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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本研究旨在从研究主题、方法等多个角度分析智慧养老的研究现状和热点

趋势，为智慧养老未来发展提供方向。［方法 / 过程］首先，基于词频统计扩展智慧养老相关关键词，于

CNKI 数据库中获取与智慧养老密切相关的 574 篇文献；其次采用文献计量、社会网络分析、LDA 主题

聚类与内容分析方法，对发文趋势、核心发文主体、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进行探析，并运用 Python 的

Echarts 工具实现智慧养老领域的多维度可视化分析。［结果 / 结论］智慧养老研究热度总体呈现攀升趋势，

且形成了以高校内部合作为主的核心发文团体；研究主题主要包括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技术需求与接受

度、信息技术应用效果和智能养老产品设计，其中技术类、政策类关键词不断拓展丰富，紧随时代热点；

研究方法的使用呈现多元化态势，但仍以定性分析为主，实证研究较少，科学性上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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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社

会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与 2010 年相比上升 5.44 个百分点［1］。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将持续

面临老年人口增长的压力。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传统的养老模式存在着服务层次

低、设施规模小、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等问题［2］，由此，智慧养老——一种通过技术变革升级的

新型现代服务模式［3］应运而生。2012 年，全国老龄办首次提出“智能化养老”的概念，鼓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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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对智慧养老领域开展实践探索［4］；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

的指导意见》，要求“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5］；2017 年，国务院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

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计划在5年内建设500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社区［6］；2019年，

国务院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明确提出“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

能力，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 ［7］。智慧养老相关政策的相继出台体现了国家有关部

门对智慧养老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视。

智慧养老同样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已有学者对国内外智慧养老发展现状进行总

结，分析其给相关领域的发展带来的启示。王坚等人从概念、技术和产品三个层面对国内外智慧

养老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8］；万立军等人通过总结国内外智慧养老平台的发展现

状，为推进我国智慧养老平台的创新建设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9］；Zhang Q 等人回顾了智慧养老

家居的现状及发展，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智慧养老的家居产品提出了建议［10］；Zhu J 等人以现实问

题为导向，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统计分析了关于智慧养老的技术伦理研究［11］；Moraitou M 等人

从人文科学视角，回顾了智慧养老带来的技术、社会心理、道德与经济挑战［12］。

综上，有关智慧养老发展现状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多聚焦于研究的主题内容，缺乏从

研究方法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方法的成熟与规范应用是一个领域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方法与

基本研究模式的建立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某一领域相关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体现该领域的研究质量与水平。目前，情报学领域中已有较多探讨研究方法应用的相关

文献，如王芳等人基于计量分析，发现我国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理论化趋势正在逐年增

强［13］；王珂等人比较了国内智库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应用场景，提出智库研究还需引入更多

新技术、新方法，并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体系［14］。智慧养老作为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其

整体发展趋势如何，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如何，研究方法与核心作者、研究主题之间又有何关

系，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筛选

智慧养老概念形成初期曾经历过“智能养老”“信息化养老”“数字化养老”等阶段［15］，仅

以“智慧养老”为检索词不能保证检全率。学界普遍认为智慧养老的核心在于应用信息技术为老

年人的生活服务提供支持［16-17］，因此，本研究通过高频词统计的方法，从信息技术和老年群体

两个角度确定检索词。首先，以 CNKI 为文献来源数据库，以“智慧养老”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

索，文献类型限定为核心期刊，下载相关文献的题录信息，针对题录信息中的关键词列进行词频

统计，获取频次≥ 10 的热点关键词；然后，经过人工筛选得到信息技术和老年群体两方面的关

键词词表（如表 1 所示）；最后，结合智慧养老的概念与内涵，确定最终检索式为“TKA=‘智

慧养老’ OR TKA=‘智能养老’ OR TKA=‘数字化养老’ OR ((TAK=‘物联网’ OR TKA=‘互联

网 +’ OR TKA=‘智慧社区’ OR TKA=‘大数据’ OR TKA=‘人工智能’ OR TKA=‘智慧城市’ OR 

TKA=‘互联网’ OR TKA=‘智慧化’ OR TKA=‘信息化’ OR TKA=‘云计算’ OR TKA=‘可穿戴设备’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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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KA=‘信息技术’ OR TKA=‘云平台’) AND (TKA=‘养老’ OR TKA=‘老年人’ OR TKA=‘老人’) )，

