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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2022年11月30日，由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发布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Chat Genera-

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据瑞银集团的报告显示，ChatGPT推出仅

两个月时间便吸引活跃用户过亿，成为历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级应用并推动了诸多领域

中智能客服、辅助教育、决策支持等应用模式的革新。 

已有研究探索ChatGPT在医学专业知识问答及医疗辅助诊断中的表现。Chris Stokel-Walker在

《Nature》中指出，ChatGPT几乎可以像普通人类医生一样回答一些开放式医学问题。Alex How-

ard等学者在《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中表明，尽管ChatGPT获得的医学数据有限，但

它已具备本科三年级医学生所应具有的医学执照考试成绩。Adam Hulman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发

表于医学预印本平台medRxiv上的研究发现患者（参与者）并不能明显的区分ChatGPT与专业医

生给出的医学建议。尽管以上研究都认可了ChatGPT在医疗领域的出色表现，这里仍然有三个关

键问题需要重视和思考。 

一是ChatGPT的回答可能存在“幻觉效应”（hallucination effect）。当向ChatGPT提问一些

它并不熟知甚至具有诱导性的问题时，生成的文本尽管流畅且自然，但内容是不可靠的、无意义

的，这在自然语言处理的环境中被称为“幻觉效应”。比如问：“为什么经常跑步对滑膜炎患者

有益？”ChatGPT回答：“…经常跑步可以对滑膜炎患者有益的原因可能如下：1.增加关节周围

肌肉的力量和稳定性；2.促进关节润滑；3.促进新陈代谢和康复…”。显然这个回答是有逻辑的

错误回答，不可信。因为滑膜炎患者并不被建议跑步，但由于在对话时具有诱导性的提问，尽管

ChatGPT提供了免责声明并建议用户咨询专业医师，但依旧给出错误的医学解释。 

二是ChatGPT的回答往往缺乏提出澄清式的追问以及针对性的建议。有用户选取线上诊疗网

站的真实疾病案例询问ChatGPT医疗建议，ChatGPT倾向于顺应用户，而不是进行真正的诊断互

动。在多轮对话中，ChatGPT在面对用户表述不清，前后矛盾时并没有澄清式的追问。这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现阶段的ChatGPT并不具备独立诊断的能力。 

三是ChatGPT可能被用于编纂非法文件。风湿病学家Clifford Stermer在社交媒体向网友展示

如何使用ChatGPT生成证明文档以逃避保险公司繁琐的预授权过程。尽管生成的证明文档包括了

教我如何相信它？ChatGPT在医养领域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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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的话 

适当的标题和格式，但它附有的参考资料是捏造的。如何避免由于新技术衍生而产生的违法犯罪

风险也是需要重视的关键问题。 

我们呼吁重视以上关键问题，并且相信随着ChatGPT这类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的发展，针对医疗保健用途优化LLM是必要的、必须的。这将会缓解“幻觉效

应”并能够在医学诊断问答中表现的更加出色。除此之外，我们呼吁出台针对AI内容生成的监管

政策，以防止被用来生成虚假信息或者恶意攻击。也许未来我们能够让ChatGPT在一套规则下实

现自我进化，只有符合监管体系的AI应用才被允许进入医疗领域。 

 

主  编   张卓越                                       

                                       2023年3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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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到2025年，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体系基本

健全，标准化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标准推广应

用效果日益凸显。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

与市场并重转变，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体系结

构不断优化，服务标准加速提档升级，出台100

项养老和家政服务领域标准，形成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多

元共治格局；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进一步加

强，建立健全与标准应用相配套的制度体系，

形成标准化与养老和家政行业发展联动新局

面；依托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示范，部署

150个养老和家政服务领域标准化试点和示范项

目，树立一批标准化工作标杆、标准创新应用

典范；拓展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国际合作，

适时推进中国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走向国际，

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 

二、重点任务 

（一）升级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体系。针

对养老和家政服务业发展趋势和标准化需求，

优化标准体系框架，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标准体系，引领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修订《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

设指南》，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表。健全适

应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覆盖基础、机

构、要素、服务、权益保障等领域的家政服务

标准体系。 

（二）优化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供给结

构。完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

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多元共治格局。不断优化政

府颁布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二元结构。在

老年人能力评估、基本养老服务等基础通用领

域，加快推动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在居家养

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智慧养老等领域，

推动制定一批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服务管理需

要的行业标准。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养老和

家政服务地方标准，打造一批标杆地方标准，

支持将行业发展急需、实施效果好的地方标准

及时转化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鼓励养老和

家政相关社会团体和服务机构聚焦行业发展新

模式、新需求，制定和实施高于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对于应用效果

显著、辐射范围广泛的团体标准，予以重点推

广并适时采信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三）夯实支撑养老和家政服务业规范发

展的基础标准。发挥标准基础保障支撑作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民政部 商务部 关于印发《养老和家政

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 方案》的通知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

部、商务部联合组织开展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标准化对养老和家政服务业的

支撑引领作用，研究制定本工作方案。现将方案中智慧医养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全文可参见：http://www.sac.gov.cn/xw/sytz2021/202302/t20230207_3504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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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养老和家政服务机构管理规范、品牌建

设、信用管理等标准研制，引导养老和家政服

务业规范发展。重点加强养老服务安全相关国

家标准研制，支撑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加快出

台涉及家政服务提供机构、家政互联网平台、

家政培训机构等建设基本要求、服务规范的国

家标准。 

（四）完善养老和家政服务质量提升标

准。以标准优化服务和管理，促进养老和家政

服务质量提升。加强养老和家政服务质量、培

训规范等标准研制，全面提升管理人员和服务

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完善针对不同类

型家政服务（产品）、不同服务场景的服务规

范、服务质量提升与评价标准。加强养老、家

政服务领域优质标准的实施推广，引领养老、

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批养老、家政

服务企业标准“领跑者”。 

（五）补齐养老和家政服务业转型升级标

准。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带动养老和家政服务

由传统服务方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融合化转型升级。鼓励开展智慧养老、数字家

政等领域标准制修订，探索研制导航定位、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养老和家政服务业

的应用规范。探索研制养老服务与医疗护理、

家政服务等相关行业融合发展的国家标准。 

（六）打造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标杆典

范。依托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示范、国家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围绕养老和家政服

