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增多，我国已提前迈入

老龄化社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2.3 亿 ， 占总人口的
16.7%；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1.5 亿，占总人
口的 10.8%。 预计到 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
到 4.8 亿，约占届时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
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比现在美、英、德三个国
家人口总和还要多。 老龄问题将为中国社会经济
发展和转型带来新挑战。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及
大数据计算等技术的推广普及，如何运用互联网
思维改革养老服务产业，成为我国学术界和产业
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此背景下，面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学
术界和产业界不由自主地将求解思路转向了现
代信息技术，智慧养老便应运而生。 智慧养老涉
及老人、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医疗机构以及政府
等多个层面，基于现代化的科技技术（如互联网、
社交网、物联网、移动计算等），围绕老人的生活起
居、医疗卫生、保健康复、娱乐休闲、学习分享等各
方面支持老年人的生活服务和管理，在提升老年
人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经验
智慧，真正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
所乐、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为”。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促进和规
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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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夯实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基础，加快建设
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深化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2017年我国又相继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等一系列的政策，先
后颁布的政策及规范近 80 项；2018 年国务院办
公厅下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
意见》，对健全和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服务
体系和支撑体系提出指导意见。 这些政策的发布
为“十三五”期间养老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体系
建设指出了方向。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对智慧养老国内外研
究现状、具体应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较
为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希望为智慧养老在我国的
应用与发展提供相关的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文以 Elsevier、web of Science 等外文数据

库及 CNKI 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
文献检索的时间年限设置为 2010—2018年，重点
检 索 MIS QUARTERLY、INFORMATION SYS-
TEM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等信息系统领域
国际权威期刊。 文献检索时采用的中文关键词包
括智慧养老、医养结合、电子健康、健康大数据等
多个关键词； 英文关键字包括 smart care、smart
care for the aged、intelligent pension、elderly care、
smart health 等， 经过对文献摘要和内容的浏览、
研读，剔除不相关的文献后，最后得到 68篇文献，
其中英文 37篇。

（一）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养老领域的研究更多地是从养老

服务视角对服务模式、服务质量以及用户选择行
为进行研究，成果较多。 针对健康医疗大数据中
心的构建、智慧养老及医疗领域进行数据挖掘的
研究及成果国内数量较少。 下面主要从养老服务
模式、养老服务质量、养老服务参与者行为与选
择、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健康医疗大数据等几
个方面进行介绍。

1．养老服务模式

当前， 国内常见的养老模式有居家养老、机
构养老、社区养老以及乡镇卫生院与养老院“两
院合一”的养老模式。 智慧养老作为一种全新的
养老模式，许多学者已经展开深入研究，这些研
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养老服务基本模式、特征及服
务平台的建设。 例如，有的学者对当前中国现有
的养老运作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 [1]；探索构建“互
联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实现路径 [2]；探讨智
慧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原则、服务内容、服务
载体及服务平台构成设计 [3]；设计一种全新的中
国老年人慢性病群体服务模式， 从 5W 模式的视
角探索中国老年慢性病智慧居家服务的定位 [4]；
总结基于不同类型老人服务对象的四种服务模
式，以及基于不同社区类型的四种服务模式[5]。

2．养老服务的质量管理
服务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模式，它提供的是一

种行为和表现，随着消费者对高品质服务需求的
增加， 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成为研究的重点。
我国养老服务质量的研究目前主要从质量服务
评价的角度展开，如从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维度
研究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 服务质量的评价方
法、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等。 例如，基于粗糙集的
研究方法，从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安全保障、精神
慰藉，以及社会参与五个维度对显著影响社区养
老服务质量评价的指标进行了约简，进而确定质
量评价体系的指标和权重 [6];采用德尔菲（Delphi）
法，确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7]。

3．养老服务参与者行为与选择
顾客的选择行为对服务需求也具有显著影

响。 在养老服务方面，主要是一些实证性的研究。
有的考虑移动医疗的特殊情境，加入技术焦虑以
及信任倾向的调节效应，基于医院的声誉、信任
倾向、技术焦虑、结构保证和信息质量几个变量，
构建个体对移动医疗的初始信任模型 [8]。 也有的
基于感知的疾病威胁、感知风险、初始信任和技
术焦虑几个维度，来探索影响中国移动慢性病管
理系统采用的缓和因素 [9]; 还有基于用户参与模
式、关系链特征和持续使用情况，对老年用户进
行聚类分析, 并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发掘以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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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的关联[10]。
4．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
智慧养老对医疗信息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我国北方医疗信息化水平相对落后于南方
地区，尤其是好多省市在医疗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信息孤岛现象特别严重，由于民政部门和卫生管
理部门体制管理等原因，健康医疗数据尚不能完
全融合。 个别地市甚至还出现虽然老年人每年能
够按时体检，但在领取养老金时还需要去民政部
门进行身份鉴定，这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
不必要的麻烦。

