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能视角下我国智慧化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

［摘 要］在老龄社会中，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遭遇到来自客观权能缺失和相对权能

缺失的双重挑战，使得部分老年人无法获得自我独立性，从而无法获得连续性生活。智慧化的服务

手段可以帮助老年人实现外部控制力的增能、内部控制力的增能和相对权能的增能。智慧化养老

服务（smartlization care for aged）不仅是养老服务中智能技术的运用，更是养老服务模式的整体性

变革，实现养老服务从传统型向智慧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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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近十多年来，得益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突破性进展，“智慧化”成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科

学技术研究中的热门议题。2008 年 11月，时任国

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董事长彭明盛（Samuel
Palmisano）在纽约市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智

慧地球：下一代的领导议程》，正式提出“智慧地球”

（smart planet）概念，强调让社会更智慧地进步，让

人类更智慧地生存，让地球更智慧地运转[1]。

随着各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地球上越来越多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

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超过 55%的全球人口生活

在城市地区，预计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

68%[2]。因此“智慧城市”（smart city）概念被进一步

衍生，并被应用于城市发展中的硬件领域（如建筑、

能源网、自然资源、水资源管理、废物管理、移动和

物流等）和软件领域（如教育、文化、政策创新、社会

融合等）[3](p10)。而当今如何运用智慧化手段应对人

口老龄化成了智慧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

议题。

据 2017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全球 60岁以上人口占

比为 13%，且这一现象将持续较长时间。中国

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

多的国家。到2020年全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

加到 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为 17.8%左右，

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 2900万人左右，老年抚养比

将提高到 28%左右 [4]。在此形势下，我国传统的居

家养老模式面临家庭结构变化的冲击，机构养老服

务质量参差不齐，社区养老服务功能不健全，不仅

专业设施设备短缺，且缺少专业看护人员，社会养

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5](p104)。因此，如何提升我国养

老服务的质量，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成了亟待解

决的问题。从“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的发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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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智慧化”所带来的

创新运用到养老服务中来，可以为破解我国养老服

务的困境提供新的路径。

本文认为智慧化养老服务（smartlization care
for aged）不仅是养老服务中智能技术的运用，更是

养老服务模式的整体性变革，实现养老服务从传统

型向智慧型的转变。它所注重的根本问题是如何

使老年人“增能”（empowerment），从而能够在现代

科技社会中提高生活质量，过上美好生活。

二、老龄社会“双层权能缺失”的挑战

（一）“双层权能缺失”的提出

所谓权能（power）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影响

自己生活空间的力量施加影响的能力。反之，权能

缺失（powerlessness）就是没有施加这种影响的能

力 [6] (p331-338)。在信息化社会中，老年人因年龄的增

长，身体机能和自我意识出现自然衰退，造成自我

权能的客观缺失。另一方面，社会的快速发展又使

得老年人无法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活

和交往方式的改变，出现自我权能的相对缺失。

（1）客观权能缺失。客观权能缺失是指由于年

龄的增长，造成的老年人自我身体和意识的客观衰

退。1961年，卡明和亨利（Elaine Cumming and Wil⁃
liam E.Henry）提出了老年撤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ies），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年老是不可逆的，

衰老不可避免。人的能力（包括与亲朋好友接触的

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因此与年轻人

相比，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失去了与社会上其他人的

联系，变得不爱运动和孤独 [7](p227)。因此，老年人的

“撤离”：一方面是身体机能的衰退，本文将其称为

外部控制力的下降，它具体包括感知力（如听力，视

力等）、行动力（如体力，身体活动能力等）和脑力

（如判断力，记忆力，反应力等）的下降。另一方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自身的情绪、态度也发生

了化，变得消极和低落，老年人不仅是没有能力参

加到社会活动中去，其自身也没有愿望进行参与。

也可称之为内部控制力的下降。

可以看到，内部和外部控制力的下降是老年人

由于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而年龄的增长是不可逆

的，因此，它导致了老年人客观权能的缺失。老年

人客观权能的缺失是与其个体自身年轻时相比，在

其年龄轴上所反映出的权能的下降。

（2）相对权能缺失。撤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老年人面对的现实，但其理论假设是静止的而