务安全、服务质量提升、人才能力建设以及规

范化、智慧化、品牌化建设等重点方面，分批

部署试点示范项目150个。推动试点单位开展

“学标准、定标准、用标准”系列活动，提升

标准应用水平，强化标准实施效果评价。树立

一批服务安全“守红线”、服务质量“拉高

线”的标准化工作标杆，带动全行业对标先

进、提质升级。 

（七）推进养老和家政服务人员标准化能

力建设。推动建立以标准为支撑、覆盖从业人

员和服务机构的评价机制。支持围绕家政服务

人员持证上门制度开展标准研制。鼓励养老、

家政信息服务平台依据标准完善点评机制，加

强行业自律。推动将标准化知识纳入养老、家

政从业人员技能培训课程和培训计划等，健全

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技术组织，提升养老和

家政服务人员标准化能力水平。 

（八）强化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宣传推

广。推动养老机构、家政服务机构以现场宣

讲、信息公示、视频演示等灵活形式，通过社

交平台、互联网媒体等多种渠道向消费者明示

各项服务标准，促进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

提升标准化意识。鼓励通过新媒体、新渠道以

多种形式开展线上线下标准宣贯与培训，制作

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视频或课件。遴选养老

和家政服务标准化工作典型案例，通过标准、

著作、影音媒体等多种形式推广标准化实践。 

（九）加强标准实施监督和实施信息反

馈。完善促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体系，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实施推广与养

老行业发展规划、改革任务、专项行动等的协

同推进。针对养老服务重点领域、重点项目、

重点对象依法开展监督工作，不断健全标准实

施效果监督长效机制。大力推动养老机构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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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服务机构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公开服务标准，

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实施

信息反馈机制，畅通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渠道，

广泛收集意见、建议，及时进行分类整理，提

出处理意见。 

（十）推动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国际化。

提高我国养老和家政服务领域国际标准化水

平，支撑构建高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加

强养老和家政服务领域国际标准适用性研究，

对于符合条件的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依规及

时转化为国家标准，促进国内国际标准衔接。

鼓励我国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走向国际，针对

我国具备优势技术和服务模式的领域，开展国

际标准化研究，及时将我国养老服务经验转化

成国际标准。强化国际标准化人才培养，提升

专家队伍的国际标准化工作能力。 

有针对性的康复服务内容，未来可以利用

智能技术提高康复服务的效果，用科技去完善

服务的内容。 

责编评论： 

开展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对养

老和家政服务业具有支撑引领作用，本方案对

于标准体系进行了重点阐述，为相关行业的发

展方向提供指引，有利于完善养老和家政服务

内容，事关人民生活品质。 

 

关于印发《支持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

通知 

编者按：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有企业在资源整合、重组改制等方式不断深化改革的同

时，保留了部分医疗机构。发展壮大以医疗健康为主业的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形成与政府办医疗

机构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健康保障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为支持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高质量发

展，制定本方案。现将通知中智慧医养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全文可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2/03/content_5739901.htm 

资料来源：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商务部关于印发《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 方案》

的通知，网页参见http://www.sac.gov.cn/xw/sytz2021/202302/t20230207_350415.html 

（本文责任编辑：李逸博） 

一、明确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定位和功能 

（一）定义。本文所指的国有企业办医疗

机构是指国有独资、全资或国有控股企业实际

控制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国有企业通过产权

转让等方式改为非国有企业的，其所办的非营

利性医疗机构要及时申请变更举办人。 



 

4 

智慧医养研究动态   2023.03 

 政府动态 

六、鼓励国有企业创新办医模式 

（一）推动医、研、产融合发展。鼓励以

医疗健康为主业的国有企业与国内外科研机

构、医学院校、医药企业等开展医学科技创新

合作，建立符合产业特点和市场规律的医、

研、产资源联动发展的有效机制，推进医学技

术创新。充分调动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促进技术、资本、人

才、服务等创新资源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推

动医疗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支持国有企业办

医疗机构申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二）鼓励国有企业与政府办医疗机构协

同发展。在符合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坚持

公益性并保持非营利性的前提下，鼓励办医经

验丰富、社会信誉良好、以医疗健康为主业的

国有企业通过整体改制等多种方式参与政府办

医疗机构改革。已实施改革合作的，进一步巩

固合作成果。鼓励政府办医疗机构以医疗业务

合作、人才培养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办医

疗机构的改革。 

（三）支持提供多样化医疗健康服务。鼓

励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在提供基本医疗及公共

卫生服务基础上，依托良好声誉和精益化管

理，在职业病防治、健康管理、康复、护理、

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等领域提供多层次的医疗

健康服务，引导支持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医生

加入家庭医生队伍，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签约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

转型康复护理机构，支持医疗资源富余的国有

企业办医疗机构积极开展老年医疗护理服务，

通过提供上门巡诊、定期坐诊、“互联网＋护

理服务”等多种方式与政府办养老服务机构开

展合作。 

责编评论： 

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需要通过创新办医

模式融合技术创新、合作创新等方式为患者提

供多样化医疗健康服务，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

力量。 

资料来源： 

国务院国资委等十三部委联合印发《支持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网页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2/03/content_5739901.htm 

（本文责任编辑：李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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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应对老龄化成必修课 

2019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新年贺词

中提到老龄化给日本带来的问题是“国难”。 

胡澎介绍，日本目前主要面临“2025年问

题”与“2040年问题”。前者指出生于二战后

第一个生育高峰期的“团块世代”将在2025年

前后进入65岁，预计5个老人中就有1个患有认

知症；后者指到2040年日本老龄化比例将达

36.2％，即2.8个人里有1个是老年人，此外，到

2040年，许多建筑将出现老化、缺乏安全性、

缺乏适老化设施等问题。 

胡澎指出，老龄化给日本社会带来的负面

影响是巨大的，已经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

“孤独死”、“购物难民”、“监狱养老”等

触目惊心的现象。 

因此，积极应对老龄化已成为日本不得不

面对的课题。 

何为“积极老龄化”？世界卫生组织给出

如下定义：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在健

康、参与和保障三方面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

过程。胡澎解释，“积极”不仅指身体活动能

力或参加体力劳动的能力，还包括参与社会、

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等一系列活动。 

二、自助、共助、互助、公助 

胡澎从制度建设、因地制宜开展老龄化工

作、发挥非营利组织作用等方面介绍日本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 

她介绍，在制度建设方面，日本相继出台

《护理保险法》《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即《NPO促进法》）以及“高龄者保健福祉

推进十年战略”等。尤其是2000年出台的《护

理保险法》以强制护理保险的模式，明确了保

险出资责任由政府、社会、个人三者共同承

担，把养老保险这一社会福利制度转变成了社

会保险制度。 

除了法律制度建设以外，胡澎介绍，日本

日本人均寿命84岁，应对老龄化，中国从日本能学些什么？   

编者按： 

截至2021年9月，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9.1％，平均预期寿命84岁，日本已成为老

龄问题最严峻的“超老龄社会”，同时少子化现象也非常严峻。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的老

龄化阶段相当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情况，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到2050年前后，其程度

可能赶上日本。日本作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参照国，应对老龄化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以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靠家庭内部解决，现在必须要由家庭和社会一起来解决。”2022

