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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老设计”一词起源于建筑界，提倡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及行动特点做出相应的

设计，包括实现无障碍设计、引入急救系统等，以满足已经进入老年生活或以后将进入老年生活的人

群的生活及出行需求。 

 

2015-2016适老设计趋势报告,将研究对象定位于老年人，即60周岁以上的人群。虽然他们已经退休、

身体机能正在下降，但是他们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同时也有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他们对于产品、

服务的需求是“银发市场”的趋势风向标。 

 

在报告中，我们有幸邀请多位行业意见领袖和用户参与研究，分析适老设计的利益相关者和设计原则，

挖掘老年人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最后，基于问卷结果以及生活状态分析，我们提出未来中国适老设

计方面的机会点及趋势，并结合案例对其应用领域进行阐述。希望这份报告给从事老年人产品开发的

人士带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这一刻，为父母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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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靖 
 

知名设计策略与趋势专家，YANG DESIGN策略总监、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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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60岁 

其他年

龄段 

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来源：《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0年，65岁以上的人将增加5％，相当于

1.265亿人口 

到2020年，1/4的中国老龄人口将不能得到恰当的健

康和基本护理 

老年群体对老年消费服务产品的需求程度 
老年群体对目前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 

来源：2014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老年生活情况调查 

老龄化社会环境 Aging Society 

根据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超过7%时，通常认为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 

 

中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成为较早面临老龄化

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2030-2050年是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

期。 

在人口迅速老去的中国，老年市场需求在2010年就已达1
万亿元人民币，这一官方数字还表明数字在2050年增加至5

万亿元。  

目前中国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还不足1000亿元。 

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低4—5岁，

老年人口患病率比发达国家高15%左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达到1.5亿。 

截至2013年12月30日，上海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市户籍
人口27.1%，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户籍人口约5%，老龄化且
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中国未来三年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平均增长速度达
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 



意见领袖访谈 Opinion Leader Interview 

老龄科学专家 
殷志刚     
 
现任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
心、上海市民政科学研究中心
主任，上海市老年学学会理
事、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咨
询委员会理事 

养老服务专家 
李传福 
 
上海瑞福养老服务中心主任、
上海和睦家养老事业发展中心
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养老服
务专业委员会委员 

适老设计建筑专家 
管轶群 
 
上海栖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董事合伙人，国内养老建筑
设计领域知名专家 

适老设计研究专家 

Gabriele Tempesta 
 

YANG DESIGN资深服务设计
顾问，意大利设计专家 

N=4 



适老设计的相关学科 Overlap of Design Disciplines 

通用设计 
是指对于产品的设计和环境的考虑是尽最
大可能面向所有的使用者的一种创造设计
活动。 指无须改良或特别设计就能为所有
人使用的产品、环境及沟通传达。它所传
达的意思是：如何能被失能者所使用，就
更能被所有的人使用。通用设计的核心思
想是：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程度不同的能力
障碍者，即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们具有
的能力不同，在不同环境具有的能力也不
同。 

包容设计 
英国标准协会（2005）定义为：主流产品
或服务的设计能为尽可能多的人群所方便
使用……无需特别的适应或特殊的设计。
包容设计通过满足通常排除在产品使用范
围之外的群体的特殊需求，增进产品面向
更广泛用户的使用体验。 

无障碍设计 
名称始见于1974年，是联合国组织提出的。
无障碍设计强调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
代社会，一切有关人类衣食住行的公共空
间环境以及各类建筑设施、设备的规划设
计，都必须充分考虑具有不同程度生理伤
残缺陷者和正常活动能力衰退者（如残疾
人、老年人）群众的使用需求，配备能够
应答、满足这些需求的服务功能与装置，
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关怀、切实保障人类安
全、方便、舒适的现代生活环境。 

人机工程学 
是应用人体测量学、人体力学、劳动生理
学、劳动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人
体结构特征和机能特征进行研究，提供人
体各部分的尺寸、重量、体表面积、比重、
重心以及人体各部分在活动时的相互关系
和可及范围等人体结构特征参数；还提供
人体各部分的出力范围、以及动作时的习
惯等人体机能特征参数，分析人的视觉、
听觉、触觉以及肤觉等感觉器官的机能特
性；分析人在各种劳动时的生理变化、能
量消耗、疲劳机理以及人对各种劳动负荷
的适应能力等。 