国内在智慧养老领域进行数据挖掘的研究
数量较少，现有学者多运用简单的算法分析慢性
病的关联，或者从宏观层面综述养老大数据的意
义及价值， 从管理学角度对挖掘结果进行剖析、
决策的研究较少。 有的学者运用 SPSS 软件中
Apriori modeling 算法对 4858 名社区居民的患病
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一些慢性病之间的关联规则
及关联强度[11]。 也有其他学者提出如何挖掘可穿
戴设备采集的大量数据， 这对慢性病趋势的研
究、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及个人自我健康的管理都
非常有意义[12]。 还有其他学者基于疾病并发权重
的概念，采用反向传播(BP)神经网络模型来计算
疾病的并发权重。 采用加权关联规则挖掘算法，
推导出疾病并发症关联规则[13]。

5．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
国家卫生信息化“46321 工程”框架的提出，

为健康中国和数字中国战略的成功实施指明了
方向，助推智慧医疗和养老进入高速发展的预订
轨道。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各省市也在积
极探索，上海市级医院临床信息共享项目、湖北
省省级远程医学平台、中南大学“湘雅临床大数
据系统建设项目” 等医疗大数据项目已成功实
施， 四川省初步实现交换共享的健康大数据平
台，并对大数据平台在健康医疗领域实现的应用
效果作了切实分析[14]。 甘肃省探索了大数据技术
在甘肃健康医疗大数据中的应用，提出了健康医
疗大数据应用所面临的困惑[15]。除此之外，有的学
者基于驻点区域特征向量与用户职业特征向量

相结合的相似度计算方法，最终实现在节约医疗
资源的基础上为海量用户提供个性化健康推荐
服务的功能[16]。

也有一些企业凭借自身技术优势，积极参与
对中国医疗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落地建设，与合
作单位共同建设支持不同疾病、不同设备的影像
大数据平台，实现智能分析处理，目前已经在肺
管家、心血管家庭关护等慢病康复和管理方面取
得明显进展。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等都已率先进

行了有关智慧养老项目的实践， 并获得一定的成
效[17]。英国已在家庭或社区开始使用机器人护士，
在完成日常护理的同时， 还能够与老人互动，提
供个性化的咨询建议。 伯恩茅斯大学设计了一种
用于家庭护理的多传感器行为识别系统，它利用
身体传感器以帮助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呆在家
里，预防或推迟进入养老机构[18]。美国很多地区的
门诊都已安装了“远程医疗”网络，老人在服务对
象中占比 30%以上。 远程医疗模式的使用不仅提
高了服务效率，还减少了护理费用。 除此之外，国
外发达国家多采用数据挖掘算法协助治疗和诊
断，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国内而言比较成熟，成果
较多，但数据挖掘的应用领域更侧重于疾病诊断
和治疗。

1．基于数据挖掘的疾病诊断和预测
已有研究总结了数据挖掘在医疗保健行业

中治疗效果、医疗管理、医院管理等各方面的应
用， 指出可使用 Apriori 算法进行普通疾病诊断，
使用 FP growth 算法进行急性疾病和慢性疾病诊
断。 例如脑肿瘤可采用 MAFIA算法，糖尿病可采
用 C4.5 算法，肺结核可采用 KNN算法[19]。 在宫颈
癌诊断研究方面，学者研发采用语义技术协助在
宫颈癌领域进行医学关联研究的系统，它通过统
一分布在不同的医疗中心或医院档案库的多样
的病人记录，协助进行宫颈癌研究[20]。有的学者基
于新的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贝叶斯推理方法，提
出了心音信号的自动实时检测的方法， 依据对
Tree Augmented Nave Bayes 算法获得结构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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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分布，识别需要采取一些行动的异常，以应
用于其他类似的在辅助环境中生成的生物信号[21]。
也有学者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蜂群优化和粒
子群算法）、粗糙数据集理论和机器学习算法，设
计一个混合结构的专家咨询系统，用于甲状腺疾
病诊断[22]。基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采集的数据，
创建两种共病数据集（一种用于乳腺癌和女性生
殖器癌症，另一种用于前列腺癌和尿路癌），分别
采用人工神经网络、 逻辑回归、 决策树、Random
forest算法构建预测模型[23]。