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胡澎在老龄社会30人论坛和盘古智库

老龄社会研究院主办的专题研讨会上表示，日本正试图构建一种全社会支持的居家养老的社会化服

务，全力以赴应对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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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老龄化越来越关注社区和地域，因地制宜

开展老龄化工作。通过整合社区内医院、诊

所、药店、养老机构，统筹老年人疾病预防、

护理、咨询、适老化改造等工作，注重自助、

共助、互助、公助，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此外，日本形成了托老所式的日间照护、

短期入住的喘息式服务、价格相对低廉的特别

养护老人院、根据护理等级预约定期巡回上门

等多种服务模式，可供中国借鉴。 

1998年日本出台了《NPO促进法》，非营

利组织参与给日本养老服务带来很大变化。

“针对不同民众需求，NPO应对方式非常多元

和细致。”胡澎举例，富山一家NPO首创了结

合老年人、孩子、残疾人的日间照护中心，孩

子们放学以后可以来这里写作业，残疾人可以

在这里就业，对老年人来说也是一种慰藉。 

胡澎还举例，日本针对认知症的老年人有

许多针对性的护理手段。比如，养老院在建筑

设计、养老器具等方面会采用无障碍设施，通

过鲜艳的颜色帮助老年人强化认知。还有一些

养老机构利用空旷的地方做菜园，让老年人种

花种菜，有助于减缓认知症。 

针对健康的老年人，日本也出台了很多法

律措施以扩大企业对老年人的雇佣，促进老年

人再就业。针对刚退休的、身体状况不错且有

工作意愿的低龄老年人，职业介绍所可以帮助

寻找工作机会。 

除了再就业，日本的健康老年人还可以在

社区里发展个人爱好，比如利用休耕地发展都

市型农业、在社区里开辟迷你菜园工厂、开办

社区食堂，还有一些社区组织老年人和家庭主

妇对放学后儿童进行看管。 

三、养老机构要打开大门 

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标志着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已经成为中

国人口长期发展的主要任务。 

胡澎认为，中日两国在人口结构、老龄化

特征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日本积极老

龄化实践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包括要普及积

极的老龄观、对“积极的老龄化”进行制度设

计和路径探索、构建多元养老服务体系、开展

家庭照护支持行动、加强社会共助等。 

“养老机构一定要打开大门，和社区、家

人进行融合。”胡澎提出日本在养老机构建设

上也曾走过一些弯路，比如斥巨资在山明水秀

但交通不便的地方兴建养老院，但入住率却越

来越低。事实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

老年人并不希望和社会脱离联系，养老方式要

和原有的生活接轨，并且和家人住得比较近。 

胡澎认为，我国养老资源不是不丰富，但

不是特别高端就是非常低端，工薪阶层在社区

不能得到优质的照护服务。“将来我们可以学

习日本紧密的、小规模、多样性的养老机构，

从而应对不同的需求。” 

“日本谈得更多的是养老事业，而国内谈

得更多的是养老产业。”据她观察，日本养老

机构的负责人基本都是在福利领域有多年的工

作经验，或是医护人员，或是有丰富的老年人

照护经验，他们都有一个信念，要打造理想中

的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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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龄化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主要的人口发展趋

势。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

望》报告显示，当前全球有近8亿人口处于老年

阶段，未来34年老龄人口将会增长到10亿。

1960年，世界上15岁以下儿童人数是65岁及以

上人口数量的7倍多，现在这一比例低于3:1。

这种变化主要由三种因素导致：一是生育率下

降，自1960年以来，世界总生育率已经下降

50％，从平均每个家庭拥有4.7个孩子下降到2.3

个；二是人类预期寿命延长，自1960年以来，

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了20多岁；三是大规模群体

步入老年阶段。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让很多国

家的宏观经济、财政平衡、家庭财富和医疗保

健供应等方面遇到多重下行风险。如果一个国

家大规模的人口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并开始

退休，是否有足够多的适龄人口可以继续维持

经济高效运行，并为日益增多的退休人员支付

养老金，这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戴

维·布鲁姆（David Bloom）表示，当前在很多

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老年人口及退休人员

数量的不断增长，与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

形成了鲜明对比，给财政带来很大压力。医疗

卫生系统也因为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寿命延长

等因素，不得不增加更多医疗人员、设备以及

延长护理时间。根据最近一项评估显示，在高

收入国家中，每年用于治疗老年疾病所需的金

资料来源： 

根据养老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2023年01月10日发布的《日本人均寿命84岁，应对老龄化，中国

从日本能学些什么？》缩写整理而成。 

（本文责任编辑：吴超尘） 

老龄化成为社会热点问题，2030年亚洲老年人每年支出

将超34万亿元人民币  
编者按： 

受生育率下降、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以及大量人口步入老龄阶段等因素影响，全球人口结构已经

发生改变，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很多国家的重大挑战。近期，欧洲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官网

刊发文章《健康的老龄化，健康的经济》称，破解老龄化难题的关键在于积极统筹应对人口老龄

化，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该文建议政府不断推进医疗保健方面的技术创新，合理制

定退休政策，改革和扩大护理系统，做好严格的卫生技术评估。 

责编评论： 

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而2023中央一号文件

也提到了发展城乡养老服务联合体。由此可

见，我国和日本一样面对养老的挑战。日本由

于面对养老问题的时间早于我国，其法规与制

度有我国值得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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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占GDP的3％到10％。 

布鲁姆提到，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劳动力增

长放缓也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压力，因为适

龄劳动人口规模下降，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 

尤其是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

势。新增劳动力数量不足，让企业不得不投入

更多资本用于更新生产设备代替人力，这也潜

在降低了企业的收益。有实证研究发现，GDP

增长放缓大致与劳动力和人口增长下降成正

比。以美国为例，1975到2015年，20到64岁人

口增长率为1.24％，但预计未来40年这一年龄

段人口增长率仅为0.29％，这将导致美国GDP

增长率相应下降。在欧洲，很多国家的适龄劳

动力人口也将在2015到2055年间下降20％，随

之而来的是GDP增长率的下降。 

虽然人口老龄化在加速演进，但是人口结

构的改变也带来了诸多发展机遇。在过去50年

里，老年人口数量增多的同时，全球人均收入

也翻了一番，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

例从占总人口数量的一半下降到不足1/10。这

些进步说明，人类有足够的智慧和适应能力，

包括技术创新、制度改革以及在卫生、教育和

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来有效破解老龄化带来

的不利影响。 

二、确保老年人高质量生活 

为了适应新的人口结构变化，鼓励老年人

群更好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继续创造社会财

富，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需要

从政策层面建立制度保障措施。南非开普敦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约翰·阿塔古巴（John 