非动态的，它忽略了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后果[8](p359-360)，

仅将老年人自身权能的缺失全部归结为不可逆的

年龄增长本身。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老年人所具

备的知识技能以及生活交往方式无法与现代社会

相适应，老年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控制力下降。

所以造成这一后果的并非仅仅是老年人自身的身

体机能和意识的衰退，而是由于社会的变化所产生

的相对后果，可以称之为相对权能缺失。老年人的

相对权能缺失只有在工业化以来的现代社会中才

有可能出现，特别是进入信息技术加速发展的今天

则更加突出，老年人过往的经验知识和行为习惯无

法与现代科技社会相适应。与客观权能缺失不同，

相对权能缺失的参照对象并非是自我年轻时的状

态，而是所处社会中同一时期的年轻人。

如果说客观权能缺失是由于年龄增长产生的

不可逆的普遍性后果，那么相对权能缺失则是因人

而异的。老年活跃理论（activity theory of ageing）认

为，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下降虽是不可逆的，但老年

人可以通过积极学习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有研

究进一步指出，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的参与状

况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老年人总体在社会参与

上的表现较好 [9](p3)。总之，老年人的相对权能缺失

虽然是普遍的，也并非是每个老年人都会存在的，

它是由于自我发展无法跟上外界环境变化所造成

的自我权能感的下降。

（二）连续性生活无法实现的问题

老年人无论是客观权能缺失还是相对权能缺

失，其本质是无法保持其年轻时的生活状态。连续

性理论（continuity theory）认为，随着年龄增长，个

人面对老化会倾向维持与过去一致的生活形态，并

积极寻找可以取代过去角色的相似生活形态与角

色，这是老年人于环境中维持老化适应的典型方

式。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也由当前的活动或生活形

态与其生活经验的一致性决定[10](p4584)。一方面客观

权能缺失使得老年人身体机能和意识下降，内部控

制力和外部控制力衰退。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社

会将老年人抛在了身后，使得老年人在现代社会中

难以维持自我的连续性生活。

对于老年人来说，其连续性生活的本质是个体

独立性的连续。人类的生命周期是一个从依赖走

向独立，最后再走向依赖的过程。从儿童走向成年

的阶段，是一个人逐渐获得独立的过程，他可以凭

借成长获得的体力和学习获得的智力在社会上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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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生存，而走向老年阶段的过程实际是丧失独立性

