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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目前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虽然在质量和数量方面，我国的养老院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完善，但是仍然有大多数的老人不愿离开自

己的家而选择去养老院安享晚年。因此，随着科学技术、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家

居的居家养老模式逐渐受到了广泛关注。将智能科学技术应用在居家养老中，能够实现养老模式的创新发

展。因此，本文主要基于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展开研究，希望能促进我国养老领域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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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has now entered the population aging society, and the pension problem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lthough in term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China's 
nursing home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improvement, but there are still most elderly people who do not want 
to leave their own homes and choose to go to the nursing homes to enjoy their old age. Therefo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home care model of smart home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home care can realiz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mode.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smart home home care model, hoping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elderly 
ca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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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数据结果显示，当前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18.7%，其中 654 岁及

以上的人口为 19064 万人，站全国总人口比重为

13.5%。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且老年

人均存在不同程度身心功能障碍，但是仅有 30%的老

年人能够得到相关的康复服务。根据专家的相关的预

测，我国到 2050 年左右，老龄人口会增加到全国总

人口的三分之一的规模，人口老龄化趋势已经逐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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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因此，“如何打造适宜老年人口居住的智能家居

环境、保障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一度成为社会热点。

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主要是在家庭住宅的基础

上通过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综合布线

技术以及音频视频技术等先进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打

造居家养老的智慧化平台，能够将康复工程改造技术

应用到居家养老中，实现家居设施管理系统和老人健

康管理系统的融合，为老人提供智能化的养老需求，

提升居家养老的舒适性、便利性和科学性以及智能化

水平。 
1 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的原理和研究意义 
1.1 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的原理 
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主要是在智能化技术

和设备的基础上，为居家的老人提供应有的安全保障

和服务。通过在家居中安装智能化的传感器，就能够

实现对老人的远程实时看护，也可以运用视频音频技

术来促进子女和老人之间的交流。此外，智能家居的

居家养老模式还包括了智能报警系统，能够在老人遭

遇突发状况的过程中及时进行报警，避免引起更大的

事故。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的原理就是利用智能

化的科学技术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子女对老人的照

看，减少老人子女的家庭养老负担，同时又能够在工

作之余对家中老人的日常生活时刻关注。 
1.2 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的研究意义 
智能化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养老

模式有巨大的优势。它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解决子女

在照顾老人过程中的约束，并且能够了有效利用互联

网的技术优势来提升老人在家养老的健康保障情况。

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升级和优

化，能够将子女从老人身边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

来处理自己的事情。并且能够帮助子女及时对老人在

家中的情况进行了解，使传统养老模式和当前社会发

现需要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解决，实现高质量的居家

养老体验。 
2 基于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研究 
2.1 智能社区服务模式 
智能化的社区服务能够为居家养老提供相应的

保障，其主要是能够将社区服务通过智能化信息系统

下沉到每家每户中，包括了为老人送餐、打扫卫生、

医疗陪护等众多的生活服务。社区服务的智能模块首

先要对社区中老人的详细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针对

老人的身体情况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将老人的基本

信息输入网络系统中，借助互联网技术来对老人的情

况进行分类处理[1]。这样就能够实现智能化的服务，

增强社区养老服务的精细化，减少了对老人的监控成

本，增加对居家养老的老人的陪护，有效减少老人的

孤独感和独自在家发生意外的概率。 
2.2 智能定位模式 
在居家养老模式中，考虑到老人的外出的实际情

况，需要对老人的户外的位置进行及时的追踪和确定。

因此，可以将智能化的追踪设备让老人随身携带，这

样就能够对老人外出的运动轨迹和位置进行追踪，家

人和社区可以通过系统及时对老人的运动轨迹进行

掌握，能够有效避免老人外出发生走失或者迷路的情

况。万一发生走失或者迷路的情况，利用智能化设备

能够及时和老人的子女或者社区派出所进行联系，减

少老人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 
2.3 智能购物模式 
基于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中，可以为老人提