Ataguba）对记者表示，老年人群既要拥有健全

的保障措施，同时他们也愿意参与经济社会活

动，发挥余热。因此，建立健全配套政策措施

应成为政府优先发展事项。此外，还要大力支

持老年人口就业创业，开发高科技产品，促进

养老与文化、旅游、健康、培训、康复等产业

相融合，进一步激发银发经济（silver econo-

my），为老年消费人群提供适当的产品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曾发文称，技术创

新在加速实现健康老龄化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创新的关键在于开发和使用安全有效的疫苗，

因为老年群体更容易感染流感、肺炎、带状疱

疹等病毒，及时接种疫苗能够有效预防疾病。

此外，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以及更广泛地进行

高血压、血糖筛查，这些都是降低医疗成本、

预防老年疾病的重要方法。人口老龄化预示着

长期护理需求的增加。根据一项针对30个国家

的老年人口数据研究评估显示，2020到2040年

长期护理需求将会增加47％，因此必须扩大护

理人员的培训。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纳塔利娅·卡

内姆（Natalia Kanem）表示，疫情让我们看到

人类对健康和医疗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应把

保证人类健康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但

是，当前全球针对人口老龄化的保障措施存在

两种误解。一是人口老龄化被视为富裕国家的

问题。虽然高收入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较

高，但还有许多该年龄段的人群生活在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二是年轻人口数量多的国家

不需要担心社会老龄化问题。确保老年人群权

利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任何国家都需要

提早做出规划。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将会进一步

保障老年人权利，全球有近1/6劳动力年龄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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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根据养老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2023年02月02日发布的《研究：老龄化成为社会热点问题，2030

年亚洲老年人每年支出将超34万亿元》缩写整理而成。 

（本文责任编辑：吴超尘） 

岁及以上，未来这一比例还会上升，针对老年

人的议程有助于各国宏观经济的发展。 

三、银发经济潜力巨大 

老年人群在需要国家和社会保障的同时，

也蕴含着巨大的劳动力财富和消费潜力，对

此，应加强相关的研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梅勒妮怀特（Melanie 

White）对记者表示，老年人是经济的重要参与

者，老年人往往有较为稳定的收入（特别是在

经合组织国家），而且需求也更高，因此他们

可以成为市场中的重要消费者。根据相关研究

显示，全球消费阶层（每人每天至少花费11美

元）人数将从2020年的39亿增长到2030年的56

亿，老年群体对这一增长的贡献很多，他们在

消费阶层的人数将从2020年的约4.59亿增长到

2030年的7.6亿。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统计，老年人和年

长的专业人士（45到64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年龄段。未来，银发经济将占据更重要的地

位、拥有更雄厚的实力。从地域来看，银发经

济将从经合组织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市场，尤其

是亚洲。如今，银发消费者的年度总消费能力

在亚洲、北美和欧洲三个地区分布相对平均。

到2030年，亚洲的份额将显著增长，届时该地

区的老年人每年的支出预计将超过5万亿美元。 

怀特提到，适当地延迟退休年龄，让有精

力和体力的老年人补充部分劳动力市场，已经

成为很多国家的通常做法。即使老年人不工

作，他们也经常从事创造性的非市场活动，如

照顾孙辈、从事志愿者工作或在家做家务。这

些对社会的生产性贡献必须得到适当的计算。

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必须考虑老年人的才能

和优势，正确评估老年人的价值，不能一味地

将老年人视为负担。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将越来越多地专

注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针对这一现

状，社会科学需进一步加强与老龄化相关的专

门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

老龄化法律和政策提供依据。专家建议，为了

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让老年人过上

更幸福的生活，各国需要实施更加合理的人口

政策，更多关注促进疾病预防和早期发现等举

措，更广泛地进行研发和创新医疗保健技术，

制定灵活的退休和养老金制度，发展对老年人

友好的公共空间。  

责编评论： 

围绕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

响，如何保障老年人群体和个体的权利，使老

年人更好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等人口老龄化研

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中学者提出了相关建议与

观点。对于我国的养老问题，我们要在确保老

人高质量生活的前提下挖掘老人的经济潜力，

实现“老有所用，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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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C-Net：基于节点聚类的多任务图结构学习在帕金森病早期

诊断中的应用 
 

Liqin Huang，Xiaofang Ye，Mingjing Yang ，Lin Pan，Shao hua Zheng 

（College of Phys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Fuzhou University，Fuzhou，China）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

种流行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早期发现 PD并及时

进行神经保护治疗可能会减缓疾病进展并降低

出现严重临床症状的可能性。近年来，机器学

习（Machine Learning，ML）算法在医学诊断

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分析神经系统疾病的

重要工具。 

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是研究神经系统疾病的重要工具。它是最

经 典、应 用 最 广 泛 的 磁 共 振 弥 散 成 像

（Diffus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MRI）技术，对白质的异常微结构非常敏感。

之前的一项调查发现多个白质区域的DTI变化与

运动症状的转化之间存在相关性，尤其是多巴

胺区域。这表明纵向DTI作为检测PD进展的潜

在生物标志物的可行性。来自DTI数据的结构脑

网络（Structural Brain Network，SBN）已用于

分析神经系统疾病的成像，包括 PD。 探索 PD 

和健康对照组之间SBN的差异可以促进对潜在

早期病变的理解并改进治疗方法。因此，我们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DTI的SBN的PD分类

上。在这里，SBN将大脑网络建模为描述不同

离散对象之间的连接或交互（即节点和边）的

图。节点是由解剖结构划分的感兴趣区域，边

即是它们之间的连接。目前，这种图建模方法

已普遍用于神经系统疾病诊断中的脑网络表

示。然而，用于PD诊断的脑网络分类存在两个

挑战。 

挑战一：高维噪声脑网络。 

从图像构建的全脑SBN往往具有高维连接

和噪声问题。这里的噪声是相对于异常连接而

言的。我们的目标是调查PD和健康对照组之间

结构连接的差异。就全脑连接而言，PD中正常

连接的数量远大于异常连接的数量。由于个体

差异，正常连接在PD和健康对照组样本中往往

会有所不同。这种普遍的差异可能会淹没异常

的连接，给图表示学习带来挑战。高维连接来

源于大脑本身复杂的拓扑结构，需要大量的节

点来表示。它可能会损害图形的可区分性，从

而导致过度拟合问题。 

挑战二：有限的模型可解释性。 

在很大程度上，临床决策需要证据收集和

解释的支持。缺乏证据和解释使得临床医生无

法接受ML方法的预测结果，尤其是在疾病诊断

方面。此外，可解释性还可以探索数据之间的

关系，并提供对相应领域的独特见解。然而，

由于现有深度学习方法的复杂预测机制，从中

提取有效的临床解释具有挑战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

多任务节点集群的图结构学习框架，它将图结

构学习和多任务表示学习相结合，以提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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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并识别潜在的大脑区域。作者将疾病分类

