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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保健和长期护理政策，为快速老龄化做准备

株式会社日本综合研究所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摘要>

相较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国家，中国老龄化最大的特点是发展速度极快,需要应对快

速增加的护理需求。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护理保险试点,现阶段的重点是社会资源建设以

满足护理需求,在硬件设施的建设一定程度满足后,今后肯定会过渡到以预防为重点的政策建设。

护理预防最重要的是关注老年人的疾病和健康状况,以防止病情恶化和复发。

增进健康预防非常重要。以健康人为对象，扩大对象范围，着眼于健康增进的政策措施性

价比高且易推广。与之相对，着眼于疾病和健康状况的应对，在医疗和护理的各个领域都有许

多数据和经验,因为是针对要护理的高风险人群,因此即使有限的资源也容易达到预期效果。有

既往症的老年人比没有既往症的老年人更容易感染疾病,从公共卫生和护理预防的角度来看，

健康增进被认为是有效的方法。

日本的护理预防目前以区域为单位运作,在比较先进的地区,行政机关更关注高风险老年人

的早期预防服务导入。结果表明,这样的地区要护理的老年人口比例较小。但是,因为各地区的

实施方法存在差异,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如果借鉴日本经验来应对中国未来的老龄化,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主导抑制护理需求的增

长，同时不仅给老年人提供公共服务,还要提供基于市场行为的健康服务，特别是根据老年人

的疾病和健康状况提供个人定制的健康管理服务。

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举措,我们建议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引入与健康体检相结合的个人

健康管理服务,二是建立起健康服务提供商与医疗机构之间的综合研究体制,以验证预防的效果,

三是需要建立激励措施以鼓励老年人利用相关服务。

如果本文能够为中国在建设医疗保健和护理政策制度方面给与参考,为中国未来的快速老

龄化做准备,我将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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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应对中国的老龄化发展速度很重要)

众所周知,全球老龄化正在发展。(图表 1)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发展最快的国家,截至 2015年,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例)为 26.6%。日本老龄化的特点是长寿和快速老龄化。首先,由于医疗系统的整备和健康增进

的努力,日本的平均寿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随着老年人健康长寿,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

不断增加。其次,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随着长寿和婴儿潮一代(日文称“团块世代”)的老龄化,

日本的老龄化率从 1980年代到 2010年迅速增加。

图表 1各国老龄化趋势1

在日本成为 21世纪初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前, 欧洲国家早已经进入老龄化社

会,截至 2015年，老龄化率已达到约 20%,预计未来将继续上升，但与日本相比,这一变化比较

缓慢。

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与这些国家的情况不同。截至 2015年,这些东亚

1 总务省统计局“人口普查” 、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的未来推算人口” 以及 United Nations “世界人口

统计:2019修订”，均以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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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老龄化率仍在 10~13%左右,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预计未来 20年将达到世界最

高水平。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更应该关注老龄化发展的速度。实际上,比较一下老龄化率从 7%

到 14%的“倍增速度”,很明显东亚国家的老龄化发展速度比欧洲快。(图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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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老龄化比率倍增 (7%→14%) 速度的比较2

中国的老龄化因其人口规模会产生巨大的护理需求。十三五规划(2016年至 2020年)期间，

开始了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 试点基于地区(原则上以市为单位)不同的情况，进行制度设计和

运营管理。从 2000年导入护理保险制度的日本的经验可以看出,护理服务的区域性特征明显，

服务内容因地区特征而异,因此每个地区的需求不同。由于服务内容及各种服务的组合形式因

地而异,因此在考虑区域特征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和运营才有意义。

也就是说,作为应对巨大需求的政策,不只需要全国统一的、一元化的制度建设，而是在考

虑区域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和运营，掌握和评估地区的运营情况,并向每个地区反馈情

况，这样多元化的方法是合理的。

在每个地区的机构设置和运营中,我们应该关注其老龄化的发展速度。由于开发能够承受

医疗和护理需求的社会服务资源需要时间,从为开发服务资源争取时间的角度看，重视发展速

度才是有效的。

(下一阶段:从注重设施数量向重视预防的方向转变)

