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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正处于老年人口数量较多、老龄化速度加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繁重的阶段，利用现代化技术建立老年智慧康
养平台是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阐述了建设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背景以及相关概念与发展现状，以杭州市西湖
区老年智慧康养平台为案例，深入分析了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建设模型与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而总结了我国老年智慧康养平
台的共性特征。研究提出了我国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建设路径：以科技手段助力实现健康中国为建设目标，以全国康养信息
和数据的互联互通为建设基础，构建“社区嵌入型”智慧康养服务综合体来调动服务资源，开展远程健康数据监测和健康管
理来强化信息支撑，发挥地域优势并促进本土康养产业升级。为此建议，推动康养产业及科技转化，健全老年人精神需求保
障机制，完善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构建智慧康养标准体系，协调城乡智慧康养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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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larg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its aging speed is accelerating, which pose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the country
to cope with problems induced by population ageing. To address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mart health care platform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using modern technologies.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smart health care platform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Using the smart health care platform established in Xihu District of Hangzhou City
as a case, we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model and challenges of the platform and summarize the common features of the platforms in
China. Moreover, we propose an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platform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platform should be built to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ealthy China us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based on the interconnection of national health care
information and data; service resources need to be mobilized to provide a community-based comprehensive service; remote health data
monitoring and health management are required to strengthen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need to be maximized
to promote local elderly health care industries. Furthermore, we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health
care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mprove the health assessment syste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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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antee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evant standards system, and coordinat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this industry.
Keywords: ageing; Healthy China; home-based community care for the elderly; smart health care for the elderly; service for the aged;
health care platform for the elderly

一、前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

提出我国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建设路径。

二、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发展背景

上老年人口已达 2.6 亿，约占总人口的 18.7% [1]；未
来一段时期，我国将持续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

（一）我国老年康养事业面临的挑战

力。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老年人需求多元化的背

1. 老年人口众多，养老资源不足

景下，传统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及未来的养老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健康和养老资

需求，养老事业亟需注入新的活力。随着大数据、

源供给存在一定的压力。一方面，我国老年人口数

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深化融合，智慧化养老

量众多，但经济总体处于发展阶段，相较发达国

模式为解决我国养老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 [2]。

家存在更大的养老压力。当前，进入深度老龄化

智慧化养老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立足老年人的实际

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荷兰等），

需求，将显著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与精准度。

2017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已超过 3.5 万美元 [14]；

在智慧健康养老研究领域，已有研究主要围绕

我国 202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7.18 万元，是

产业发展、平台建设展开：前者涉及智慧康养产业

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另一方面，我国逐渐形

发展现状 [3]、智慧健康养老模式 [4]、智慧康养产

成了“421”
“422”的家庭结构，即两个青年对应照

业链整合 [5]、区域老年智慧康养产业发展路径 [6]

顾 4 位老人、1~2 名子女，青年的养老压力倍增；

等，后者包括智慧康养实现路径 [7]、构建“互联网

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数量

+”老年康养系统性体系 [8]、智慧健康养老平台构

增多 [8]。相对于庞大的养老需求，养老机构、养老

成 [9]、智慧健康养老平台数据库与保障系统 [10]、

设施及床位数量等严重不足，如 2020 年我国共有各

智慧健康养老平台促进养老服务创新 [11] 等。此

类养老机构和设施约 3.29×105 个，养老床位合计约

外，也有研究就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建设水平参

8.21×106 张 [15]，每千名老年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超过

差不齐 [12]，智慧健康养老的信息化水平不高、覆

32 张，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50~70 张床位数。养老服

盖人群少、使用率低等问题 [13] 进行了梳理。整体

务短缺已成为我国家庭与社会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

来看，有关老年智慧康养研究大多针对某一功能模

问题之一。

块进行分析，而对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社区养老实

2.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化

际运行模式及内在机制研究还较少。将老年智慧康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具有强烈的异质性，