用户体验 
ISO 9241-210标准定义为：人们对于针对
使用或期望使用的产品、系统或者服务的
认知印象和回应。用户体验，即用户在使
用一个产品或系统之前、使用期间和使用
之后的全部感受，包括情感、信仰、喜好、
认知印象、生理和心理反应、行为和成就
等各个方面。三个影响用户体验的因素：
系统，用户和使用环境。 

服务设计 
是有效的计划和组织一项服务中所涉及的
人、基础设施、通信交流以及物料等相关
因素，从而提高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的设
计活动。服务设计以为客户设计策划一系
列易用、满意、信赖、有效地服务为目标
广泛的运用于各项服务业。服务设计既可
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所有涉及
的人和物都为落实一项成功的服务传递着
关键的作用。服务设计将人与其他诸如沟
通、环境、行为、物料等相互融合，并将
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始终。 

通用设计  

Universal Design 

包容性设计  

Inclusive Design 无障碍设计  

Barrier-free Design 

以人为本设计  

UCD 

人机工程学  

Ergonomic 

用户体验  

UX 
服务设计 

Service Design 

适老设计 



不同利益  共同创造 
 

Different shareholders, working together for one innovation 

适老设计的利益相关者 Shareholders of Aging Design 

政府部门/公共服务 

制定和推广政策，进行扶持 

运营维护方、企业、机构、公益组织 

运营及维护，提供服务，组织员工和志愿者，获取资助和运营收益 

直接用户：老人 

间接用户：家人及社区 

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和用户，提供体验测试反馈 

生产方 

产品打样、模具设计、生产制作，收取生产费用 

设计方 

用户研究、产品设计、服务设计，收取委托设计费用 

投资方 

寻找及支持企业、产品和服务，协助完善商业模式，获取收益 



来源：YANG DESIGN设计哲学。    原则：设计在处理高阶需求之前，必须先处理低阶需求。 

适老设计原则 Aging Design Principles 

舒适性 
灵活性 

易学易懂易读 
减轻身体负担 

提供足够的使用空间 
防误操作       安全性 

美观耐看 
简单直观 

公平性，外观上避免医疗化和带来歧视、自卑 
原创外观，避免雷同和抄袭 

避免同质化 
统一、连贯的识别性 

启蒙创新生活方式 
促进沟通和关怀 

为社区/社会产生的价值 
可持续性 

合理的成本和价格 
可靠耐用的质量 

减少浪费 

Manufacture  

生产制造层面设计原则 

User  

使用层面设计原则 

Visual  

视觉层面设计原则 

Brand 

品牌层面设计原则 

Social  

社会层面设计原则 



设计研究工作坊 Design  Research Workshop 

YANG DESIGN组织来自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丹麦Kloding的学生进行了针对老龄用户的设计研究工作坊，涉及可穿戴、城市公
共设施、公共交通工具、运动和出行等方面。 



按使用者划分，在适老产品和服务中出现个人、个体使用和分享的、群体的两种走向。 

使用场景 Design Scenario 

个人的 Individual 

分享的 Shared 



按使用场所划分，在适老产品和服务中出现固定、移动的两种走向。 

使用场景 Design Scenario 

移动的 

Mobile 

固定的 

Fixed 



个人的 Individual 

分享的 Shared 

移动的 

Mobile 

固定的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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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场景 Design Scenario 

我们进一步把适老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使用情景划分为家中、社区、旅游三种。 



家中 Home 

世界上每7个老人中就有1人独居（2005年）。我国空巢和独居老年人近1亿人（2013年），60岁以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人。上海的空巢老人比例高达

50%，北京空巢老人比例为45.6%，武汉的空巢老人比例为48.8%，青岛的空巢老人比例为46.5%，昆明的空巢老人比例为

36.7% 。空巢老人3怕：怕生病、怕封闭、怕遗忘；3盼：盼生活自理、盼社会交流、盼精神支持。 

52.7%的老人希望为家中增加智能安防、门锁、报警器。 

跌倒是我国伤害死亡的第4位原因，而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则为第1位。按通常30%的发生率估算，每年有4000多万老人至少发生1次跌倒。 