2 国家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所 “人口统计资料集” (2019年)
1950年前:联合国“人口与经济与社会成就的谈判” (Population Studies , No.26 , 1956) , “Demographic Yearbook” ,
1950年后：UN “世界人口统计:2017修订”但是,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人口普查” 、“人口推算”而定。1950年以前根据

已知年度数据进行插值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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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中国未来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中国政府通过包括 1996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等各种规划，为实现从家庭护理向利用社会服务护理转变,持续推进护理服务资源整备和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虽然有迹象表明还不能满足未来预期的需求,在短时间内动员民营企业一起参

与服务设施的储备，以应对庞大的护理需求，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地方。

社会服务资源的储备不仅在护理方面,在医疗和健康服务方面也在同时推进。“健康中国

2030”3显示：在完善医疗体制的同时，为实现“小康社会”，积极推进健康管理中心和健康服

务业的发展,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进展。“健康中国 2030”是项综合的全面的政策,不仅强调

基础设施建设,还强调预防,强调通过体检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疾病,特别是老年人慢性疾病的

疗养方面,提倡改变生活方式和充实健康服务行业。“健康中国 2030”这一政策的特点是不仅仅

停留在针对医疗系统建设，从此也可以看出政府的政策在从以数量提升为主的阶段过渡到运营

管理阶段的趋势。同样,护理服务在重视设备等硬件储备阶段之后，也会转向重视预防及运营

管理阶段。

回顾日本的护理政策,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从数量储备转向运营管理了。在日本, 为满足随着

老龄化快速发展而增加的护理需求，推进面向老年人的服务资源储备，1994年制定了“新黄

金计划”。该计划最终改版为“黄金方案 21”,并促成了后来的护理保险制度的出台。在出台护

理保险制度,服务资源储备告一段落之后,人们开始追求更有效的护理体制，因此在 2006年开始

导入护理预防福利4。此后,从 2012年开始,政策方向发生变化，重点旨在建立“区域综合护理

系统”。5 到 2018年,护理预防服务从全国统一福利转移到以所在区域为单位的服务。

回顾日本的护理政策,最初的目标是护理“社会化”,重点是增加针对老年人服务的数量,

随着设施服务建设的普及,政策的重点转向预防,确保服务质量改善等方向。近年来,为了确保制

度的可持续性,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了重视运营管理，从基于护理保险福利的护理服务,到基于区

域互助的志愿活动以及市场服务等各种服务的组合。此外，最近的讨论还表明，为了有效地实

现护理预防，将一体化实施护理预防和健康增进措施，从而延缓老年人进入要护理状态的时间。

在社会资源储备阶段,优先为护理需求程度高的人提供护理和医疗服务是毋庸置疑的，实

3 2016年 10月发表
4 2005年修订, 2006年实施
5 2012年实施的护理保险制度的修订反映了“区域综合护理系统”的理念,该理念由区域综合护理研究小组 (2009年 3月) 提

出。 《地区综合护理研究会报告书~为今后研究的论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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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 从中国护理保险试点来看,有很多是针对护理需求程度高的人的护理体制的事例。将必要

性的护理服务作为第一阶段的方针是恰当的。

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延长人们的健康寿命、提高生活质量、以及确保制度的可持

续性为目标，政策重点肯定会转移到重视预防管理上，从现在起，有必要不失时机地进行这方

面的准备。

2.中国城市老年人健康与护理现状

(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在死亡原因中的比例增加)

就中国城市居民的死亡原因来看,恶性肿瘤(癌)最多,占全体的 26.5%,其次是心脏病占

23.4%、脑血管疾病占 20.9%、呼吸系统疾病占 11.1%。(图表 3)

除恶性肿瘤外,都是来自生活习惯的疾病。其中,近年心脏病的比例正在增加，到 2000年初

脑血管疾病一直是造成死亡的首要原因，2008年开始则让位给心脏病。该统计数据包含了所

有年龄阶段的死亡原因,但这些疾病都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由此可以推测老年人死亡原因也不