文献类型同样限定为核心期刊，检索时间从建库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人工剔除编者序、会

议、报纸及其他不相关论文，最终得到 574 篇有效文献。

表 1 关键词词表

信息技术类关键词 老年群体类关键词

物联网、互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智慧化、信息化、
云计算、可穿戴设备、信息技术、云平台

养老、老年人、老人

1.2 研究方法与工具

统计智慧养老领域的发文趋势，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与 LDA 主题聚类探讨该领域的核心发

文主体与研究主题，运用内容分析法对 574 篇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逐篇分析与计量，最后采用

Python 的 Echarts 工具完成多维度智慧养老领域研究现状与趋势的可视化分析。

2 发文状况   

2.1 发文趋势

对 574 篇论文的发表时间进行年度统计，得到智慧养老文献时序分布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慧养老文献时序分布图

可以看出，智慧养老发文量总体呈现攀升趋势。具体来看：（1）2006 年～ 2014 年为智慧养

老研究的起步阶段，整体增幅较小，且研究方向较为单一，以在互联网视域下构建养老模式为

主；（2）2015 年～ 2018 年发文量显著增加，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另

一方面健康养老产业与“互联网 +”结合的新模式也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这一时

期，研究主要聚焦于信息技术在智慧养老领域的多维度应用、新兴技术背景下智慧养老模式的设

2 发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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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构建等；（3）2019 年开始发文量增幅放缓，但是研究维度不断拓宽，层次与内容更加丰富。

另外，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老年人与养老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联系受阻，老年人的护理、医

疗、健康检测等需求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这一状况也是智慧养老领域在 2019 年文献数量增长幅

度放缓后仍热度不减的原因之一。

2.2 核心发文主体

在基于 CNKI 数据库获得的 574 篇文献中，共有 1277 位作者，隶属于 694 个研究机构。表 2

列出了部分高产作者及其发文量和对应机构，图 2 展示了该领域的核心团队合作网络图。

表 2 部分核心发文主体发文量统计

作者名称 发文数量（篇） 所属机构

张博 10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睢党臣 9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朱庆华 8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向运华 8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王晓慧 6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左美云 6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肖明朝 5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曹献雨 5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赵庆华 4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晓静 4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朱海龙 4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图 2 核心发文主体合作网络图

总体来看， 智慧养老领域形成了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 - 南京理

工大学共 4 个核心发文团队。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张博和商学院的韩俊江合作密切，他们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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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智慧养老与时政热点，如“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供给侧”“积极老龄化政策”等结合，总结不

同视角下智慧养老的问题对策和发展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形成了睢党臣与曹献雨、彭庆

超、刘星辰等作者的合作网络，他们主要从“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层面入手为我国

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提供思路；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两位高贡献作者向运华和王晓慧

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主要对老年健康管理、老年智慧照护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发展路径进行归

纳研究；南京大学 - 南京理工大学团队则主要由高贡献作者朱庆华与其他研究者合作完成，重点关

注智慧养老和“物联网”“大数据”“可穿戴设备”等前沿话题的结合与应用。

2.3 研究主题

运用 LDA 主题分析方法对论文的题目和摘要进行聚类，共得到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技术需

求与接受度、信息技术应用效果、智能养老产品设计共 4 类主题内容 , 表 3 列出了 4 种聚类的代

表性主题词。其中，（1）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主题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总结“养老服务”“养老产

业”存在的问题，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构建并优化“医养结合”“居

家养老”“社区养老”等养老服务模式、路径和体系；（2）技术需求与接受度主题以研究“失能

老人”“城市空巢老人”等老年群体对“智能手机”等各类技术的“需求”“使用意愿”为核心；

（3）信息技术应用效果主题常使用“访谈”“调查”等方法探究“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等信息