全国有75%的老人容易忘记回家的路，走失老人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超过53%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社区居家养老（北京市政协）。目前上海实行的是“9073”养老模式，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
机构养老。 

国家政策：新修订的《老年法》中，提出将老年人的宜居环境作为一项保障权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服务需求，逐步增加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各级
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财政、税费、土地、融资等方面采取措施，鼓励、扶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以新建、改建、租赁等方式兴办养老服务设施。 

77.2%的老年人口有看电视的兴趣爱好，42%的老年人口有读书看报的兴趣爱好，41.3%的老年人口有与人聊天的兴趣爱好，

19.7%的老年人口有逛公园的兴趣爱好，15.5%的老年人口有体育锻炼的兴趣爱好，老年人口对于收藏鉴赏、垂钓、摄影、书法诗画等兴趣爱好的比

例均小于5%（上海，2013）。城镇老年人口对体育锻炼的热情近年来显著也有所下降，而与人沟通的诉求总体来看则略有上升（1998-2013）。 

“教会父母学会上网”成为新版24孝行动标准（2012年）。 

全国50岁以上的老年网购族超130万人。2012年到2013年间，年龄在55岁及以上的网购消费者数量增长了72%（淘宝网，尼尔森）。在全国老年网购族中有

17.4万人是上海人，比排第二名的北京人多出近6万人。 



《2013年中国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食品、日用品、医疗是老年消费群体的三大主要消费需求，同时服装、餐饮、旅游、营养保健、娱乐健身正成为老年消费
群体的新需求点。生活照料（特别是老年助餐、家政服务）、医疗卫生、康复护理和精神文化（文体休闲）是目前市场发展空间大的潜力的领域。 

家政服务。56.8%的老人明确表示会考虑购买上门服务，26.9%的老人则持模糊的态度，他们主要担心门户安全，其次担心上门服务不能满足需要，再次担心上门

服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需求。 

  

医疗服务。62.1%的老人愿意购买上门医疗服务，不愿意购买的原因主要是担心服务不能满足需要，其次是担心服务人员不够专业。 

  

餐饮服务。27.2%的老人对社区食堂有明确需求，他们一餐能够承受的人均消费均值为13.4元，最希望社区食堂能做到荤素搭配和干稀搭配。老年人进食障碍主要

包括咀嚼障碍和吞咽障碍。日本超市里卖得最好的就是老年配餐。 

  

社区活动。老人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包括慢走、读书、种花、旅游、摄影等，但是由于供其活动的场所分布不均衡，老人的需求不能得到完全满足；对于感兴趣的社区活动，

即便是需要收费，老人参与意愿度依然较高，均值可达到41.7%。 

 

 

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乡老年人需要上门诊疗的比例高达54.9%；2013年，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3700万人。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乡老年人中需要康复治疗的比例为36.5%，需要上门护理服务的比例为36.9% 

2011年，中老年人网购舞蹈消费占比几乎为零，到2015年前三季度中老年人消费超过30%，其中购买舞蹈类产品的中老年人深度用户占比超过80%，并在移

动端占比爆发式增长。 

社区 Community 



据调查，中国72%的老年人表示退休后的每月消费在1000元以上，物质方面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对于退休后的生活需求，63%的中老年人希望有更多

的时间能出去旅游，而享受生活的方式是和家人或者同龄人参与运动、旅游、娱乐等活动。接受调查的60%的老年人和儿女住在一起，但是由于子女工作忙，加班多，老年人往
往更渴求同龄人圈层带来的快乐和陪伴。 

我国每年老年旅游人数已经占到全国旅游总人数的20%以上。 

上海，在2009年有200家旅行社开辟了“银发旅游”线路，其中有60多家旅行社专门从事老年旅游事务（2014年的数据） 

国家旅游局《2012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显示，老年人的旅游方式主要有旅行社组织和非旅行社组织两种，其中参加旅行社的比例为11.2%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城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在旅游过程中，41.5%以观光旅游为目的，26.9%探亲访友，21.8%度假休闲娱乐，5%健康疗养，3.1%商务出差（2012） 

 

老年旅游行业的特点（2014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 

1.游览周期长，由于老年人身体体能下降，一般喜欢慢节奏的旅游，花费的时间比常规路线时间更长。 

2.国内游、短线游比重大。老年群体倾向于选择较为传统与安全的陆路交通，近距离旅游要占到整个旅游市场的份额的50%以上。 

3.“候鸟式”异地养老旅游升温。 

 