定义为图形表示任务。受SBN模块化的启发，

采用节点聚类方法进行图结构学习。图结构学

习以模块化的方式聚合图表示，便于识别异常

网络模式，减少个体差异噪声的影响。 

鉴于图神经网络具有内置解释的优势，采

用图神经网络作为分类框架的支柱。基于节点

的聚类参数，可以通过突出显示非常有利于预

测的关键节点来获得相关的临床解释。此外，

与大多数仅关注影像数据分析而忽略临床诊断

中评分数据的大量存在的图神经网络方法不

同，本文以多任务的方式将临床评分添加到图

表示学习中。具体来说，我们的框架共同学习

了SBN的疾病分类和临床评分的回归。通过这

种方式，将临床分数、大脑网络和疾病状态之

间的相关性引入到参数训练中，以通过领域知

识监督来提高模型的泛化性能。 

本文的贡献如下： 

1.提出了一种用于早期PD脑网络分类的多

任务图表示学习框架。该算法结合了SBN的模

块化，以节点聚类的方式聚合来自高维噪声脑

网络的有效图嵌入。 

2.此外，我们以多任务方式整合临床评分信

息，以指导潜在空间下的特征学习。 

3.此外，我们通过参数分解提供了重要的大

脑区域和相关性分析作为模型可解释性。 

资料来源： 

 根据Liqin Huang等于2023年发表在Computer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期刊题目为《MNC-Net: 

Multi-task graph structure learning based on node clustering for early Parkinson’s disease diagnosis》的文

章缩写整理而成。 

（本文责任编辑：陈劭）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9266084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926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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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相关技术的进步，尼尔·斯蒂芬森在《雪

崩》中描绘的元宇宙（Metaverse）已不再是幻

想。据Gartner预测，在2026年，学习、购物、

社交等领域将接入元宇宙，全球四分之一左右

的人口将至少在其中度过1个小时。元宇宙是一

个包含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虚实融合的世界。

现阶段，随着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

和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设备的

发展与普及，消费者除了手机、电脑之外，也

表1  主流AR产品及其在健康养老领域的潜在应用 

注：2022年12月6日查询于各自官网或京东自营旗舰店。 

主流产品 基本信息 功能（例） 
在健康养老领域的 

潜在应用 

Microsoft 
HoloLens 

2标准款 

微软（Microsoft）公司（美国）研发、

制造、授权和提供广泛的电脑软件服务业务

的公司。 

27388元起。 

眼球定位和手势定位 

语音控制 

无线连接 

蓝牙连接 

第一视角 

音视频通信 

AR标注 

可独立使用 

远程问诊 

专家远程会诊 

医疗照护人员远程培训 

老年人健康示教 

  

  

RealWear 
HMT-1 

标准款 

瑞欧威尔（RealWear）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美国），工业互联网个人计算平台。 

36800元起。 

语音控制 

无线连接 

主动降噪 

第一视角音视频通信 

AR标注 

可独立使用 

Epson 
Moverio 

BT-40S 

爱普生（Epson）有限公司（日本），全

球技术领先企业，在办公和家庭打印、商业

和工业打印、制造、视觉、生活方式等领域

持续创新。 

999美元起。 

无线连接 

蓝牙连接 

第一视角音视频通信 

可独立使用 

Rokid Air 

若琪（ROKID）公司（中国）专注于人

机交互技术的产品平台公司。 

3099元起。 

近视调节 

语音控制 

第一视角音视频通信 

Nreal Air 

Nreal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增强现实

科技公司。 

2299元起。 

第一视角音视频通信 

健康养老领域接入元宇宙的方式与问题研究 
 

左美云1, 2 ，沈原燕杭1，刘妃1 

（1. 中国人民大学智慧养老研究所，北京，100872， 

2．中国人民大学元宇宙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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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VR或AR设备进入元宇宙。随着全球人

口老龄化加剧，现有的各种智慧健康养老平台

或系统均面临着线下运营成本增加、医护照料

人员短缺等方面的挑战，元宇宙等新兴科技将

可能是推动智慧健康养老平台变革的重要因

素。将健康医疗领域接入元宇宙，可以通过手

术模拟、健康管理示教、数字孪生展示等方

式，模拟现实世界的咨询，实现个性化的护

理、治疗或诊断，提升健康养老领域的服务效

率与质量。尽管我国元宇宙行业已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元宇宙也在一些应用场景率先落地，

然而健康养老领域才刚开始探索接入元宇宙。

因而，笔者将探索以下两个研究问题：第一，

不同元宇宙接入方式各有什么特点？在健康养

老领域的潜在应用有哪些？第二，智慧健康养

老领域接入元宇宙存在哪些问题？ 

元宇宙的接入方式十分多样，用户可以通

过智能手机、电脑、AR设备以及VR设备等方

表2  主流VR产品及其在健康养老领域的潜在应用 

 

 

主流产品 基本信息 功能（例） 
在健康养老领

域的潜在应用 

Meta 
Quest 2 

Meta公司（美国），元宇宙

社交科技公司。 

399.99美元起。 

一体机，能够单独使用 

基于4个内嵌摄像头的6DoF内向外追踪定位 

无线连接 

蓝牙连接 

视场角97度（水平） 

运动健身 

聊天室 

沉浸式音乐会 

沉浸式观影 

沉浸式观赛 

沉浸式云旅游 

健康讲座 

专家远程会诊 

游戏体验 

Pico 4 

字节跳动集团收购的北京小

鸟看看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专注于虚拟现实的科技公司。 

2449元起。 

一体机，能够单独使用 

基于4个内嵌摄像头的6DoF内向外追踪定位 

无线连接 

蓝牙连接 

视场角105度（对角） 

Valve 
Index 

Valve公司（美国）游戏公

司。999美元起。 

不能单独使用 

基于定位器的6DoF外向内追踪定位 

视场角最高120度（水平） 

奇遇 

Dream 

爱奇艺旗下的梦想绽放公司

（中国），专注于虚拟现实技

术、产品与内容研发的科技企

业。 

2499元起。 

一体机，能够单独使用 

基于4个内嵌摄像头的6DoF内向外追踪定位 

无线连接 

蓝牙连接 

视场角90度（对角） 

NOLO 
Sonic 

北京凌宇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专注于VR/AR领域集

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于一体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499元起。 

一体机，能够单独使用 

基于2个内嵌摄像头的6DoF内向外追踪定位 

无线连接 

蓝牙连接 

视场角101度（水平） 

注：商品价格于2022年12月6日查询于各自官网或京东自营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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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根据左美云等于2023年发表在科技智囊期刊题目为《智慧健康养老领域接入元宇宙的方式与问