技术的应用对老年人“满意度”“身心健康”等产生的影响和效果；（4）智能养老产品设计主题

主要基于“心智模型”“协同设计”等理念，依托“可穿戴设备”等物联网技术，针对老年群体

容易出现的“摔倒”等问题进行相关“智能产品设计”。

表 3 LDA 主题聚类结果

序号 聚类标签 代表性主题词

#1 智慧养老服务模式
养老服务、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人工智能、养老产业、居家养老、大数据、
社区养老、农村养老、健康养老

#2 技术需求与接受度
需求、失能老人、城市空巢老人、使用意愿、健康宣教、电子健康素养、依从性、
智能手机、微信

#3 信息技术应用效果
互联网使用、影响因素、调查、行为、满意度、孤独感、易用性、身心健康、
访谈、追踪调查

#4 智能养老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系统、可穿戴设备、心智模型、协同设计、智能产品、流动老人、
摔倒监测、远程监控

为探究智慧养老领域研究主题的出现、发展和演变趋势，本研究绘制了上述四个聚类主题在

不同阶段的关键词时区图（如图 3~ 图 6 所示）。总体来看，各个主题的关键词均随时间发展变得

更加丰富。具体来看：

（1）智慧养老服务模式聚类中的关键词从 2008 年开始出现，并从 2016 年开始形成以“养老

服务”“医养结合”为代表的高频关键词，相关研究主要通过探究医养结合存在的问题，构建并

提出与信息技术结合的新养老服务模式［18-19］。此外，该主题下的关键词主要可划分为技术类和

政策类两种：技术类关键词从最初的“电子书”“平板电脑”等简单科技产品逐渐演变为“物联

网”“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类关键词；政策类关键词于 2016 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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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出现，“互联网 +”“供给侧”“要素市场化改革”等与时政热点密切相关的关键词提示研究者应

关注智慧养老服务与当前时代背景的协同发展。

图 3 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关键词时区图

（2）技术需求与接受度聚类最早出现于 2006 年，互联网的兴起促使学者开始关心老年群

体对“互联网”“电脑”“新媒体”等技术的使用意愿与接受程度［20］；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智慧服务的种类逐渐增多，“智慧旅游”“可穿戴设备”“互联网教育”“数字阅读”等科技词汇

相继出现。此外，该主题还包含较多理论模型类关键词，如市场营销学领域中的“期望确认理

论”“需求价格弹性”、用户研究中常用的“技术采纳模型”“Kano 模型”等。研究使用的理论模

型在不断扩展的同时，学者对老年群体也做了进一步细分，出现了“社区居家老年人”“居家失

能老年人”“空巢老人”等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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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技术需求与接受度的关键词时区图

（3）信息技术应用效果聚类从 2015 年才开始出现，初期主要探讨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信

息通讯”等技术的“满意度”［21］。随着研究的深入，“健康状况”“移动能力”“幸福感”“孤独

感”等更多效果评估指标涌现。此外，该聚类中包含较多理论方法性词汇，如“结构方程”“模

糊集定性比较分析”“SERVQUAL 模型”“GMM 模型”等。

图 5 信息技术应用效果的关键词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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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能养老产品设计聚类出现于 2009 年，初期以“社区助老服务系统”“地理信息系统”

的设计为主，2016 年开始关键词数量呈现井喷态势，产品内容与物联网联系更为紧密，如“智

能腕表”“可穿戴设备”“智能腕带”等；产品的功能和技术也更加细化与多样，出现了如“行为

识别”“感官代偿”“饮食管理”“云数据库”等关键词。2019 年后该主题关键词热度有所回落，

但关键词内容所涉学科更为多元，且不再拘泥于设备与系统设计，更多地关注了智能养老的功能

与服务质量，并出现“虚拟空间”“文化养老”“产业链”等关键词。

图 6 智能养老产品设计的关键词时区图

3 所用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据王芳等对我国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归类［22］，对 574 篇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