春节后出游价格为一年中的最低价，节后出游人员中老年人占70%（大庆市政府，2013年）。 

 

旅游 Travel 



产品 

服务 

游戏化 
Gamification 

参与性知识共享 
Interactive Knowledge Sharing 

旅居养老 
Sojoum Pension 

智能+居 
Smart + Home 

设计趋势定位图 Design Trend Matrix 

公共移动娱乐 
SoLoMo Entertainment 

O2O宅配 
O2O Home Delivery 

一人化 
Solo 

个人的 Individual 

分享的 Shared 

移动的 

Mobile 

固定的 

Fixed 

家庭一键通 
One Click Family 

变形驿站 
Transformative Station 

老漂 
Grandchild Watcher 

中国特色 



趋势1. 智能+居 Smart + Home 

智能产品与家居产品结合，在外观上融入家居环境。科技变得隐形，不会让老人对其产生恐惧感。 



YANG DESIGN移康触摸屏门铃系统设计 Door Bell System Design 

52.7%的老人希望为家中增加智能安防、门锁、报警器。（上海，2015年，N=300） 



YANG DESIGN智能家居丁盯门磁设计   Smart Home Security Device Design  
 
为小米生态链企业云丁网络开发的丁盯门磁已上市，获得了A轮超过500万美金融资及 2014年度最具人气智能硬件设备 
http://www.demohour.com/projects/349316 



YANG DESIGN智能家居丁盯门锁系列产品策略研究、产品外观及结构设计    
Smart Home Security Device Collection Product Strategy Study, ID & Structure Design  



趋势1. 智能+居 

德国Future Shape的SensFloor感应地面 



http://www.bift.edu.cn/xwgg/bfxw/39561.htm 

 

定位智能鞋 
“在哪’智能鞋的定位精度可达3米，待机可持续5-7
天，更人性化的是电量低于电池容量的20%时，手机
客户端还会自动报警。每双智能鞋都有自己的二维码，
在手机下载客户端后，扫描鞋子的二维码就能实现手机
与智能鞋的连接。连接之后，无论穿鞋人走到何处，客
户端都可以查询。为了保护隐私，每双鞋都有自己的验
证码，扫描二维码之后还要输入验证码才能正确连接。 
 

 

定位手杖 
富士通推出的这款手杖命名为Cane 2.0，除
了常见的棍子的部分，顶端的手柄设计成了
一个光泽的椭圆体，高科技内容就藏着这个
里面。在其手柄里内置了传感器和电池，支
持3G网络、Wi-Fi、蓝牙、GPS，此外还有
一个心率监视器。 
 
 

趋势1. 智能+居 

定位智能代步车 
发联科技结合了市场上传统产品（电动轮椅）
并将其通过自主研发的falisys平台相结合。通
过对于行动不便群体使用代步工具所获得的用
户信息、产品信息以及场景信息转化为对用户
主动请求的相应、对状态数据的分析以及对预
设时间的处理三种模式。将传统硬件产品转变
成为行动不便群体提供服务的入口。使用粘度
高于目前所有的可穿戴设备。 

 

定位电筒 
中国移动公司推出了一款“找TA智能定位电
筒”的产品。当老人遇到迷路、身体不适等
紧急情况，他们能通过SOS键发送求助信
号，亲友也可个性化定制老人的安全活动范
围，如果老人超越了活动范围也可手机短信
提醒。 
 
 
 



趋势1. 智能+居 
YANG DESIGN Cassia智能管家路由器及老人防跌倒设备用户研究及设计  
智能管家和倒呼叫器和智能管家是一款面向老年人使用的智能硬件套装。其中由YANG DESIGN设计的智能管家外观采用了半透明磨砂塑料，将里层主体“悬浮”起来，外形犹如灯具一样和家居环境融为一体，能
够从市场上黑盒子一样的路由器中脱颖而出。 

跌倒是我国伤害死亡的第4位原因，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为第1位。 



YANG DESIGN Cassia智能家居系统路由器及老人防跌倒设备用户研究及设计  

Cassia Smart Home Device Router & Senior Fall Detector User Study and Design 
 

Cassia跌倒呼救器是专为老人、残疾人等人群设计，具有跌倒呼救、跌倒定位等功能的智能设备。当用户跌倒时，在一定时间内自动报警或按下按键发出呼救，从而得到家人及时救
助，避免生命危险。 
Cassia Personal safety sensor is specialized designed for the elderly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t is an intelligent device to help the users to ask for call or position 
where they fall.When the user falls, the sensor can automatically make an alarm to call the family to come and rescue the user from the life danger.  