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主要来

自家庭，所谓“养儿防老”，即家庭成员在因年老而

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由后代供养。此时老年人所依

赖的是家庭成员，是对人的人身依附。现代工业化

社会中，由于家庭保障功能的减弱，老年人的依赖

从家庭成员中抽离了出来，转移到由国家建立起来

的养老保障制度上，形成一种对物的依赖。无论是

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都无法实现老年人的

连续性生活，因为老年人自身的权能无法获得增

强，无法实现年轻时的独立状态。

总之，老年人权能的缺失使得老年人的自我独

立性无法保持，而自我独立性的无法保持使得连续

性生活无法获得，连续性生活决定了老年人的生活

品质。因此，老年人想要过上美好的晚年生活，需

要对自我所存在的客观权能缺失和相对权能缺失

进行增能，以弥补因年龄的增长和现代社会的变迁

对自我带来的冲击。传统养老服务无法摆脱老年

人对人和物的依赖，无法使老年人获得自我独立

性，因此也就无法使老年人获得连续性生活。

三、智慧化养老服务与老年人多层次增能

传统养老服务大多依靠直接的实物和服务提

供，缺少对老年人自身独立性的考虑，使得老年人

产生对人和物的依赖。运用智慧化的手段进行增

能型养老服务，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老年人的依赖

性，帮助老年人获得自我独立性，继而获得连续性

生活。

增能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方法和过程[11](p72)。

按照所罗门（Barbara Solomon）的研究，他提出增能

应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在早期家庭生活中得到

的自我信心和能力的提升；二是在社会交往中个

人能力和欲望的提升；三是能够接受并良好地扮

演社会角色。这三个层次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

系，以及权能所影响区域范围的递增关系 [12] (p81)。

古铁雷斯（Lorraine M.Gutierrez）[13](p229-237)在综合西蒙

（Barbara Levy Simon）[14]、平德休斯（Elaine B.Pinder⁃
hughes）[15](p331-338)和所罗门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增能

实践可以发生在个体自身、人际关系和制度的层

面，可以从单一层面切入进行干预，也可以从多个

层面共同干预。

老年人权能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

客观权能缺失；二是相对权能缺失。这两个层面权

能缺失的原因分别是年龄增长和社会的快速变

迁。智慧化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增能，首先是客观权

能层面的增能，客观权能又包括了内部控制力和外

部控制力。其次是相对权能增强，也即老年人能够

适应和融入现代科技社会，在社会中找回个体独立

性，从而最终获得连续性生活。因此本文认为，智

慧化养老服务中老年人增能应当包括两个层面（客

观权能层面和相对权能层面）和三个层级（外部控

制力层级、内部控制力层级、人际交往与社会参与

层级）。三个层级的增能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

表及里的过程（见图1）。

图 1：智慧化养老服务中的多层次增能

第一层级，老年人外部控制力的增强。传统养

老服务并不触及老年人外部控制力，而只是在假设

老年人外部控制力不足且不可变的情况下，为老年

人提供基本的生存服务。智慧化养老服务是运用

智能设施设备，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即线上和线

下的组合，帮助老年人实现手和脑的延伸。一方面

通过工具性质的服务提供帮助老年人补强外部控

制力，另一方面通过健康训练、康复理疗等方式帮

助老年人缓解年龄增长对外部控制力带来的冲击。

第二层级，老年人内部控制力的增强。智慧化

养老服务在通过技术的手段帮助老年人增强外部

控制力之后，还需要运用综合服务的手段，如开展

专业化的个案、小组社会工作，以优势视角去挖掘

老年人自身的潜能，帮助老年人重建生活的信心。

内部和外部控制力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的，外部控制力增强之后需要依靠内部控制力进

行维持，否则即使为老年人提供了智慧化的服务，

老年人不爱用，甚至由于抵触情绪而不愿接受，那

么外部控制力也无法维持，增能效果无法实现。

第三层级，老年人相对权能的增强。通过智慧

化养老服务的手段帮助老年人进步。具体包括学

习、交往和创造三项内容。首先，学习是指对现代

社会中基本的科学知识或技能的学习以及对信息

的掌握。这是老年人从现代社会中获取能量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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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从而使老年人自身变得更加“智慧”；其次是能