识别，共获得 13 种研究方法，具体如表 4 所示。总体来看，智慧养老领域的研究方法以定性分

析为主，其中归纳分析法使用频次最高，占比可达到 42.51%，其次为案例分析法（9.93%），文

献综述法、比较研究法也较为常见；定量分析方面以问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为主，分别占比

9.23% 和 8.36%；此外，由于信息技术是智慧养老中的核心关键词，因此计算机、信息系统领域

中常用的系统设计分析法应用频次较高（占比 10.63%），在 13 种研究方法中排名第二。

表 4 研究方法频次统计

研究方法 描述 频次 占比

归纳分析法 在已有材料与知识基础上通过归纳形成的思想观点与结论 244 42.51%

系统设计分析法 对计算机系统的分析、设计与构建 61 10.63%

案例分析法 选取代表性案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获得对总体的认识 57 9.93%

问卷调查法 通过问卷测量被调查者的行为、态度、社会特征等信息 53 9.23%

统计资料分析法 对已有的二手统计资料进行量化分析 48 8.36%

文献综述法 针对特定主题，在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述评 46 8.01%

内容分析法 标注、提取与分析文本中的内容特征 27 4.70%

计量分析法 对文献或其他信息进行量化与计量 15 2.61%

3 所用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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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方法 描述 频次 占比

比较研究法 分析不同对象的共性与个性 14 2.44%

评价研究法 依据明确的目标，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等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价 14 2.44%

实验法 在控制的条件下观察或测量个体行为 11 1.92%

算法模型 数学、计算机等领域中算法模型的应用 11 1.92%

扎根理论法 通过系统性编码，针对某一现象归纳式总结出理论模型 4 0.70%

接下来，本研究将结合前述研究结果，从时序、核心发文主体、研究主题三个角度深入分析

智慧养老领域中研究方法的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3.1 所用研究方法的时序分析

按照发表年份对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并绘制动态河流图，如图 7、图 8 所示。其中，不

同颜色代表不同研究方法，图 7 中河流的宽度表示某研究方法在该年的使用频次，图 8 则表示所

占百分比。

图 7 智慧养老研究方法使用频次河流图

整体来看，河流宽度于 2016 年左右急剧增加，说明研究方法的使用频次随发文量的增加而

上升；河流颜色随时间变得更为多样，说明智慧养老领域中使用的研究方法种类也呈现明显增加

趋势。具体来看，早期使用方法种类较为单一，以案例分析法、归纳分析法为主；中期定量分析

方法异军突起，问卷调查法、统计资料分析法出现明显峰值，系统设计分析法于 2015 ～ 2018 年

持续走高；近年来研究方法种类显著增加，文献计量法、实验法和扎根理论法得到了应用，传统

研究方法使用比例逐渐平衡，然而归纳分析法仍为主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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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智慧养老研究方法占比河流图

3.2 核心发文主体的研究方法使用分析

在智慧养老领域的 4 个核心发文主体中，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以及武汉大学三个核

心发文主体均擅长使用以归纳分析为主、案例分析和文献综述为辅的定性研究方法；南京大学 -

南京理工大学团体使用的研究方法则更为多样，他们运用扎根理论、统计资料分析、计量分析、

问卷调查、文献综述、内容分析等方法探讨智慧养老研究现状和热点，构建智慧社区服务新模

式，以及分析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等。

3.3 不同主题的研究方法应用分析

结合文献的研究主题和对应研究方法，统计 4 类主题下 13 种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频次占比，

绘制矩阵热力图如图 9 所示。其中，横坐标表示不同主题，纵坐标表示不同研究方法，矩形中的

数值表示研究方法的应用频次占比。

整体而言，不同主题的研究，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且有一定侧重。智慧养老服务模

式主题多使用以归纳分析、案例分析为主的定性描述，如总结归纳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驱

动下的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以某个国家、省市或机构为例探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可借鉴的

