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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

智能技术对改善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适应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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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日益增长的老年人人口数量，其人群中显现的各种健康问题是全社
会和每一个家庭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寻求有效的老年人健康管理途径中，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新兴智能技术正逐渐开始帮助老年人改善健康条件、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效率、节约开支。本文简要分析了
老年人健康管理现状下的智能技术融合的适用性，指出其实用价值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阐述了从适用到实用过
程中的方法，旨在为促进改善我国老年人健康管理问题提出技术应用方面的可行建议，也为普遍存在于智能化
技术和医疗健康产业相关工作者中所面临的技术与业务怎样有机结合的沟通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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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an aging society.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various 
health problems in the population ar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the whole society and every family. In the search 
for effective health management approaches for the elderly, emerg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etc are gradually helping the elderly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medical services, and save money.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applicability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ealth management for the elderly,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ts practical value, and expounds the methods in the process from "applicable" to "practical", aiming to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for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health management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It also provides the solution research idea for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 of how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which commonly exists in related worker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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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日益增长的老年人人口数

量，其人群中显现的各种健康问题是全社会和每一个家庭都

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寻求有效的老年人健康管理途径中，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智能技术正逐渐开

始帮助老年人改善健康条件、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效率、节约

开支。本文简要分析了老年人健康管理现状下的智能技术

融合的适用性，指出其实用价值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阐述了从

适用到实用过程中的方法，旨在为促进改善我国老年人健康

管理问题提出技术应用方面的可行建议，也为普遍存在于智

能化技术和医疗健康产业相关工作者中所面临的技术与业

务怎样有机结合的沟通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的思路。

1 步入老龄化社会，智能科技已成为老年健康管理中必不

可少的一种解决方案 

1.1 老龄化趋势的不可逆转需要积极的老年人健康管理

方法 ：老龄化是生育水平下降、寿命不断延长、人口迁移等

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当老年

人口（年龄≥60 周岁）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10%，或年龄≥ 

65 周岁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7% 时，即标志着进

入老龄社会［1］。我国已于 1999 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截至

2017 年底全国≥60 周岁的老年人口已增长至 2.4 亿人，我

国人均预期寿命 76.4 岁，健康平均预期寿命约 68.7 岁，老年

人将会有 8 年左右的时间与疾病相伴［2］，其健康问题和负担

主要体现在 ：慢性病（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肺部感染、非

胰岛素相关的糖尿病是主要疾病问题来源［3-4］）、老年失能

等方面，并呈显出不断加重的趋势。面向老年人的健康管理

理念，要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要素思维模式，

推进新型医养、医健结合模式，重视对老年人心理和精神方

面的关注、沟通和陪伴，建立安全、可信、高效、统一的健康

评估及应对医养措施，联动全社会进行多维度的保障体系。

1.2 智慧科技将成为推动发展老年人健康管理的关键要素：

老龄化社会将是中国未来 30 年的大趋势，截止到 2018 年， 

我国已出台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政策来支持积极应对老龄化

社会的构建、推动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3］。这样的背

景，给我国健康产业带来更多机会和可能，各种医健结合和

医养结合的服务会应运而生，在基础医疗服务之外的那些

重在维护旺盛生命力、年轻外表与健康状态，以及提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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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会形成巨大的市场，分级诊

疗、慢病管理、慢病康养等有助于缓解由老龄化所带来的医

疗供求矛盾话题将可能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5］。

 医疗供需关系严重失衡，这是一种刚需体现，也或是一

种痛点机遇，近年来催生出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方面的大批智慧科技解决方案渗透医疗行业的迅猛