尽相同。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活习惯由来的疾病，可以通过有效的措施预防其重症

化和复发。

实际上,痴呆症是日本需要护理中最常见的疾病,其次是脑血管疾病、生活不活跃症。从日

本开始运用护理保险制度直到近年, 脑血管疾病作为导致要护理状态的原因超过了痴呆症。心

脏疾病本身很难被视为需要护理的疾病,但因心脏疾病导致活动受限，生活不活跃,从而造成需

要护理的状态,因此不能说与护理无关。

换句话说，对于疾病的预防是必要的；但对于有病史的人,根据其疾病状况来开展护理的

话,很有可能可以大大抑制未来护理需求的增长。

图表 3城市居民死亡原因的主要疾病比例6

6 中国统计 2017 “证书城市地区的死亡概率 (2017)” *) Data in this table are results from the 605 monitoring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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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地区,使用市场服务的护理已经开始)

那么,谁来负责护理?

从全球来看,根据国家的不同，对护理服务提供体系的想法也存在差异。例如：日本的护

理服务是作为公共服务的一环由政府主导服务资源的储备，而有些国家将公共服务保留在最低

限度，促使消费者自己采购市场服务。此外,为提供合理的福利，各国政府采用的方法也是千

差万别的，有些国家提供实际服务，有些国家采用为利用者支付现金的方法。哪种方法更好？

这取决于该国的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家庭护理等非正式服务提供的实际状况、以及从

事医疗保健和护理服务的劳动力水平及工资水平。

在日本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前,家庭是主要的护理提供者,制度的设计有意将家庭“看不见的

劳动”社会化。但是,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地区确保护理从业人员的方法来看,已经有一

定数量的人从市场上找到家政服务并以此搭建了护理所需的体制，中国没有必要选择像日本护

理保险制度那样完全以公共服务的形式提供护理服务,加速充实基于市场导向的服务更符合当

前中国的国情。

根据世卫组织报告7,在中国的城市地区,承担护理任务的，除了家庭成员以外,还倾向于与家

政公司签订合同，让家政人员提供服务。然而,这项调查中的付费护理人员不是专业的护理人

员,而是相对便宜的家政服务员工。因此,实际情况是提供日常生活中的护理而不是高度专业化

的护理。(图表 4)

7 WHO “纪元与健康的世界报告”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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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以前都是由家庭成员承担护理任务,但现在，在城市地区,一部分家庭通过利用

家政服务分担部分的护理工作。

图表 4护理人员以及护理能力确保方法的国际比较 (%)8

像日本这样,要护理的老年人口多于能够提供护理的家庭成员数的社会,仅仅依靠家庭成员

难以确保必要的护理。因此,重要的是将护理作为一种市场服务提供以便于利用,而不仅停留在

由家庭成员提供护理。特别是在针对高质量和个人偏好定制的服务内容方面 (兴趣及业余时间

的支援、外出休闲、高品质的饮食服务、生活设计及资产管理的建议等) ,可以通过竞争促进服

务的更好创新。

事实上,从实施护理保险试点地区的制度设计看,在许多情况下,护理保险仅限于为重度人

员提供基本服务,超过该范围的护理采用从市场采购服务的形式。由于仍处于开始阶段,目前服

务的数量和质量不一定足够,但期待未来会有更多样化的服务。

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护理预防的服务是一个问题。在日本，随着护理保险制度的发

展,制度设计朝着重视预防过渡，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制度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兼容不可或缺。

为了实现这种转变,有必要开发护理预防服务。

对于护理预防服务,可以根据个人生活方式进行多样性选择,例如有助于预防生活不活跃的

8 Mayton R , Guerra M , Huang Y , Sosa AL , Uwakwe R , Acosta I , et al。探索未来生活中的 economic和社交效应:10/66 research
group INDEP研究协议。 Springerplus. 2014;3 (1)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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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体育,饮食和营养建议,健康管理的日常记录和分析应用等。提供服务的运营商需要根据