2．基于数据挖掘的慢性病管理
针对老人慢性病(多病)管理，在考虑患者心

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旨在促进患者在护理
过程中积极参与的电子健康系统的综合架构，以
克服现有研究所强调的当前技术和心理/临床问
题[24]。 基于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关键进展———包括
患者监测、数据可视化和智能决策、机器人技术
和计算机视觉诊断外科手术、用于培养基于社区
的支持系统的社交网络等，为了向慢性病患者提
供适当的治疗，卫生保健系统必须在疾病出现之
前支持提高个人的健康行为， 确保在疾病发生
时，医疗护理人员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临床护理服
务，并在疾病治疗后的健康护理中促进病人—护
理人员—家庭三者之间的伙伴关系[25]。除此之外，
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个性化医疗支持的服务模
式，它能够通过一种混合的机器人云技术来提供
足够的医疗服务[26]。

3．健康医疗大数据
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新加坡、澳大

利亚，甚至经合组织和欧盟都在积极制定大数据
战略计划，强调其潜力，并将其作为解决长期存
在问题或发现新价值机遇的工具。 美国、加拿大
已成功实施 NHIN 项目、Health infoway 项目等医
疗大数据项目。 欧盟提出了健康医疗大数据面临
的几个主要挑战及应对措施， 包括数据安全、数
据可靠性、互操作性和数据管理等内容[27]。韩国已
在国家层面制定了医疗和社会服务部门大数据
的概念框架，在医疗保健和福利服务部门分别建
立一个大数据分析框架、健康风险分析中心和综

合社会福利服务网络[28]。 有的学者基于智能家庭
大数据提出了一种用来学习和发现应用于保健
的人类活动模式的模型， 它使用频繁的模式挖
掘、群集分析和预测来测量和分析居住者行为引
发的能源使用变化[29]。 还有的学者重点介绍了使
用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进行个人数据挖掘的
潜在应用领域[30]。除此之外，医疗保健大数据在药
物发现、开发、监测，以及公共和个人卫生保健方
面已展现或即将展现其重要用途，并对在医疗保
健中充分发挥大数据潜力的主要实际和伦理挑
战进行讨论。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智慧养老概念的提出为世界性养老难题提

供了一个新思路，是切实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新路
径。 近年来，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
等为基础的新信息技术的出现，也为我国医疗健
康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措施。 利用这些
先进的技术，将老人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设备、
可穿戴设备、医疗机构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医疗
全过程的信息化，提高服务效率，真正实现以患
者为中心，确保医疗体系服务的最优化[37]。 因此，
可充分利用智慧医疗的建设成果推动智慧养老
健康有序稳定发展，促进智慧医疗与养老的有机
结合。

由于我国东西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经
济发展程度差别较大，在智慧养老与医疗结合推
动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
的差异性。 智慧养老与医疗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
须以行政区域为基础，把医院 HIS 系统、养老机
构、社区等机构诊疗记录、健康档案、社保及身份
等相关信息进行整合，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
全方位、深层次融合。 因此，信息融合是智慧医疗
助推智慧养老发展的核心和重点。

物联网通信技术在养老和医疗的过程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信息采集作为信息融合的首要环
节仍面临诸多问题。 由于老年群体有其自身的特
殊性，视力、听觉等身体器官机能下降，新事物接
收速度较慢，大多数老人不能正常使用基于物联
网的智能设备及智慧医院等平台，因此针对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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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类设备及移动医疗平台，应在乡镇农村和城
市社区积极探索乡村医生、 社区医院的使用模
式。 如果让老年群体自身操作，一方面没有这种
商业模式，好多老年群体由于各方面原因不可能
自己出钱购买， 另一方面也面临巨大的工作压
力，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监管老年
群体的使用。 通过调研发现，基础设施比较好的
城市通过配置智慧小屋，让老年人使用身份证进
行各项身体检查，操作环节越简单、步骤越少，效
果越明显。 也有的地区按照国家基层医疗一体化
的要求，遵循“基层首诊、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
院、康复回社区”的原则，充分发挥家庭医生在信
息采集时的源头作用。