发展，医疗健康已成为智慧科技研究中热门应用的场景和领

域。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目前比较广泛的技术应用热门赛

道或领域有语音识别、无人驾驶等 ；在人口加速老龄化进程

中，老年人的医疗健康会成为热点应用方向。不仅仅是当下

已经出现的智能导医、咨询功能，人工智能可以更为丰富地

解放临床生产力，与医疗、医药、医保这三方向相结合，通过

丰富的数据训练，建立完善优化算法，配合 GPU、5G 等算力

基础的提升，人工智能可以针对老年人病患提供进行更精准

的病灶特征分析，判断老年人是否发病，处于疾病的什么阶

段，需要什么处理，甚至可替代老年人的家人子女等亲友与

老年人进行人际交流，根据老年人个性化的用户画像实现更

全面的健康管理，有助于减少误诊、漏诊。通过将智能养老

辅助机器人投放入老年人家中，提前介入老年人健康生活，

将不需要过早地把老年人送到养老院、医院等服务机构，降

低了医疗养老支出，有效提升了分层医疗、精准医疗实施的

效能，合理分流。结合支持医疗工作者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

可以提升诊疗水平和服务效率、优化中老年病患就医质量。

2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关键技术在老年人健康管理中的融合 

2.1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相辅相成链接点——数据 ：人

工智能与健康管理领域的融合过程中，目前已经实现了与细

分场景，如 ：在线问诊、风险识别、虚拟护士、精神健康、健

康干预等符合精准医学工作逻辑的管理技术手段。以风险

识别为例，一家名为 Lumiata 的风险预测分析公司推出了一

款核心产品 Risk Matrix（风险矩阵），它通过获取大量的健康

计划成员或患者的电子病历和病理生理学等数据，为用户绘

制了患病风险随着时间变化的轨迹，利用 Medical Graph 图

谱分析，实现对患者迅速且有针对性的诊断，从而使患者的

分诊时间缩短 30%～40%［6］。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像是一

种信息技术的“引擎”，从感知与分析，到理解与思考，再到

决策与交互，其核心要素即是数据。

 作为一种数据的整合技术，表面上看来好像和凸显分布

式加密和存储的区块链技术有着“互相矛盾”的不同特征。

但两者之间并非不可融合［7-8］。第一，区块链技术其核心优

势是管理数据，它以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存储加密技术强化了

集体维护数据的可行性，具有无第三方、分布式访问、不可

篡改等安全数据的属性，可以及时发现、分析和纠正人工智

能的错误行为，确保人工智能时刻处在被控制之下；在打通

数据壁垒的基础上，区块链实现安全可信任的数据共享化管

理，有助于解决人工智能的数据短缺、解决数据收集中的隐

私问题，其非对称加密授权技术则可让数据的交易变得公开

透明，杜绝了原始数据泄露的风险；区块链将单个的模型或

者数据分布在不同的机器之上，从而帮助人工智能缩短训练

时间；区块链更加安全、透明的交互环境，会激励人工智能开

发人员分享他们的数据和产品，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加开放与

公平化的人工智能市场。第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区块链算

力提升和处理效率的升级，因为区块链中的数据加密是一项

缓慢且复杂的工作流程，如果只是依靠计算机的算力处理起

来非常麻烦，通常采用 POW 共识机制的项目需要消耗很大

量的电力资源，人工智能通过学习算法，管理数据中心的负

载，操控计算机服务器和相关的散热系统，优化冷却工作，有

效进行设备管理，对区块链而言，同样意义重大、价值显著。 

2.2 老年人健康管理智能技术融合的基础条件 ：人工智能

和区块链在改善老年人健康管理方面的融合，同样基于数 

据［7-8］，即是医疗健康数据加密和计算分析。第一，医疗健康

数据方面，应用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和授权等技术，对关键

信息进行加密，只有经过数据拥有者授权才可访问该数据，

将大大的提高医疗数据的隐私性。第二，医疗健康计算分析

方面，人工智能在医疗机构提供数据错误率小于 2%，利用区

块链的技术，可以对于医疗数据进行信息交换，相比传统人

工智能，数据可更好地进行共享，例如，谷歌旗下 DeepMind 

Health 正在开发区块链医疗数据审计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融

合区块链技术，可以让医院、英国国家服务体系（NHS）、患

者自身都能实时跟踪其个人健康数据。

2.3 可预见的适用性发展方向 ：在数据的智能化处理基础

之上，可以预见［9-11］：第一，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与

慢性病患病率的增加，数据样本基础将会更加丰富，智能技

术将会推动老年人的生命体征数据将更精确，他们的医疗记

录、诊断数据等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状或可得到极大改善。

结合惠民大健康、5G 技术的智能医疗硬件逐渐普及，老年人

用户的生命体征数据会越来越精确。第二，病患诊疗过程将

会极大缩短和简化，如患者病历、疾病信息包括影像数据、

化验结果、检查结果、手术记录、实时监测的各种数据、患者

的诊疗方案等。第三，医疗健康行业传统“数据孤岛问题”