养平台建设与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结合起来，剖析老

不同的生长背景、教育程度、经济情况、身体状况

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实际运行模式及其成效，推动老

都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具体需求。随着生活质量的不

年智慧康养精准高效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

断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日益

实际意义。

多元化，对基本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

本文选取社区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建设和实际运

现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传统的机构养老模式已无

行机制作为研究切入点，重点分析我国老年智慧康

法全面适应当前及未来的养老需求，存在养老公共

养平台的运行模式；在阐述我国老年智慧康养平台

服务范围狭窄、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 [16]，亟需寻

发展背景的基础上，以杭州市西湖区的老年智慧康

求新型手段以解决老年人的多层次养老需求问题。

养平台建设为案例，梳理平台运行机制及发展面临

3. 老年人慢性病的患病率高

的问题；总结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共性特点，进而

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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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2019 年我国人均预期
寿命为 77.3 岁，而预期健康寿命仅为 68.7 岁，这
意味着老年人有近 10 年的时间可能处于不健康状

战略目标

体系构建

行动方案

健康中国战略

老年智慧康养
体系

老年智慧康养
平台

态。老年人的晚年健康问题具有病程长、控制率
低、需要长期照料等特点，因此护理服务对老年

图1

老年智慧康养“目标 - 体系 - 行动”框架图

慢性病患者非常重要。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需要推进医养结合，将医疗健康服务融入老年人

（三）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建设情况
1. 基于政策引导的先行试点

的基础服务。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见表 1）
，推动
（二）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概念

智慧养老产业逐步发展，引导并支持老年智慧康养

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即涉及养老服务的物联网系

平台的壮大。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智慧

统服务平台，也可称为智慧健康养老平台、“互联

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均对

网 +”养老平台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

智慧化健康养老提出了加快建设的具体要求；鼓励

速发展和普及应用，智慧养老成为我国老龄事业与

开展智慧健康养老试点示范的建设，建立层级动态

产业发展的方向之一。2012 年首次提出了“智能

管理模式并强化示范引领，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经

化养老”理念，就智慧养老进行了积极探索；国家

验借鉴 [18]。目前，我国智慧健康养老试点逐渐落地

“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并初见成效，2017—2021 年有 5 批省市街道、企业、

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预计未

基地、园区示范试点成功申报；现有智慧健康养老

来会有 90% 以上的老年人在社区居家养老，这为

应用试点 634 个，含 342 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街道
（乡

智慧化养老入驻社区提供了现实支点 [17]。2020 年，

镇）
、204 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86 个智慧健康

5

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共有 2.91×10 个，

养老示范基地、2 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园区。

数量和普及率在不断提升，在全国养老机构和设

2. 平台建设具有区域不平衡性

施中的占比达到 88.4% [15]。依托社区开展新型

梳理 2017—2021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

智慧化养老服务，是缓解养老和照护资源不足的

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 5 批智慧健康养老示范

重要途径。智慧健康养老旨在实现健康中国战略，

名单发现，入选的试点项目集中在浙江、四川、上

依托于社区的智慧健康养老平台是最主要的行动

海、山东、河南等省份，地区之间存在不平衡现象，

方案（见图 1）。

城乡之间的试点建设情况也有差异性。从街道（乡

表1
时间/年

2015—2021 年国家发布的智慧健康养老政策（部分）
政策要点

2015

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2016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规范和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的
应用体系建设等规划
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对促进养老服务业更好更快发展作出部署

2017

三部委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要求重点推动智慧健康养老关键技术及产品的
研发与使用

2019

民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快互联网与养老服务的深度
融合，打造多层次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要求实施“互联网+”养老行动，促进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
术和智能硬件的应用

2020

多部门印发《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见》，要求推进物业服务对接智慧社区系统，建设
智慧养老信息平台，配置服务设施等

2021

三部委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进一步推动智慧康养产业创新发展，保持政
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发展“互联网+”照护服务，实施“智慧养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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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试点情况来看，目前街道试点 272 个、乡镇试

智慧康养平台建设提供了必要基础；与企业合作建

点 70 个，乡镇试点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街道。

立了“西湖区康养一体化平台”信息系统，对接西
湖区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涵盖老年人建档、申