题研究》的文章缩写整理而成。 

（本文责任编辑：沈原燕杭） 

式接入。不同的硬件设备、接入方式有不同的

特性，具备不同的优缺点，这为用户提供了更

为多样的使用体验。因此，为了帮助健康养老

领域成功接入元宇宙并蓬勃发展，需要系统地

整理总结现有的接入方式，帮助用户与不同的

健康养老服务机构选择各自适合的接入方式，

并最终提升健康养老领域及元宇宙的战略布局

与实施效果。表1与表2分别总结了新兴AR与

VR的元宇宙接入方式。 

整体而言，AR设备接入元宇宙的方式在工

业领域应用较为广泛，个人级别的娱乐应用较

为单一，基本上只能满足消费者的家庭观影、

办公扩展等方面需求，在适应健康养老领域的

特定需求方面，其功能和性能还需要进一步增

强。在AR设备的工业领域应用方面，主要由

微软、瑞欧威尔等经济实力与技术实力雄厚的

跨国企业主导，实现的功能从眼球定位到AR

标注，能够满足工业生产中的基本办公需求，

但是还缺乏适应健康养老领域特定需求的专业

设备，如用于老人肌肉萎缩康复训练的AR设

备等。这些专业设备在技术成熟度、交互设计

质量、生产制造的性价比等方面均未达到较高

水平，因而还需要进一步发力，争取尽快能满

足健康养老领域的需求。与之相比，AR设备

在个人家庭娱乐方面的应用，需要依靠电脑主

机才能使用，主要由若琪公司等的初创科技公

司主导，其AR设备的功能较少，仅能实现播

放影片、音视频通信等基础功能，因而价格相

对较低。 

综上，目前市场上的VR设备品类繁多，尤

其销量较高的VR一体机价格差异、硬件差异

并不悬殊，其竞争优势的建立主要依赖算法软

件与应用生态。外接式VR设备由于其设备显

示性能较强，更受重度游戏玩家的喜爱。总体

上，VR设备接入元宇宙的方式在个人、家庭

娱乐方面较为普遍，在健康养老等领域的应用

尚处于仅有一些体育活动（如打乒乓球、打保

龄球）的初级阶段，并未像娱乐应用一般形成

较大规模，且缺乏专门为健康养老领域设计的

专业级VR设备。 

随着消费级元宇宙设备发展与普及，元宇

宙的潜力将得到逐步释放。纵观国内元宇宙应

用，游戏领域内容居多，健康养老领域内容较

少。我国健康养老领域接入元宇宙仍存在如下

问题：（1）基础设施薄弱，接入程度较低；

（2）需求不够清晰，应用场景缺乏；（3）顶

层设计不足，政策体系亟待完善。针对这些问

题，提出以下建议：（1）推动AR/VR技术发

展，加快健康养老领域元宇宙应用的研发；

（2）鼓励健康养老机构拥抱元宇宙，从“上

网”走向“进元”；（3）加强政策引导和顶

层设计，引导健康养老元宇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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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个24小时老年人应急服务中心启用 

“喂，应急服务中心吗？我们社区有老人

身体不适需要紧急救护。”大年初三晚上11点

半左右，老西门街道应急服务中心接到辖区居

委求助电话，高龄独居老人钱阿姨心慌不适，

儿子住在郊区赶过来怕错过最佳救护时间。 

接到求助电话后，中心第一时间联系老

人，确认其可自行开门后，工作人员带上应急

服务包立刻出动，6分钟左右抵达老人家中，

对老人做了基础检测，并协助老人服用了自备

的心脏药物，老人表示家属抵达前不就医。 

等待期间，救护人员陪同监测健康数据，

老人情况逐渐好转。约1小时左右，钱阿姨儿

子抵达，表示暂不就医，救护人员将健康数据

交给他，并建议白天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后，

即与居委干部一起离开。 

老西门街道应急服务中心，位于蓬莱路

288号2楼，旨在15分钟左右将应急服务、养老

服务有效辐射到辖区内的主要居民区，有力补

充15分钟养老服务生活圈功能。 

今年春节前夕，为进一步服务辖区老人，

街道方面自我“加压”，联合家床服务中心联

合组建“老年人应急服务团队”，打造全市首

个24小时老年人应急服务中心，提高居家养老

应急处置能力，提升老人紧急情况响应速度，

进一步保障社区老人居家养老安全。 

谈及升级初衷，街道相关负责人直言：

“居民有所需，政府及时应。”据悉，老西门

街道内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户籍人口的

45.7％，80岁以上老人4276名，独居老人近千

名。“我们去年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二级以

下房屋旧改，许多年轻居民搬离老城厢，但不

少老人却因生活习惯，选择继续租住于此，高

龄独居老人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在应急服务中心内可以看到，其设有24小

时老年人安全数据监测中心和应急服务值班

室，确保全时段、第一时间响应老年安全预

警，中心同时配备常用生理检测仪器（血压、

血糖、血氧的测量）、应急药品与急救包。 

据应急服务中心负责人沈捷介绍，全新推

出的24小时老年人应急处置服务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根据服务对象所在居委提出的应急服务

需求，作为居委补充力量为辖区内老人提供应

急服务；另一种是老人与应急中心签约服务，

在家中安装应急铃，老人感到不适时可直接按

键求助。 

同时，为减轻特殊人群生活压力，尽可能

减少老人居家养老安全风险，街道方面还购买

了100份智能应急终端设备（应急服务铃/睡眠

编者按： 

上海市老西门街道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户籍人口的45.7％，为进一步服务辖区老人，街道联

合组建首个24小时老年人应急服务中心，旨在15分钟左右将应急服务、养老服务有效辐射到辖区

内的主要居民区，有力保障社区老人居家养老安全。 



应用动态 

16 
智慧医养研究动态   2023.03 

 

监测带）赠送给相关群体。 

街道方面表示，此前推出的“家床”服

务，以“把养老院搬进家里”的方式，让老人

兼顾养老服务与归属感。此次24小时老年人应

急服务，可以说是在此前服务基础上的再度升

级。未来，街道将进一步优化提升养老服务，

保障居家特殊困难长者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切实提高服务长者的幸福感、安全感，让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可以居家享受惬意、幸福的晚年

生活。 

资料来源： 

据2023年2月7日澎湃新闻上发表的《全市首个24小时老年人应急服务中心启用》改写整理。  

（本文责任编辑：苑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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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集锦 