够运用所学“智慧”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并且能够

实现人际层面的交往。不仅是同龄群体的交往，也

包括代际群体的交往；最后是在交往的过程中进行

“智慧”的自我再造，能够向社会反馈自己的“智

慧”。最终在相对权能层面实现增能，从而得以回

归社会，保持与年轻时相连续的生活状态。

四、国内外智慧化养老服务的探索

（一）发达国家智慧化养老服务的探索

1.智能设施设备提升老年人外部控制力。德

国政府为应对本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开发了“环

境辅助生活”（ambient assisted living，AAL）系统。

该系统包括一个具有扩展性的智能技术平台，各种

不同的仪器可以互相连结在平台上，建构一个即时

反应的环境，对使用者的状态和环境对象进行分

析，并做出反应。例如老年人记忆力下降，会出现

忘记关掉水龙头、电磁炉等状况，AAL系统可以与

洗脸池连接，当水位到一定界限会自动关闭，当电

磁炉上没有任何物品到一定温度后会自动关闭。

同时也可连接智能家居，包括感应窗帘和感应灯

等 [16] (p73- 74)。在 AAL系统的房屋中，卧室墙顶装有

“工”字形滑槽，吊有自动起降杆，能够让下半身瘫

痪的老人，通过双手独立将自己“吊”在起降杆上，

从床上“吊”到轮椅上，或到达房间的任意一处。浴

室、洗手间内，也都设有老人可以支撑、拉扶或坐卧

的辅助设施。据AAL系统发起方、德国护理设备

公 司 市 场 部 负 责 人 阿 妮 娅·施 利 希 特（Ania
Schliecht）表示：“AAL 系统的目的，是完全实现老

年人或生活不便者独立、安全生活的能力。”[17](p48)

日本作为一个超高老龄化的国家，也在积极探

索智慧化的养老服务方式。其中应用比较成熟的

智能产品有智能拐杖、智能轮椅等，以协助老年人

的移动。而对于卧床老年人，则会使用“传送带+
担架车”的形式，首先让传送带贴近床边，将老人平

移至传送带，再由传送带将老人移动到担架车上。

而日本智慧化养老服务中一项比较突出的是机器

人的应用。日本政府通过援助家庭智能机器人，以

帮助老年人解决居家养老的困难。其中最著名的

是由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开发的疗效机器人

海豹 Paro，其内部集成了运动、温度、光线、声音等

多个传感器，不但可以检测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还

能辅助老年人的生活[18](p96)。

2.机器人和专业服务助力老年人内部控制力

提升。老年人内部控制力关系到老年人心理健康，

一些发达国家尝试使用陪伴式机器人的方式来缓

解老年人的孤独感、情绪低落和自我否定等心态。

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动物辅助治疗（animal-as⁃
sisted Therapy，AAT）通过动物与人的接触，鼓励独

立，提高生活质量来促进心理健康。因此，陪伴式

机器人通常在外形和功能上仿效动物进行设计。

日本的Paro机器人外形酷似一只海豹，除了可

以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服务之外，还可以起到陪伴、

缓解孤独和稳定情绪的功效。Aibo机器人是索尼

公司开发的一款宠物型机器人，配备了情感、本能、

学习、成长等自主的软件，通过与人的交流，可以进

行多种方式的学习和成长。老年人可以在养老机

构或家中使用Aibo机器人，可以与它自由地互动

和玩耍，吐露情感，表达态度等，而机器人也会通过

学习给予恰当的反馈[19](p107-112)。由比利时开发的机

器人卓拉外形如同一个小女孩，身上装有摄像机、

扩音器和麦克风，可以模拟人的一些动作和表情，

能够通过眨眼睛、眼神接触、点头摇头等简单肢体

语言与人进行互动，能够说话、唱歌和跳舞，目前使

用在荷兰等一些地区的养老机构里，用以陪伴老年

人，缓解其孤独感并提升其生活的乐趣和信

心[17](p46)。

老年人的内部控制力增能也可通过综合性的

服务措施进行。如英国针对孱弱老人采取的集成

社区照料服务，将医疗、情感、功能和环境作为一个

整体，将医疗人员和专业服务人员进行整合。其中

针对老年人的情感状况，首先进行认知和情感幸福

度评估，针对情绪低落甚至由此引发的睡眠不佳、

轻微抑郁等状况进行心理辅助治疗改善情绪，并且

通 过 集 成 护 理 的 方 式 改 善 睡 眠 、食 欲 和 活

动[20](p398-399)。

3. 创新智慧化手段探索老年人相对权能增

能。老年人相对权能的增强需要老年人积极地去

参与和融入现代科技社会中去。芬兰于 2016年启

动了 DigiRehab（Digitally Enhanced Rehabilitation）
项目，该项目是由芬兰企业界和学术界合作开发的

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它结合了数字支持的物理治

疗方案和游戏化解决方案，用于老年人的身体康复

和疾病预防等，带来了数字康复和运动游戏领域新

兴的、活跃的参与者。该项目主要内容为通过电子

游戏的方式使老年人能够参与其中，既能使老年人

能够在其中获得康复和运动训练，也能帮助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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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适应互联网技术和数码产品。由于大多数

