate humaniti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old age care models and end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humanity.

Key words:pension service; wisdom pension; development status; prosp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