三、我国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建设特点——
以杭州市西湖区为例

请、入户评估，提供康复服务、结算等功能。建成
的西湖区老年智慧康养平台作为浙江省智慧康养体
系建设试点之一，入选了国家第三批智慧健康养老

我国多地已着手建设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如北

示范基地名单。

京市建立了以养老服务为主、以老年用品为辅的社

2. 建设模型

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石

西湖区老年智慧康养平台是全区的总控平台，

洞子沟街道推出了涵盖多种养老和医疗功能的社区

对接各个街道的分平台：实现了康养服务从评估到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通过智慧

服务计划制定、实施、结算的全过程及一体化闭环

养老信息平台实现了政府、机构、社区、社会公众

式管理，将线上和线下服务融合、家庭养老床位与

之间的互联互通与资源共享。浙江省是我国较早进

智能化设备及平台融合、呼叫中心与平台融合，使

入老龄化的省份之一，也是老年智慧康养建设试点

得各种康养服务场景、碎片化的服务项目在平台上

较多的地区；初步形成了省级统筹的老年智慧康养

实现了整合。西湖区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建设模型

体系，共有示范街道（乡镇）45 个、示范企业 16 个、

分为管理端、用户端、支持端（见图 2）
。管理端

示范基地 14 个，3 类试点建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是西湖区的总控平台和各个街道的管理平台，用户

因此，选取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作为我国老年智慧

端设有老年人端口和服务人员端口以提高服务便捷

康养平台建设的研究案例，具有较好的参照价值。

度，支持端涉及区域内的数据系统、云平台、智能
设备等。在整体运行模式中，平台还设有全程安全

（一）杭州市西湖区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案例分析
1. 建设基础

监测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主要功能表述如下。
体适能评估。2020 年，西湖区将体适能评估

2020 年，杭州市西湖区的老年人口约为13.37万，

检测纳入 70 周岁以上企业退休人员的年度常规体

老龄化人口占比接近 17.8% [19]；结合区情实际，

检。西湖区老年智慧康养平台自 2019 年上线以后，

提出建设“服务联合、人才成长、照护标准、康养

截至 2020 年 7 月已完成体适能评估约 10 614 人，

支付”4 个体系，初步形成康养联合模式，为老年

人均成本为 30 元。相关评估数据直接接入西湖区

西
湖
区
老
年
智
慧
康
养
平
台

西湖区总控平台
Web+APP双系统

总体控制

区内各社区平台
Web+APP双系统

数据统计、资源调配
安全监测、接受服务申请
康养服务分配等

管理端

用户端

老年人
APP

提供体适能评估、康养服
务、上门护理等服务

申请体适能评估、康养服
务、家庭养老病床等服务

支持端

数据库

服务人员
APP

线上线下
结合

云平台

智能设备

老年人基础信息数据库 物联网、云计算等 养老病床设备、红外检测
服务机构和人员数据库等
仪、摄像头、助老设备等

图2

24 h
一键呼叫

全程监测
服务标准
评估标准

监测
生命体征

安
全
监
测
体
系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西湖区老年智慧康养平台总体建设模型
注：Web 表示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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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管理平台，在平台上根据评估结果对老年人身

3. 面临的问题

体状况进行建档并制定康养计划。评估机构一般由

公众对智慧居家养老的认知不充分。虽然政府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根据老年人所在社区就近