老年人不了解和不习惯电子游戏，所以项目团队尝

试将老人的肢体运动与屏幕上的动作联系起来，老

人便能很容易参与到游戏中去。如其中有一项专

门针对老年人体设计的体感式滑雪游戏，这款游戏

能够简单、便捷地让老年人参与其中，受到老年人

的欢迎。该项目通过帮助老年人参与到现代科学

技术中，克服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数字鸿沟”现

象，消除老年人在使用智能设备和互联网上的障

碍[21](p349-359)。

此外，日本政府于 2016年提出 Society 5.0，其
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应用信息通信（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技术，其中一项重

要任务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为了更好地增强老年人对 ICT 的使用能力，

日本开办了很多针对老年人信息化技术学习的培

训课程，使老年人能够掌握 ICT 的基本使用方

法 [22](p107)。美国纽约永康成人日间护理中心举办了

电脑培训班，让老人从零开始慢慢接触各种电子设

备。而利用手机App可以实现老人和外界零距离

接触，老人们可在 App上的论坛里进行交流和评

论[23]。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在智慧化养老服务的探

索，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智慧化养老服务的科技含

量较高。发达国家的智慧化养老服务受益于其高

度发达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在养老服务的应用中包

含着目前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人工智能技术和

大数据的运用，以及语言、体感技术的运用等。科

技含量高的另一个表现是技术的集成性，也即多项

先进技术的有机组合，从而得以实现较为充分的老

年增能。二是智慧化养老服务体现人性化。智能

实施设备的运用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实际情况，以及

不同状况下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智能设施设备的多

样性使得养老服务得以细致入微，体现出较好的

“适老性”。三是智慧化养老服务以老年人外部控

制力增能为基础，不断探索对老年人内部控制力的

增能和相对权能增能的方式。智慧化养老服务对

老年人的增能效果较好，老年人的接受程度较高。

（二）我国智慧化养老服务的探索

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重视智慧化养老服务的

发展。在 2017年颁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要求建设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在民政部 2018年发布的《“互联网+民

政服务”行动计划》中，将互联网与养老服务的深度

融合作为倡导的主题，明确提出了需要发展智慧养

老，要求推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

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为此，全国各地方积极探

索，取得了许多新进展。

1.以智慧化养老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这是

目前我国智慧化养老服务的主要内容，即帮助老年

人实现客观权能的增强，其主要的方式为“智慧化

平台+智慧化终端设备”，通过平台链接资源，以智

慧化终端设备反映老年人个性化的需求。2011
年，杭州市在各城区建立了各个区域的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包括信息呼叫中心、信息管理系统、终端呼

叫器以及服务平台所整合的各类服务资源。同时

向老年人派发呼叫器，设置专门的服务座席，为老

年人链接服务。服务的内容包括“助急”“助洁”“助

餐”“助医”“助浴”“助行”“助聊”。除了可以为老年

人提供医疗和生活的帮助，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陪

伴服务，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24](p177)。

2013年，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启动“北新

桥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探索采用大数据、移动

互联网、物联网等 IT技术实现智慧化养老服务。

该平台包括展现层、应用层、支撑平台层、信息资源

共享库和软硬件支撑层五大块，其中展现层为具体

的服务项目，包括家庭服务、医疗服务、紧急服务、

安全健康和精神慰藉五个方面。老年人通过电话

或者随身携带遥控器来寻求相关的服务。在精神

慰藉方面，北新桥街道在两个社区中免费安装了

“小U机器人”100部，机器人具有陪老年人聊天、听

广播、听录音等功能[25](p63-66)。

2014年，桐乡市乌镇启动“互联网+”养老服务

试点工程，项目由上海椿祺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桐乡市椿熙堂老年社会服务发展中心，运