想家宝 
65 岁以上老人中，超过 70%不会使用视频软件与家人视频通话。本项目是针对这样技术现状所发明和设计的一种老幼陪护智能硬件高科技产品。首创把闲置手
机变成“一键视频聊天工具”，帮助老人随时和家人视频通话，一键见儿女，解决异地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的陪伴和看护难题。 

趋势2. 家庭一键通 One Click Family 

以同时适合老人和年轻人的简单、便捷形式，增强空巢老人、家庭成员、亲友之间的远程沟通。 







趋势2. 家庭一键通  

如意桌面 
如意桌面创新点包括：1）、屏布局随心切换2）联系人三笔定位；3）来去电大字封面；4）桌面联系人；5）SOS紧急求助；6）智能语音报读系统；7）远程应用管理和设置；8）锁屏侧键功能；9）新闻资讯
快速获取；10）桌面快速定制化；11）百事通365快捷工具。 



趋势2. 家庭一键通  

树说家语 
中国第一个以家为核心，记录并分享生活亮点的亲人社交圈，帮助老百姓更好地用记录下生活中的精彩瞬
间，用记录的方式陪伴，用点赞方式嘉许和感激，用中国式沟通解决代沟问题，用跨越时间的力量传承爱
和家风。 

用户关注everlive的微信公众号“树说家语”后，根据微信提示进行记录，无论是语音、文字、视频还是图
片，平台都会在记录完成后自动生成一篇文章，并同步到网站的个人账号上。用户可以自己珍藏，也可以
转发到微博、微信与朋友分享，实现每个人都能成为公众号的愿望。 

57.5%的上海受访老人希望通过电话与子女保持联络，而微信为

39.2%，微信已成为老人和子女之间第二位的沟通方式。 



趋势2. 图形化简报 Inforgraphic 

针对老人视力下降、自我量化、个人情况数据跟踪和家人快速分享即时信息的需求，以图形、图表化的形式提供简报，最终
改善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e伴 
e伴是世界第一个老人行为识别及亲情关爱服务系统。e伴基于人体行为识别、人体感知等自有发明专利技术，以傻瓜式的智能硬件（老人行为记录仪）和人性化的手机软件（APP、微信公众服务号）为工具，通
过远程亲情关爱服务，融合游戏、社交等手段，替忙碌的儿女照看老人的行为状态，督促老人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让儿女省心、省事。动作行为识别准确率在97%以上。e伴是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家能够提
供行为数据分析、解读并以此实施开展亲情关爱服务的企业。 



趋势3. 游戏化 Gamification 

通过低体能要求的趣味游戏，锻炼老人的心智和动手能力，延缓或减少失智带来的痛楚。 



趋势4. 变形驿站 Transformative Station 

在途中和家中为老人提供临时的助力和休息，减轻身体负担，同时避免拐杖等物件带来的羞耻感。 



http://www.vanchn.com/index.php/module/action/param1/plugins/widgets/faxincat/images/statics/script/themes/fanxin/images/?product-
3323.html 

趋势4. 变形驿站 

步进式手杖 
阶梯式设计，低阶扶手可以在老人坐姿状态起身时提供支撑帮助，高阶扶手适合一般行走时使用，两用的设计贴心十足。 



趋势5. 一人化 Solo 

针对老人臂力减少、控制力下降的情况，在独居、自理和单手操作的情景下提供便利的设计，在使用过程中减少错误和因别
人帮助和依赖所带来的自卑感，提高使用效率、成就感和尊严。 