已出台多项智慧养老政策，但资源投入力度还不够，

分配评估机构；评估完成后，平台自动生成评估报

公众对智慧居家养老的实际知晓度较低。一方面，

告，为老年人提供预防方面的服务和知识指导。

公众对新事物都有一定的试探心理，与传统家庭养

康养服务。在完成体适能评估后，平台自动生

老模式不同的智慧服务模式还需加强宣传推广；另

成康复计划；老年人可在咨询、权衡之后自主选择

一方面，老年人对新技术、新方法的学习能力会有

合适的康养服务计划，与平台签订康养服务协议书；

一定程度的弱化，需要一定的学习时间才能对智慧

平台依据就近原则为老年人分配服务机构，将康养

养老服务进行有效回应。

工作单分配给康养服务人员（服务机构依然是社区

老年人对服务的接受度较低。智慧居家养老存

卫生服务中心）。在服务实施阶段，可以选择服务

在的困境之一即老年人的实际使用行为较少。 尽管

人员上门居家服务，也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

智慧居家养老拥有较为完善的设计与规划，能给予

加团体康复训练。服务实施过程纳入全程动态监管，

老年人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但当前服务的实际使

便于管控服务质量。

用率并不高。课题组调研发现，在推广平台的康养

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家庭养老病床安装了用于

服务时通常会给予老年人一定的使用优惠，但有一

体征监测和安全防护的智能化设备，如网关、红外

部分老年人只消费优惠券的部分内容而不会有进一

检测仪、摄像头、智能床垫、智能药盒、智慧按钮

步的预订服务，对平台服务的接受度较低。从康养

等，将老年人生命体征、健康管理、居家预警信息

服务数据来看，免费的体适能评估、体适能训练服

传递到云服务中心；云服务中心将处理后的信息传递

务的使用人次较多，而需要付费的自我训练、上门

到呼叫中心、监护人、社区管理人员，便于掌握老年

康复、中医理疗等使用人次较少。

人实时情况，采取及时必要的干预或服务。服务人员

医院合作的积极性不高。老年智慧康养平台依

通过平台每天早晚查房两次，接受老年人 24 h 咨询和

托浙江省康养联合体系进行建设，而康养体系重视

紧急救助，同时将各项情况通过应用程序（APP）

的是老年人疾病预防与康复护理，联合社区、医院

发送给相应的监护人。

对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在建设之初，与医院的合

补充内容。平台还有一些补充功能：呼叫中心

作可以借助公益来促进，但这不是长久之策，医院

功能，24 h 响应老年人的紧急求助；数据统计功能，

持续参与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只有将参与老年康

存储全区老年人的基础信息，包括老年人总数、性

养事业的医生、护理人员纳入医院的奖励政策及晋

别、年龄、体适能评估数据等；回访与反馈功能，

升制度对象范围，建立并完善医院的利益回报机制，

及时更新对老年人、老年人家庭、社区服务组织的

才能吸引医院等机构持续参与社区服务，进而发挥

回访与反馈信息。

康养平台的最大效用。

通过西湖区老年智慧康养平台，提供各项康养
服务约 26 608 人次（见表 2）；体适能评估和体适

（二）我国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共性特征

能训练服务的占比较高，占据了大部分服务项目人

1. 智慧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融合

次，其他项目服务人次偏少。这也显示，参加体适

智慧居家养老通过康养平台的远程辅助，让老

能评估的老年人通常会选择体适能训练服务以达到

年人 居家即可享受优质便捷服务，满足老年人个性

健康目的。

化养老需求。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简化服务手续，实现
线上申请、上门服务。例如，杭州市西湖区的失能老

表2

西湖区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各项康养服务情况

服务项目
体适能评估
体适能训练
健康宣传教育
上门康复护理
总人次
174

人数 / 场次
10 614
2225
319
106

总人次 / 人
10 614
10 575
3978
1441
26 608

百分比 / %
39.89
39.74
14.95
5.42
100

人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专业康复师、推拿师的上门护理
服务。通过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助力养老服务线上线
下融合、智能化设备与平台融合，将各种康养服务场
景、碎片化的服务项目在平台上实现高效整合。
2. 养老资源的有效整合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财政、医疗、人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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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相对不足，家庭养老功能正在弱化 [20]。随