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手段

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智慧化养老服务。这

一工程首先包括线上养老服务平台，通过定制线下

居家服务套餐，包括应急救助、健康管理、生活照

料、专业照护、膳食餐饮和社区文化六块。同时整

合义工志愿者、医疗卫生、周边服务商户等社会资

源开展养老服务。由椿熙堂老年社会服务中心负

责项目运作。其次建立应急呼叫服务中心，以物联

智能设备为手段，将应急救助服务和健康监测服务

延伸到老人家里。如安装门磁报警、红外线感应、

SOS报警以及老人生命体征监测等智能设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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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在家跌倒或发生紧急情况，可通过随身携带的

设备发出报警 [24] (p155-158)。通过智慧化平台+智慧化

终端的方式，使得线下资源得以在线上获得递送，

从而满足老年人身心健康需求，使老年人的外部控

制力和内部控制力获得增能。这是我国智慧化养

老服务的主要关注点，其中对“身”的关注较多，而

对“心”的关注相对较少。

2.以智慧化养老促进老年人的再社会化。我

国智慧化养老服务除了包含老年人身心健康需求，

还涉及老年人的再社会化需求，从而满足老年人在

相对权能上的增能。杭州市西湖区在其智慧化养

老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中插入老年电视大学远程教

育系统，借助网络平台，让老年人实时通过网络参

加老年大学课程，实现远程互动教学 [26] (p204)。还有

社会公益型网络平台“老友帮（www.rd1860.com）”