趋势5. 一人化 

防手抖进食餐具 



YANG DESIGN 城市的可续行与移动的可能性 Urban Mobility & Sustainability 



YANG DESIGN 城市的可续行与移动的可能性 Urban Mobility & Sustainability 



YANG DESIGN 城市的可续行与移动的可能性 Urban Mobility & Sustainability 



趋势6. 老漂 

减少弯腰的易取放冰箱 
在 NR-JD5100V 冰箱的设计中，常被取出的蔬菜格子被设置在了冰箱的下部，并实现了 100% 的抽屉拉出，放取都很方便，人性化設計，常用来取水的格子经过试验被设置在离地 88 厘米的位置，取物时更加
方便，减少了弯腰的动作。设置专门的格子来储存鱼类和大肉块，温度设置为 3℃，这样会保证肉质的鲜美。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A1MTgwMA==&mid=206530265&idx=1&sn=1b9a7fd04efbae0accbaf2c1208f0890#rd 



趋势6. 老漂 Design Trend 



趋势6. 老漂 

淘亲家 
淘亲家手机App致力于解决老人为子女相亲难的痛点，以此为出发点带动老人与家庭、老人与老人之间
的社交互动，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通公司在养老产业的上下游链，为广大中老年人提供更大的舞台
和更贴心的服务。 



趋势7. O2O宅配 

陪爸妈 
“陪爸妈”在养老陪护方面，采用“邻里守望”的制度，利用移动互联网O2O模式，集中
集合社区附近的年轻人、低龄老人、专业人士，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便捷的上门服务，为
忙于事业的白领提供家长身心健康状态管理。同时，为保障“爸妈’们的居家舒适、营养
保健、心理需求，为老人提供与他们的身体状况、兴趣爱好相适应的各类活动，丰富爸妈
们的日常生活。 
服务周期：1.每周上门1次常态化监测——上门轻陪护（长期管理用户健康状况）；2.每月
一份健康检测报告（根据检测数据，社区医生每月提供轻问诊）。 



乐耆 白首印象 
乐耆目前主要的服务领域在于社区养老，即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及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同时，对于居家养老的老年人也有开展服务，对于社区老年活动室、特殊需求老人（如
丧偶独居老人、失能老人及其照护者）均开展了相应的服务。项目关注到了一个比较敏
感、不易介入的群体：丧偶老人，很多社会组织或民间团体都还未涉及这一领域。形式
包括同辈互助计划、温馨亲子计划、生命故事记录、绘画艺术沙龙、岁月画展。 

趋势8. 参与性知识共享  
Interactive Knowledge Sharing 

呼应退而不休的精神性需求，为老人打造免费或费用较低的知识
共享平台，培养健康娱乐、养生锻炼、鉴赏等多元化兴趣爱好，
以双向交流的形式增加参与感和社交互动。 



趋势8. 参与性知识共享 

为老无障碍电影 
为老无障碍电影项目是在原创电影的基础上，增加故事画面旁白、采用专业设备制作的、专供老年视力障碍者欣赏的电
影。对影片的画面、内容、人物和意思等方面，加上必要的解说，让有视力障碍的老年人，借助这些解说能“听”懂电
影。为老无障碍电影服务云计划 就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信息通讯技术，将无障碍电影资源打包上云端，实现为目标群
体提供的公共电影文化的云应用。 



复乐园 

趋势9. 公共移动娱乐  SoLoMo Entertainment 

在移动、公共场所为老人提供包括共享音频和视频的健康娱乐方式，但是最低化对他人的影响。 



趋势9. 公共移动娱乐 

卡布奇诺老人手机 
适合老年人、简单易用的智能手机。基于对老年人需求的深度理解、量身订制软件和硬件，大屏幕、大电池、大声音、大图标、大字体。
手机里的卡布看护、一键救助等功能可以为老人的出行保驾护航。做好配套和公益服务，组织各种活动教会老人使用手机，使用微信，
解决他们想学没人教的烦恼。 



趋势10. 旅居养老 Sojoum Pension 

OPPORTUNITY ：汽车内部空间的扩展，满足旅途置物需
求，汽车成为老年人代步工具，更方便于往来不同的城
际，为配合日益增多的老年人用户所做的相应设计改善。 

1. 置信·康嘉逸居所倡导“快乐旅居，全国换住”模式，提供给了中
老年人一种融于社会、被关爱被尊重的快乐健康的生活方式，符合
人的更高发展需求。 

2. 近日途家网发起了针对老人出行家庭游的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凡有
老人构成的家庭游客享受整体八折优惠，70岁以上老人，肢残单独
乘车免费 