经验；技术需求与接受度主题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可方便且有针对性地了解并深入探讨老

年人对信息技术的需求、认知、采纳及接受程度；信息技术应用效果主题多聚焦于信息技术对

老年人身心健康等情况的影响，因此统计资料分析、问卷调查等可以从多角度获取行为数据的

方法更为常用；智能养老产品设计主题因其实践性与应用性较强，因此多使用计算机及信息系

统领域中常用的系统设计分析法，从而实现老年人照护系统、跌倒监测智能手环等产品的设计

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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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智慧养老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矩阵热力图

4 结论与讨论   

智慧养老作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对该领域已有研究进行分析挖掘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对智慧养老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发文趋势、核心发文主体、研究主题、研究

方法等角度揭示了智慧养老研究的现状和热点趋势。具体结论如下：

（1）智慧养老领域的研究热度处于上升趋势，相关文献发文量逐年增长。结合“十四五”规

划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时代特征，以及当前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满

足未来养老需求的现状，智慧养老研究将延续目前的上升趋势，继续成为研究热点。

（2）智慧养老的核心发文主体集中在高校及其附属研究中心，以校内合作为主，缺少企业、

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建议由权威性较高的学校发起相关研究

论坛，吸引企业、科研院所参与其中，逐步形成多元、广泛的合作网络。

（3）智慧养老研究主要包括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技术需求与接受度、信息技术应用效果、智

能养老产品设计四大主题。其中，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为该领域的热门研究方向，相关研究主要

从宏观角度探讨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与相关产业的构建与顶层设计；具体微观产品内容设计与系统

开发是智能养老产品设计主题主要探讨的内容。此外，智慧养老研究还关心老年群体对信息技术

的需求、采纳，以及信息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对老年人生活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总体来看，智慧养

老研究的关键词种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丰富，技术类、政策类词汇增量明显，可见智慧养老领

4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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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强时代性，提醒研究者需多关注新技术、新政策与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热点，进一步挖掘

智慧养老的新内容与应用场景。

（4）智慧养老的研究方法以归纳分析法为代表的定性研究为主导，并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多元化

发展趋势。和其他学科领域相比，智慧养老仍停留在较为传统的一般理论研究［23］，虽然在发展中

期以问卷调查法、统计资料分析法为代表的实证研究出现明显峰值，但整体所占比例不高，并且近

几年出现回落现象，反映出大量相关研究仍在思维逻辑领域进行，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核心

发文主体对研究方法的使用也证实了这点，目前智慧养老领域的核心作者多来自高校及附属研究中

心，擅长的研究方法以归纳分析、案例分析为主，高产作者的研究也多采用抽象思维方法。不过，

当进一步聚焦到不同研究主题时，本文发现除养老服务模式主题外，技术需求与接受度主题、技术

应用效果主题以及智能养老产品设计主题均表现出以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为主的趋势，其中市场营

销学、计算机与信息系统、用户研究等领域中常用的研究方法、理论和模型被多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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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s and Visu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Methods Used on Smart Elderly Care

Wang Jin　Chen Zixuan　Wang Ruojia　Guo Fengying　Zhai X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5,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 cance］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hot trends of smart 
elderly car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s, and provide direction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Method/process］Firstly, based on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574 articles closely 
related to smart elderly care are obtained in the CNKI database.Secondly, using bibliometric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LDA topic clustering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trend, core subject, research topic 
and research method of the smart elderly care, and use Echarts tool to realize multi-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in the fi eld of smart elderly care.［Result/conclusion］The research enthusiasm of smart elderly care has 
shown a rising trend, and a core publishing group based on internal cooperation of universities has been 
formed.The research topics mainly include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 technical requirement and 
accepta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ff ect and smart elderly care product design.The keywords of 
technology and policy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and enriching, and follow the hot spots of the times.The use 
of research methods is diversifi ed, but qualitative analysis is still the main method.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cientifi city.
Keywords: Smart elderly care;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method; Visual 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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