【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战略抉择】 

2月12日，2023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大讲坛首

场报告会在海口举行。大讲坛首场报告会由中

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理事会原副秘书

长，中国人口与老龄化战略研究智库特聘专家

主任委员，《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战略抉

择》作者，中民养老规划院研究员董万章担任

主讲，作了题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 打造海南健康自贸港新地标》的

专题报告。 

当前，老龄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趋势、机

遇和挑战。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老龄

化、高龄化步入加速累进增长阶段。在两个半

小时的报告会上，董万章用详实的数据、丰富

的案例、生动的语言，以“中国人口老龄化时

代的战略抉择”课题研究为主线探讨应对“人

口老龄化”、“健康中国”、“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的对

策建议；比较有关国际经验，讨论基本国情和

中国老龄事业及康养产业发展的实际做法；创

新提出中国人口老龄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由“消极型”向“积极型”、

“消费型”向“生产型”、“病弱型”向“健

康型”、“困苦型”向“幸福型”伟大转型的

实施对策；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创新中国特

色的集成康养模式，贡献中国人口老龄化现实

问题的“路线图”。 

董万章认为，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

挑战，例如，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老

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结构失衡；人口由底部年

轻化转变为顶部老龄化；老龄人口结构将由低

龄化转变为高龄化；大部分人“未富先老”；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减少是潜在的严

重危机；养老金入不敷出，树立老龄人才观，

尊重劳动权利，发掘老龄生产潜力；亟待建立

和完善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康

养模式。 

“中国康养产业引领新经济革命，康养产

业平台形成了现代产业的‘生态圈’，实现了

行业间的共生共济；构建由政府、社区、家

庭、公益组织共同参与的养老体系建设，打造

‘三养’（养育、养生、养老）‘五宜’（宜

编者按： 

本次会议集锦为读者们介绍两个会议信息：（1）2023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大讲坛首场报告会在

海口举行，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理事会原副秘书长、中国人口与老龄化战略研究智库特聘

专家主任委员、《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战略抉择》作者、中民养老规划院研究员董万章担任主

讲，作了题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打造海南健康自贸港新地标》的专题报

告；（2）由老龄社会30人论坛和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主办的“迎两会·看中国”之“高质量

发展背景下的养老机构提升路径”专题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邀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执

行院长高华俊，北京协力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老龄社会30人论坛成员

贾云竹共话养老机构发展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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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宜养、宜医、宜学、宜业）并举的全龄化

城镇建设；人才培养与教育培训暨标准建设

等。”董万章认为，集成康养的内生动力与促

进机制，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一

是提升社会道德文明水平，将老龄化时代社会

行为失范，转化为全社会敬老关爱风尚，厘清

遏制社会道德下降与提升社会精神文明的伦理

关系。二是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将消费

性老龄化转化为生产性老龄化，厘清消费减少

社会财富与生产创造社会财富的发展关系。三

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将行政化、大众化的

社会保障转化为社会化、专业化的社会保障，

厘清粗放的行政化、大众化社会保障与集约的

社会化、专业化保障的效率关系。四是推动供

给侧和需求侧协同改革，将人口红利转化为老

龄化社会红利，厘清缺失人口红利与增加老龄

化社会红利的动力关系。五是发展社会生产

力，将经济政策保障体系转变为社会综合保障

体系，厘清传统的社会经济政策为主与健全经

济政策和社会关爱融合的综合保障体系的效应

关系。 

董万章建议，发挥海南自贸港的资源禀

赋，构建覆盖全域可持续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

系。创立国际健康自贸港社会治理社会保障集

成体系，展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运行机制；资

源整合形成产业集群要素集合，展示国际健康

自贸港康寿幸福中国方案；统筹城乡产业引

领，展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特色之

路；将健康融入所有体制机制，力争使海南自

贸港人均预期寿命进入国际康寿城域先进行

列；康养未雨绸缪，金融服务先行，探索老龄

银行、老龄经济新途径、新办法。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养老机构提升路

径】 

2月13日，由老龄社会30人论坛和盘古智库

老龄社会研究院主办、苇草智酷友情支持的

“迎两会·看中国”之“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

养老机构提升路径”专题研讨会在京成功举

办。本次研讨会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执行院长高华俊，北京协力人口与社会

发展研究所所长、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老龄社

会30人论坛成员贾云竹共话养老机构发展提升

路径。 

贾云竹表示，高院长的报告向我们系统全

面地展示了过去十年来我国养老机构的规模、

结构及发展变化的特点，其中 “三个半”令人

印象深刻：第一个“半”是经过十年的发展，

我国养老机构中公办和社会办养老机构已各占

半壁江山，特别是近年来社会力量的参与令人

印象深刻；第二个“半”是机构床位的入住率

长期维持在一半左右，床位空置率问题值得深

入探究；第三个“半”，则是入住人员中失能

资料来源： 

据2023年2月13日发表在中国网健康上的《2023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大讲坛在海口开讲——〈中

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战略抉择〉作者董万章做首场专题报告》综合改写整理。 

（本文责任编辑：陈若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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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据2023年2月17日发表在老龄与未来上的《贾云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需重视社会力量的

重要作用》综合改写整理。 

（本文责任编辑：陈若瑶） 

失智比例在逐步提升，目前接近一小半，养老

机构的专业化能力、护理型养老机构的占比持

续提升。 

高院长所提出的应该明确养老机构作为整

个服务体系的核心和龙头作用，突出机构的养

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等方面的引领示范效

益，实现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辐射和支持，

重新阐释了“社区居家机构相融合”的内涵。

贾云竹对此表示非常认同，并表示高院长分享

的在山东开展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试点以及北

京开展北航社区的养老服务联合体，都是在对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切实探索，也给我们很

多的启发和思考。北航社区开展的养老联合体

的探索，能够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成功激活社区

内4000多老人多样化的有效服务需求，这其中

的一些机制非常值得探究。 

在当下，如何能让养老机构尽快恢复正常

的运营并且持续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且长

远的话题。我们需要对养老机构为核心和代表

的养老服务体系未来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的

养老事业产业政策、监管引导机制和方式等都

应该顺应新的时代特点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

善。养老机构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其高

质量发展无疑是事关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

极其关键和重要的环节。政府、市场、社会力

量包括社会公益力量在内的各方力量，都是养

老机构的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高

院长在报告中也特别关注到了社会公益力量在

养老服务创新融合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期待未

来有越来越多的力量进入养老领域，共同促进

行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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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 抖音中老年女装半年卖出12.8亿