3. 各大房产也已纷纷下水开始打造养老地产这种新型的“社区养老”
模式。 

 
 

 

跨界集合“房地产+旅游+养老”的复合型养老度假基地，以家庭为单位的短途短期旅游，符合新时期养老对精神享受的更
高要求，带动了家庭旅游、养生旅游、候鸟式养老、居家养老需求的持续增长。 



趋势10. 旅居养老 

挪威机场酒店  
Scandic Gardermoen Oslo Airport hotel 



YANG DESIGN 上海迪士尼度假园区公共设施设计 Shanghai Disney Public Facilit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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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DESIGN 上海迪士尼度假园区公共设施设计 Shanghai Disney Public Facility Design 



YANG DESIGN 宁波三江六岸信息导向及游乐设施设计 



• 适老设计的7个交叉学科包括通用设计、包容性设计、无障碍设计、以人为本设计、用户

体验、服务设计、人机工程学。 
 

• 适老设计的10个利益相关者包括老人（直接用户）、家人及社区（间接用户）、政府部

门/公共服务、运营维护方、企业、机构、公益组织、生产方、设计方、投资方。 
 

• 我们可以从生产层面、用户使用层面、视觉层面、品牌层面、社会层面等5个方面来应用

适老设计的原则。 
 

• 基于家中、社区、旅游3个关键使用场景，YANG DESIGN预测可应用于中国市场的10
个适老设计趋势，包括智能+居、家庭一键通、游戏化、一人化、变形驿站、O2O宅配、
老漂、公共移动娱乐、参与性知识共享、旅居养老。 

总结 Take-aways 



YANG DESIGN（杨设计顾问）为中国前瞻思维的设计顾问公司，也是中国囊获包括德国红点、iF、日本G-Mark、美国IDEA在内全球四大设计奖项的顾问机构，
至今累计获得了八十多项设计大奖。 

下设YANG DESIGN设计策略研究所、CMF与趋势研究实验室、用户体验与服务设计实验室、工业设计博物馆及新手工艺研究院等多个专业研究机构，总部位
于上海。 

YANG DESIGN提供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品牌战略、数字营销、设计策略、工业设计、信息交互、公共与服务设计等设计咨询业务，涉及领域包含智能家居、
消费电子、交通工具、时尚快消、教育金融、建筑地产等行业，为全球众多领先品牌实现了创新的社会与商业价值。如绿色和平、壹基金、波音、奥迪、通用、
西门子、三星、飞利浦、ABB、斯沃琪、杜邦、Herman Miller、施耐德、日立、英菲尼迪、联想、海尔、华为、万科、SOHO等。其中为波音所做的研究与服
务设计提升了效率和体验；为万科设计的公共与服务系统助力智慧城市的创建；为壹基金所做的系列公益项目实现了创新的社会价值；为数个智能硬件团队所
设计的产品项目获得了上千万美金的融资。 

作者介绍 About Author 

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成立于2010年1月，是由市民政局主管的民非组织，主要负责上海市“科技助老”行动的具体协调、组织和实施工作。 

科技助老中心的宗旨是帮助老年人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技能，提高老年人的科学素养。工作思路包括开展科技助老培训，普及科学知识，提高老年人的科
技技能；整合各方资源，搭建科技助老应用平台，举办各类活动，通过平台和活动让科技能够惠泽老年人；为上海的老龄工作和新媒体应用做好参谋；实践
NGO组织的自我发展，并孵化科技项目为老年人造福，为年轻人提供新的工作岗位；开展科技助老志愿者工作。 

中心旗下拥有“老小孩网站”“老小孩大学堂”“老小孩旅游”等涉老领域知名品牌业务，其中老小孩网站成立于2000年8月，目前注册用户超过3万，日均PV

超过15万，为国内知名的老年社交和生活服务网站，在全国拥有近10个老年网友联谊会，会员遍布全国。老小孩大学堂为培训机构，已培训超过5万名老年人
掌握电脑和科技知识，出版两套共10本教育书籍，在老年电脑教育领域享有声誉。老小孩旅游自2010年第四季度开展以来，已推出线路十数条，出行老年人超
过千人，因其精选的国内外线路、细致入微的服务、浓郁的文化和团队氛围、网上网下紧密结合等特色，深受老年人欢迎，至今0事故0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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