另一方面，在智慧养老推动实施过程中面临
的一个重大瓶颈问题是基层医生数量不足。 按照
国际比例大约每 1 万名老人需要配置 5 名全科
医生，而目前我国发展较好的地区医生与老人配
比大约为 1.8/万，这样全科医生数量远远不足。但
有的地方转化思维，积极探索健康管理师、家庭
医师、专科医师三位一体的“三师联动机制”，充
分发挥健康管理师在智慧养老实施过程中的作
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除此之外，养老服务模式在设计和选择时也
应考虑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这种差异，不能搞
一刀切的战略。 我国各地区医疗信息化程度不尽
相同，有的地方已在区域医疗协同方面做得非常
突出，通过打造“一云多端 N 智能”模式，实现远
程心电、远程影像、远程挂号、远程病理及远程超
声，积极创新养老服务模式。 但也有的地方医疗
信息孤岛现象严重，烟囱林立，甚至同一家医院
不同院区之间的信息都不能共享。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现在我国各省市
都面临养老与医疗结合的迫切需求，但相关单位
和部门对具体需求不是很清晰，而每个地方都有
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因此存在不同的诉求。 如何
深度挖掘各省市养老与医疗现状，借助大数据分
析和展现结果， 准确识别养老与医疗结合需求，
为养老与医疗政策制定、标准设计、产品研发、服
务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进而推动医养结合快

速发展，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需要研究的重
要问题。

关于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养老的研究正在逐
步完善中，基于对已有成果的分析，结合当前的
现状，学者们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以下
问题：

（一）养老服务模式
当前采用比较多的居家养老或者依托社区

的居家养老等模式， 目前还存在角色不明确、规
则不明确、标准不明确不可行、质量不可靠、管理
粗放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二）养老服务质量管理
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管理对象

由传统的人和物拓展为包含“人、物、组织、信息和
环境”五要素的整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服
务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将无法支持智慧养老服
务领域的理论研究和产业发展。 因此，基于数据
驱动的养老服务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是
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养老服务参与者行为与选择
由于在自身经济条件、健康水平等多种因素

影响下，不同的老年人对医疗、养老及生活服务
的选择有明显的差异，基于社交服务网络、结合
顾客选择行为的养老服务需求及相关决策的研
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

（四）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
由于健康数据的多源性和多方参与性，目前

健康医疗大数据多来源于省、市、县医院与卫生
院的医疗健康资源，与医疗机构、养老机构以及
政府部门的数据还没融合， 数据维度相对单一，
如何让医疗机构资源进一步渗透到养老机构，对
医养结合大数据而言应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下一
步可在健康大数据分析方法、数据驱动的健康评
估和疾病预警、基于大数据的电子健康服务过程
和管理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

（五）健康医养标准及评估机制设计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如何科学界定养

老与医疗融合程度，积极探索健康医养结合的行
业标准、区域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建立完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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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范的医养结合工作评估体系，进而打造一种
可复制推广模式，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
题。

总之， 老年群体有其自身的共性和特点，基
于我国老龄社会的现状和国家“1＋5+2＋X”健康医
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总体规划，借鉴国外成熟的
成果和经验， 在智慧养老领域开展数据挖掘，然
后采用管理学的思想和理念进行剖析，既能完成
对现有医疗、养老信息化建设的数据整合，实现
数据柔性生产， 又能创新性地开发各类应用，促
进大健康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以更好地促进智
慧养老行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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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mart Pension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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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pens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t pres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focus on the impact of big data on smart pension. The research in the domestic pension field is more
researched from the aspects of pension service model, quality of pension service, user choice behavior, big data of
health care, etc.; foreign pension field is more researched from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data-mining-based
disease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big data of health care and other aspect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mart
retirement requires the support of smart medical care. Combin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smart pension
implementation, 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dong medical and health combined demonstration province,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mbination ofmedical and health research, the next step of research on smart pension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should focus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ld-age service demandmodel in social service network
and customer choice behavior, the big data based E-health service process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the
combination ofmedical and health standards.

Key Words big data of health; smart pension; integrating care for senior citizens with medical service;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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