元！银发消费品如何在抖音渠道突围？》 

一、抖音电商吸引中老年人消费 

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大数据显示，2019

年-2021年电商平台线上个人辅具消费规模呈上

升趋势，其中个人移动辅具2021年达29.76亿。

电动爬楼机作为个人移动辅具的主要产品之

一，是除轮椅需求最大的个人移动辅具产品。 

1.“出门治病+消解孤独”，悬空老人为主

要用户 

QuestMobile《2021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大

报告》显示，短视频领域，抖音APP用户画像

中41岁以上的中老年用户占比为36.3％，51岁

以上的用户占比18.4％。 

Mob研究院《2021年中国银发经济洞察报

告》的调查中，60岁以上的银发族短视频的使

用率超8成，且抖音成为他们使用偏好第一名。 

抖音的界面本就因较为简洁易操作，受到

中老年人的喜爱。为进一步方便老年人使用，

抖音还邀请了不少老年用户参与软件的适老化

改造，也开通了“老友专线”，设有人工客服

专职解答老年用户问题。 

抖音还能够根据用户的行为，猜中其喜

好，并对症下药，让人难以拒绝。抖音主打的

“兴趣电商”，就是以用户喜欢的短视频和直

播内容为基础，通过大数据匹配推荐，让用户

接触到感兴趣的商品，实现购买行为，中老年

人也无法逃脱其吸引。 

加强商城和搜索场景，发展货架电商，是

抖音电商战略的新篇章。随着抖音电商的进一

步发展，中老年产品在抖音也将有更多机会。 

二、中老年人都在抖音买什么 

1.鞋服、营养食品成抖音中老年优势品类 

以“老年”为关键词，搜索抖音上销量较

高的商品，结果中的前10名均为中老年鞋服和

营养食品，其中中老年鞋服的占比非常高。可

以观察到，大部分商品名称中都将中年人和老

年人同时作为目标人群，以“中老年”作为关

键词插入。 

据抖音数据统计，抖音中老年女装销售保

持上升势头。2022年上半年抖音平台的中老年

女装销量达到1520.4万，整体销售额近12.8亿。 

其中服饰品牌涉及到的有雅鹿、南极人、

鸭鸭、俞兆林、红豆，女士服饰品牌有雪夕，

男士服饰品牌有啄木鸟、富铤、罗蒙、老爷

车、鹿竹，产品都为秋冬服饰，棉衣、羽绒

服、冬季夹克等。 

服饰价格在100元-200元的区间内最多，其

次是100元以下的商品，男装整体比女装稍贵，

但数量也相对较少。 

中老年服饰标题中往往带有妈妈装、爸爸

装，除了面向中老年人群外，还有冬天、保暖

等时令性的词语。 

而营养食品是中老年较为喜爱的品类，销

量较高的商品中，也有不少营养食品的身影。 

2022年9-12月三个月销量1万＋的中老年商

品中，涉及的品牌包括同仁堂、白云山、玛洛

数读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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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哈佰式、深谷溪田、诺特兰德，产品主要

为钙片、奶粉、维生素片、叶黄素酯片，价格

区间在20元-80元不等。 

营养食品商品标题往往将儿童、中老年并

列，有些还有成人、全家等关键词，覆盖人群

较广。 

目前抖音中老年商品的现状和拼多多较为

类似，主打低价下沉，导致品牌和“白牌”都

在同一个角斗场内竞争，但这也意味着中老年

品牌想在抖音“从0到1”做起来是很可能的。 

2.日常用品/时尚/教育/健康等品类，也有足

够机会 

日常用品本就是中老年人喜欢购买的，其

中食品、酒水、宠物用品都可以在抖音面向中

老年人群售卖。在食品品类中，生鲜、零食、

预制菜都是值得考虑的产品。 

巨量引擎发布的《2021食品饮料行业白皮

书》显示，2020年所有家庭成员都大于45岁的

老年家庭，线上生鲜消费涨幅已超过年轻家

庭，老年人线上消费生鲜的习惯正在形成。此

外，50岁以上人群在短视频电商（KOL种草）

进行生鲜品类购买的比例高于整体人群30％。 

抖音发布的《2022丰收数据报告》展示，

过去一年抖音乡村题材短视频与电商受关注度

显著提升，农产品消费中，最受60后欢迎的农

产品包括蔬果种子、米类、绿植、粉丝类、藕

粉、植物花卉、茶类与腌菜等品类。 

中老年零食在抖音上也属于较有机会的产

品，中老年人较为偏好糕点类的零食。 

宠物用品也是中老年人喜欢的品类。京东

数字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代际消费洞察报

告》指出，60后用户在宠物消费上有着巨大的

动力，其宠物消费偏好是80后的1.7倍。 

而抖音电商发布的《2021抖音电商宠物经

济洞察报告》显示，抖音电商宠物用品的消费

人群中，18-30岁用户占比超过50％，相对较为

年轻。可以看出，在抖音的中老年宠物消费用

户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 

老年教育在抖音上也有足够的机会。《中

老年人用网情况及网络素养调研报告》指出，

随着抖音使用时间的增加，中老年人学习其他

技能的参与率有明显提升。 

巨量算数《2022中国职业教育行业洞察报

告》数据透露，2021下半年职业教育兴趣用户

规模整体增幅41.3％，其中老年教育赛道等备

受关注。银发一族热衷于读书学习，读书达人

收入不菲。 

而对应着中老年人对健康的关注，同样有

不少扩展的方向可以考虑。 

比如在运动健康领域，广场舞在抖音成为

老年人的心头好。《2021抖音银龄社会责任报

告》显示，在抖音银发族喜爱的话题中，广场

舞和健身名列前茅，这也意味着相关的内容和

产品在抖音能够获得中老年人群的关注。 

三、如何面向中老年人群，深挖抖音渠道

价值 

面向中老年人群的企业，需要先理解抖音

电商渠道的特性，再结合中老年人喜爱的内容

和营销方式，针对性地采取策略。 

抖音的全域兴趣电商可以分为“全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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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两个关键词来理解。 

首先是抖音原本就有的“兴趣电商”模

式，这意味着品牌需要注重中老年用户的兴趣

点，结合具体的视频和直播内容让其产生信任

并买单；其次是利用好搜索和商城场景，打通

从内容到货架的整个“全域”链路，提高面向

中老年用户的商品转化率和复购率。 

除了把握住抖音全域兴趣电商的渠道特性

外，本地生活也是中老年商家可以参与的方

向。2022年10月，抖音生活服务在全国服务商

伙伴大会上宣布抖音生活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77

个城市，整体交易金额同比去年增长了30多

倍。 

而《中老年人用网情况及网络素养调研报

告》显示，短视频有助于增进中老年人的社会

参与，在每日使用抖音5小时以内的中老年人群

中，使用时间越长，中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以

及参与社区活动的比例有所提升。 

随着抖音电商和本地生活业务的进步，中

老年品牌也会有更多机会在这个渠道中“分一

杯羹”。 

资料来源： 

 据2023年2月10日发表在AgeClub公众号上的《趋势 | 抖音中老年女装半年卖出12.8亿元！银发

消费品如何在抖音渠道突围？》缩写整理。  

（本文责任编辑：段睿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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