将得到解决，用户或可得到帮助，从而建立并管理自身的健

康数据，即具有数字化用户健康管理画像，这将能够实现与

更多产业及场景的有效对接。

3 从适用性到实用性，智能技术在老年健康管理中价值递进  

3.1 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智能医疗领域近年来发展较

快［12］，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面向医疗健康领域已经出现像虚

拟助手、辅助诊疗、智能影像、药物研发、精准医疗等，从产

品角度而言，大多数技术的应用目前还仅仅只是在实现了

“抢占赛道”这一初步目标。作为专业性高、容错率几乎为

零的特殊行业，医疗健康产业对智能科技所要实现的并非只

是简单的寻求模式创新或者效率提升。一方面，“数据为王” 

这个理念在医疗健康领域显得尤为重要，这意味着智能健康

管理工作中的关键要素是对于目标老年人群体的数据收集、

分析、机器学习，智能决策，以及相应人机交互媒介的用户

体验如学习成本、理解识别等等。另一方面，底层医疗健康

数据的数量质量、擅长医学和人工智能智能、区块链等技术

融合管理的复合人才体系的缺乏，智能技术与医疗健康行业

具体应用场景的磨合，行业壁垒高等方面都还在制约着智能

科技从适用到实用的深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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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升老年人健康管理的实用性 ：从用户角度对智能技

术在老年人健康管理应用落地封面进行分析，发挥老年人智

能健康管理的实用价值，应关注老年人及其用户属性特点。

第一，从互联网在老年人群体中的渗透率来看，仅有 6% 的

老年人上网［3］。2013 年发布的《全国老龄办等 24 部门关于

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中的生活优待方面。未

涉及老年人互联网学习等方面的优待工作，从而缺乏对老年

人融入互联网生活所需的学习、培训进行必要的鼓励和优

待，老年人是互联网利用不足的群体，目前“老年人 + 互联

网”对提高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推动作用并未引起足

够的关注。但与此同时，老年人也是互联网的需求者。中国

老年健康研究报告显示，有 82.9% 的老年人对“互联网 + 居

家养老”的产品和服务存在需求，且互联网技术的使用有助

于提升老年人生活幸福感、降低孤独感、提高社区归属感以

及提高认知能力［3］。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养老、

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互联网 +”产品不断出现。建议政

府重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出台老年

人互联网学习、培训等方面的优待政策，这不仅有利于提高

包括健康管理在内的我国老年服务体系的服务能力，还能够

满足老年群体对于医疗健康等方面的相关需求。第二，由于

医疗健康资源在地里位置上分布的不均，导致大多数优势医

疗健康资源都相对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其他地区好的资源

相对较少，对于处于弱势医疗资源地区的老年人来说，他们

所处的地区医疗条件得到改善绝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而

用人工智能技术把医生诊断的结果不停地进行机器学习，同

时还根据综合数据推断，用知识图谱的办法结合在一起，形

成综合的医疗辅助，并结合区块链准确地记录出诊断的结果

和诊断率，从而搭建良性的互联网健康管理体系。虽然基于

人工智能技术基础的诊断可信度尚未接近 100%［9］，但是将

机器学习和医生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可靠地提高健康管理系

统的效率，实践中，认知程序通过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来阅读

迅速扩展的科学文献和整理多年来的各种电子病历。在区

块链的帮助下，人工智能可以优化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的护

理轨迹，为他们复杂的疾病病症提供精确的治疗建议，减少

医疗错误，并提高受试者健康数据参与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

可能性。第三，智能技术推动下，未来的老年人用户或可实

现对其自身健康数据作为研究贡献的数据的控制权［13-14］。 

大量敏感的医疗信息由于隐私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开

始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融合的技术方案后，生成

安全、可共享、去中心化的医疗健康数据信息，即“数据身份

控制模型”，在医疗健康产业链条中指导参与者（病患）、临

床医生和研究人员间的进行数据流动。随着接受数量更大、

更加多样化的数据培训而提高算法的准确性就如同放射科

医生区分肿瘤的能力随着经验增强一样，医生收集的大量常

规医疗数据只有在分享和研究信息不断交互的情况下才能

产生医疗进步［15］。第四，建设智能养老社区和机构，构建符

合老年人用户特征的安全、便捷的智能化养老基础设施体

系［16］。如加强老年人产品智能化和智能产品适老化，开发

视听辅助设备、物理辅助设备等智能家居养老设备，拓展老

年人活动空间 ；开发面向老年人的移动社交和服务平台、情

感陪护助手，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加强群体智能健康管理，

研发对老年人用户“界面友好”的健康管理可穿戴设备和家

庭智能健康检测监测设备，推动老年人健康管理实现从点状

监测向连续监测、从短流程管理向长流程管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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