供智能购物的服务。老人行动不便或者担心外出遇到

危险，或者是恶劣天气下不方便出门等情况，在智能

家居中可以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智能化的购物服

务。在系统中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周边商超的商品

信息，老人可以根据生活需要通过打电话或者在线下

单的方式来进行购物，减少了老人外出的风险。并且

智能家居可以通过和社区的智慧化系统进行连接，社

区和周边的商超进行合作，尽可能地满足居家老人的

购物需求，并且提供贴心的送货上门服务，这样就能

够既满足了老人的购物需求，有能够减少老人发生意

外的概率。 
2.4 智能医疗模式 
智能家居的居家模式可以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

供基础的医疗健康服务，通过智能家居系统，建立老

人的个人健康档案，然后为老人提供定期的体检，并

且记录老人的体检信息，然后对老人的体检信息进行

分析，及时掌握老人的身体健康的变化。智能化平台

可以根据分析的状况建议老人改善生活习惯或者饮

食习惯等，如果需要就医，智能化平台可以向社区或

者老人的家人发送信息进行提醒，从而及时对老人的

健康进行关注。智能医疗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了老人在独居过程中突发疾病的情况。并且能够为老

人提供及时的医疗健康服务，减少老人的病情拖延或

者没有及时察觉的情况发生。 
2.5 智能化精神抚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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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长时间确实子女陪伴的情况下，会产生孤

独的心理。因此，智能家居可以为老人提供心理和精

神上的抚慰，使老人能够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关心。

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下可以将独居的老人聚集

起来，并且为其提供心理上的抚慰，提供娱乐化的场

所。这样就能够丰富老人的日常生活，使老人能够有

正常的社会交流和活动，能够让老人心情感到愉悦，

有助于老人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提升居家养老

的质量。 
3 智能家居的室内设计优化 
3.1 起居室的智能化设计 
在考虑到老人居家养老的因素后，对于起居室的

智能化的设计不仅要满足住户对舒适性和装饰性的

需求，还需要对居家养老的老人的日常养老需求进行

满足。因此，在设计的过程中，在智能家居中要安装

触控式的场景面板，能够使老人方便对室内灯光和窗

户窗帘的控制。灯光可以根据老人生活习惯来进行调

整。并且在家居中设置亮度感应器，系统就能够根据

自然光线的强度来对室内的灯光进行调整，使得室内

的光线能够保持在舒适的范围之内，减少老人在家不

必要的操作，提升老人在家养老的舒适度[2]。 
3.2 卧室的智能化设计 
卧室是老人在家最常用的空间，因此在对卧室进

行设计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卧室温度和湿度的智能化

控制。并且增加紧急呼叫系统，在卧室内安装红外感

应装置，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红外感应装置没有感应到

老人的活动，紧急呼叫系统就会在第一时间内联系老

人的子女或者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然后工作人员就

会及时上门进行探视，避免老人在家出现意外而没有

及时发现的情况出现[3]。 
3.3 厨房的智能化设计 
在对厨房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及时考虑到居家

养老的老人的行动不便或者记忆力减退等情况，因此

在做饭的过程中会容易出现危险。比如做完饭忘记关

掉煤气或者天然气，忘记关灯，忘记正在烧开水等情

况[4]。因此，在对厨房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及时对厨房

的光源开关和触控控制系统进行连接，在厨房中安装

一氧化碳报警器，并且实现对厨房天然气或者煤气实

现自动化的控制，在空气中一氧化碳超标时及时切断

煤气或者天然气阀门，避免发生爆炸。将房屋内的灯

光系统和报警系统连接，一旦出发大报警器，要将房

间内所有的灯光全部打开，方便后续的施救[5]。 

3.4 卫生间智能化设计 
由于老人的身体行动比较迟缓，因此在设计卫生

间时需要考虑老人使用的安全性。在卫生间安装智能

感应水龙头，能够起到节约用水，也能够避免老人忘

记关掉水龙头的情况。在卫生间的地面上要进行防滑

处理，并且要在卫生间安装防护设施和紧急呼救按钮，

方便老人在卫生间遭到意外之后及时进行救助。安装

智能马桶，在使用后能够自动进行清洗、烘干，方便

家中老人的使用[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当前智能化、信息化系统的不断

发展，应用到居家养老领域中已经是发展的趋势。因

此，在智能家居的居家养老模式的研究过程中，要加

强智能化设备在养老领域中的应用。结合先进的智能

化技术打造智能家居系统和环境，促进居家养老的智

能化，为老年人提供舒适、方便的居家养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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