质量和健康保障水平，助力实现健康中国战略。因

着我国老龄化加剧，健康和养老资源供给存在一

此，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建设应围绕健康老龄化和信

定的压力。提高供给侧的有效服务能力，需要利

息化展开，更加关注数据的精准性和服务的有效

用和调动多方资源，统筹政府、社会、行业和个

性。一是以老年人健康为中心，提供包括健康教

人形成强大合力。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将不同的养

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

老资源供给部门协同起来，对各方面的养老信息

安宁疗护等在内的老年健康服务；利用智慧化手

与资源进行整合，既可突破部门界限，又能更有

段，不断提高健康服务质量，使老年人享有便捷、

效地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和养老服务 [21]。老年智

舒适、人性化、可负担的服务，普惠性地解决好老

慧康养平台通过智慧化手段，将政府、社区机构、

年人的健康问题。二是致力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

医疗机构、老年人等各类主体联系起来并整合相

平，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鼓励社区工作者

关资源，实现供给协调、需求匹配的新型养老服

借助专业能力，合理收集并科学评估老年人的需

务运行体系及机制 [22]。

求，梳理形成社区老年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

3. 医养结合为主支持健康老龄化

社会化需求，不断优化平台提供的服务项目；尤

在社区养老实现智慧化的基础上，老年人都期

其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老年人

待有更多的健康指导和服务 [23]。智慧居家养老模

在家接受服务、医疗健康、心理慰藉的需求更为

式在提高老年人养老生活质量的同时，缓解了老年

凸显 [25]。三是追求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可持续运

人的家庭照护压力，使得家庭照护者借助平台方提

营，鼓励社区服务人员深入老年人群体，了解老

供的信息来远程关注老年人的各项指标及情况；在

年人对智慧康养这一新生事物的认知以及对智能

老人出现紧急情况时可以及时给予帮助，也便于家

产品的需求，提高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推广力度，

庭照护者及时知晓以避免意外发生。社区机构借助

加快实现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匹配 [26]。

智慧康养平台，有效掌握全社区慢性病老年人的身
体状况和护理需求，据此精准提供服务。老年智慧

（二）筑牢建设基础，推动全国康养信息和数据的

康养平台突破时空限制、转变服务模式，在减轻老

互联互通

年人就医负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4]。

随着深度老龄化的到来，建设老年智慧康养平

4. 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康养需求

台成为必然趋势，做好相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尤为

老年人的多元化康养需求仅依靠家庭已不能得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发展的基

到充分满足。从全国的康养平台建设来看，平台协

础支撑，主要包括基础网络、信息服务、智能设备、

助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主要有生活照料、社交娱

大数据中心等。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主干的智慧健康

乐、康复护理、医疗救助等大类，具体的服务类目则

养老，促进数字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完善全国

依据各地社区的具体情况制定。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将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康养平台的承载与服

现代科技与传统居家养老方式结合起来，既满足我国

务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支撑智慧康养的基本

老年人传统居家养老的习惯，提高老年人的舒适度和

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农村地区需要加快布局，

幸福感，又借助科技化、信息化的设备和服务，为老

补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充分的短板。二是建

年人提供日常照护、医疗健康、安全监测等服务，相

立老年人康养数据库，以老年人为核心、以康养

对全面地满足了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信息为基础，与民政部门、医疗机构等紧密合作；
在全国推广基础信息建设，通过数据的互联互通

四、我国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建设路径

清除“数字鸿沟”，构建各个城市的数据分中心，
为中长期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数

（一）明确建设目标，以科技手段助力实现健康中国

据支撑 [27]。三是引导互联网、信息服务、智能设

建设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根本目标是服务老年

备等应用的“适老化”发展，促进互联网、大数据

人，运用科技化手段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

等信息技术主动“靠拢”老年人，积极提供“适老

质量；积极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提高健康服务

化”服务，帮助老年人更好适应智慧居家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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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动服务资源，建设“社区嵌入型”智慧康
养服务综合体