和网站自办杂志《老友帮精华文摘》，专门为老年人

和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和互相学习的平

台。网址中的“18”和“60”分别喻指年轻人和老年

人，希望能够借此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搭起一座

桥梁[27](p11)。

通过实践分析并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可以发

现我国目前智慧化养老服务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从

服务开展的地区来看，我国智慧化养老虽然起步较

晚，但发展较快，全国许多城市已有了三至五年左

右的实践经验。所开展实践的城市大多集中在东

部经济发达地区，或中西部的大城市中，在中西部

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鲜有涉及。而在相关城

市中，主要是打造精品服务项目和精品社区，缺少

服务的普适性。这使得我国的智慧化养老服务在

面上表现出不均衡，在老年群体中造成分层和排斥

的现象。二是从服务理念上来看，通过智慧化服务

的手段为老年人增能从而获得自我独立性的理念

仍然不足。“独立、参与、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是

《联合国老年人原则》的核心要义，目前以技术为驱

动的智慧养老发展逻辑没有将老年人增能作为服

务的宗旨，“物化”老年人的情况非常普遍[28](p17)。三

是从服务增能的层级上来看，我国目前以智慧化养

老服务为老年人增能基本上处于增能的第一个层

级上，即增强老年人的外部控制力，如智慧医疗、智

慧照料等。而对于老年人的内部控制力的涉及不

多，对老年人相对权能层级的涉及则更为缺乏。这

使得我国当前智慧化养老服务还停留在较低层级

的增能上。四是从服务的内容上来看，产品科技含

量不高，增能不完全、不充分。目前我国的智慧化

养老服务大体上还处于平台搭建的阶段，而平台的

功能在于链接资源，使线下资源获得线上递送，而

具体的服务内容则基本上是依托原有的社区养老

服务、居家养老服务。智能设施设备目前仅为智能

终端，如手环、报警器等，而缺少更加丰富的智慧产

品。虽然也开发了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聊天、交友平

台，但仍缺少更深入的人文关怀，未能起到精神慰

藉的作用。五是从增能的效果上来看，虽然一些地

区尝试将智慧化的手段运用到养老服务中来，也为

老年人提供了相关智能设备，但是由于缺少更高层

次的增能，产品对于老年人来说缺乏“黏性”，老年

人不会用、用不惯的现象比较普遍。还存在产品的

科技含量不高，使得部分产品的“适老性”较差，这

使得增能的效果不佳，老年人的外部控制力和内部

控制力增能的效果一般。

五、我国智慧化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未富先老”“未智

先老”的现象较为突出。从目前来看，我国通过智

慧化养老服务为老年人增能目前尚处于第一层级，

即老年人外部控制力的增能，且增能不充分。因而

我国智慧化养老服务发展首先需要实现转型升级，

即由传统养老服务向以增能为目标的智慧化养老

服务转型，其次是增能层次的升级，即从仅对老年

人外部控制力增能升级到对老年人内部控制力和

相对权能的增能。

（一）提出以增能为核心的养老服务转型战略

智慧化养老服务是养老服务的整体性变革，其

核心点在于运用智慧化的手段帮助老年人增能，而

非仅仅通过服务满足老年人的生存需要。因此，在

宏观层面需要从“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的发展

框架下，提出以老年增能为核心的智慧化养老服务

转型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养老服务整体性转型的顶

层设计。建立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发展的思路和目

标，即通过增能帮助老年人实现自我独立性，获得

连续性生活。通过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带动和整

合中观层面形成智慧化养老服务的“科学共同体”，

包括科研机构、市场企业和社会力量等，从而促进

“产学研用管”相结合。最终在微观层面为老年人

提供智慧化养老服务，实现老年人增能。

（二）以科技创新筑牢外部控制力增能基础

外部控制力增能是老年人手和脑的延伸，是实

现更高层级增能的基础，也是智慧化增能手段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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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体现。实现老年人外部控制力增能的关键是

智能设施设备的运用，而这需要高水平的科技和创

新力度。目前我国的智能养老设施设备科技含量

较低，功能简单，且大多是资源链接设备，其本身并

不具备提供服务的功能。对此，需要国家层面加快

培育专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扶持相关企业和社

会组织对智慧化养老服务科研创新的投入，以政策

引导具备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能力的大企业介入，

对相关产业给予政策和税收优惠，发展如智慧家

居、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品。这其中需要特别注意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实际体验，增强产品的“适老

性”。另一方面，外部控制力的增能还包括减缓年

龄增长带来的身体和认知能力的下降，因此需要创

新服务内容，如运用智能设施设备与医疗卫生服务

相结合，加强老年人身体的健康，预防和及早发现

疾病，延缓衰老。

（三）以关怀性服务实现增能层级提升

智慧化养老服务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手段把

养老服务体系搭建并逐渐完善起来。我国智慧化

养老服务能否实现增能层级的提升，其关键在于服

务是否跟上。服务首先需要瞄准老年人自身内部

情绪、心态，进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

度，实现老年人内部控制力增能。具体可以包括两

种方式：一是直接运用智慧化的手段，如陪伴式机

器人、现代娱乐设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娱乐和通

信等帮助老年人缓解孤独感，获得生活的乐趣。二

是通过智慧化平台，链接线下资源，如专业社会工

作服务、心理服务、生活服务等，通过人与人的直接

服务提升生活的信心，释放内心的紧张与焦虑等，

从而实现老年人内部控制力的增能。

（四）以激活老年人自身智慧共享社会发展

成果

智慧化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增能的进一步升

级在于老年人相对权能的增能，使老年人能够适应

和融入现代科技社会。社会不会停止进步，所以只

能通过帮助老年人自我增能从而跟上时代发展的

步伐。对此可以积极发展针对老年人的智慧教育，

教育的形式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线上教育，也可以

通过资源链接的方式进行线下教育。教育的内容

包括现代社会中基本的科技知识和机能，如智能设

备的使用、互联网的使用等，还需要包括现代社会

中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等。另一方面，在老年人获

得了基本的知识技能和文化认知之后，需要通过智

慧化养老服务为老年人重回社会建立通道。如建

设线上互动交流平台，跳出老年人自身“亚文化”

圈，可以学习芬兰游戏化养老服务的经验开展老年

人线上游戏参与，也可以积极拓展线下资源，为老

年人链接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项目。总之，通过

智慧化养老服务使老年人获得终身教育，并促进老

年人回归社会，从而实现相对权能的增能，共享社

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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