（五）发挥地域优势，促进本土康养产业升级
各地区依托地域优势，试点开发具有本地特色

居家社区养老是我国当前主要的养老模式，社

的智慧化模式，促进本土康养产业升级。一是依托

区的资源禀赋与高效整合是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在社

当地的养老资源和人文资源开发康养产业，如四川

区运行的现实基点。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以人的

省攀枝花市因具有独特的气候资源、旅游资源而适

健康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范围、以需

合开展康养运动和康养旅游，青海省西宁市适合发

求为导向，建设“社区嵌入型”智慧康养服务综合

展具有民族和高原特色的智慧康养平台服务。二是

体。一是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做好社

通过创新让康养模式更具区域活力，鼓励和引导基

区层面的资源整合，高效利用有限的医疗和健康资

层组织探索更多特色、人性化的改革，总结反馈并

源；完善公立医院合作的利益回报机制，合理调动

推广基层探索的创新经验。三是提倡各级政府根据

医生和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建立“社区卫生服

当地情况，合理规划地区老年康养资源，保障基础

务中心 + 医疗机构 + 养老机构”的多元服务人才队

性、普惠性产品及服务的可靠甚至充分供给，不断

伍，形成多方参与的服务主体，缓解家庭和社会照

提升老年康养服务产品和服务的品质。

护资源不足的现实困难；针对社区内老年人、慢性
病人等人群，提供上门护理、预防保健、疾病治疗、

五、对策建议

慢性病管理等服务。三是与专科医院合作，探索发
展老年专科（如骨科康复、老年慢病管理等），为
老年人在社区内的就医和诊断提供便利。

（一）推动康养产业发展及科技成果转化
围绕老年人的生活需求、生理需求、幸福需求
等维度，以健康养老产业为核心，加速构建康养产

（四）强化信息支撑，实施远程健康数据监测和健
康管理

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长效机制，实现多位一体的健
康养老产业体系。一是科学统筹和配置各类要素资

数字信息科技是支持老年人居家 / 社区养老并

源、政策资源，加快推进康养产业集群建设，促进

获得长期照护服务与健康服务的重要解决方案。强

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的联动，形成康养

化信息技术支撑，促进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

产业体系和科技孵化体系。二是鼓励科技创新和成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等产品（服务）

果转化，推动人工智能、穿戴设备、辅助用具、终

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一是提升“适老化”

端设备等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创新社会参与机制，

产品和智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运用互联网和生物

形成高度开放、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

识别技术，探索建立便捷化的老年人远程操作和审

适度加大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力度，激活康养服

核机制；鼓励平台的设计者、服务者、企业等深入

务市场。三是制定鼓励和优惠政策，加快普及智慧

了解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习惯、认知等，开发更

康养模式和智慧康养平台，让经济和科技水平发展

多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丰富并完善《智慧健

较慢的地区也能向老年人提供智慧康养服务；推动

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二是推广家庭养老

智能产品“适老化”设计，提升老年人智能技术运

病床的使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远程监测

用能力 [28]。

和健康服务，完善家庭养老病床的申请、“适老化”
改造和服务模式；依托互联网、平台、手机 APP 等， （二）健全老年人精神需求保障机制
重点发展远程医疗、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网 +”

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

护理服务、“互联网 +”健康咨询、“互联网 +”健

量和精神愉悦度，更加符合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应

康科普等智慧健康服务。三是深入开展老年人数字

充分关注并合理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要，以精神生

技能普及教育，针对老年人群开展智能产品和平台

活质量改善来促进其整体生活质量提高和幸福感增

服务的使用指导，如举办手机课堂，为老年人提供

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仍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主

常用 APP 应用辅导、专属讲解等服务，推动老年

要来源，应增加心理健康宣传、心理疾病预防、人

智慧康养平台的可及性发展。

文关怀等服务项目。一是在体适能评估阶段加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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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心理健康的评估，预防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

设和运营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难度更大。应重点关

二是注意健康养老平台页面对老年人的适用性和友

注农村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建设工作，缩小城乡老年

好性，在开发过程中考虑人文关怀问题，完善老年

人之间的服务差距和“数字鸿沟”，保持城乡智慧

人关爱服务体系。三是完善定期巡访独居、空巢、

康养产业的协调发展。一是继续保持老年智慧康养

留守老年人的工作机制，防范并及时发现意外风险，

平台产品和服务的普惠性，逐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同时组织老年人开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能力。二是加强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家庭智慧化养老

（三）完善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
建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将

覆盖率，探索利用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医养结合服务。三是鼓励企业推出符合农村老

积极的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老年康养事业，

年人生活场景、经济条件、行为习惯的智能产品，

构建“预防、治疗、照护”三位一体的老年健康服

改善农村智慧康养的基础条件。

务模式。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加强慢性病筛
查和早期发现。一是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提前干
预，推广体适能评估等检查类目，预防老年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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