个人偏好提供专业的服务。服务内容与卧床不起的人需要医疗护理和移动身体的重度护理完全

不同。

要抓住城市地区开始利用基于市场的护理服务的机会，为向重视预防的制度转变做准备，

有必要着手开发和推进护理预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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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老年人健康增进与护理预防的现状

(日本护理保险制度的变迁及向重视预防的转变)

2000 年开始的护理保险制度将由家庭承担的护理转变为社会化,在早期阶段首先开发了

“护理、支持”型服务，日常照顾要护理的老年人的服务得到了提升。在那之后,护理保险转

向强调预防,不仅护理保险制度，还有其他的制度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区域为单位的护理体制,

也就是向“区域综合护理体制”方向发展。

老年人医疗保健和护理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提高老年人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并保护其尊严，绝

不是停留在解决老年人的困难,并给与援助。

由于衰老和疾病的原因，老年人极少参与社会活动,日常生活行为(IADL/ADL)可以做的事

情也逐渐减少。因此,仅仅提供必要的援助来保护尊严是不够的。相反,重要的是增加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可以做的事情，通过康复和环境改善来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护理和医疗的情况。

例如,在康复和环境改善方面,不仅给老人提供诸如站立、行走、排泄和沐浴等 ADL(日常

生活动作)训练等服务,安装帮助老人完成这些行为的扶手和斜坡等；还有帮助老人熟悉智能手

机操作、自己准备和收拾三餐等侧重于 IADL(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的生活期康复等，也非常

重要。此外,根据老年人的状况随时审查其生活用品,必要时导入药物支持机器人,目的是保证老

年人即使认知功能下降也不会忘记服药。

减少严重和复发风险的护理预防包括基本护理和基于疾病状况所需要的护理。前者使用可

穿戴设备和传感器，将他们的日常活动、呼吸、血压、体重等可视化,用于烹饪支持,餐饮送货

上门,以支持其从饮食中摄取必要和充分的营养和水分。同时还可以提供睡眠数据跟踪和卧具

建议等服务，以提高睡眠质量。

作为厚生劳动省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日本综合研究所正在进行疾病组护理预防管理标准化

制定工作。这个研究系统地总结了预防老年人疾病加重和复发所需的基本护理和基于疾病状况

的护理,到目前为止,主要针对有心脏病,脑血管疾病,骨折和阿尔茨海默型痴呆这类老人的护理

内容。在这项研究中,利用了自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以来 20年多年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数据，可

以说在标准化制定体现了护理预防的真知灼见。

然而,在日本能够提供这样基于实践经验的护理预防服务的地区比较少。作为以预防为目

的的护理,很多服务内容并不包含在公共服务涵盖的对象范围内,而是作为自我护理的一部分，

期待个人的努力。如果自己做不到,就有必要由家庭提供或自行购买服务。因此,如果市民对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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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预防不敢兴趣和意识比较低,就不会利用这样的服务。

(以预防为重点的措施可期待的效果)

在重视预防措施的地区,作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护理预防服务的一环,通常会委托民间企业提

供护理预防服务,行政机关在筛查测试中找出护理预防风险高的老人，为这些老人提供免费或

低成本的护理预防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政府主导护理预防服务的普及,特别是初次利用,不仅可

以为高风险人群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增加利用护理预防服务的人数,对提高居民整体的关注度

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有成果显示：护理预防服务可以起到抑制要护理认证率(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在老年人口中

的比例)的效果。例如,日本综合研究所调研分析的一个东京郊区人口不到 10万人居住区的统计

数据显示,自 2008年护理预防服务普及以来,按年龄组划分要护理认证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特

别是,在 80岁以上的年龄组中,实现了最多约 10个点的下降。该地区的要护理认证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图表 5)

图表 5实施护理预防措施的地区的分年龄组要护理认证率推移9

※分年龄组要护理认证率作为政策指标的意义,请参照后述解释

在该地区，主要实施的举措有以下三点。

首先,对该地区所有老年人实施健康调查。我们每年对该地区 1/3的老年人进行健康调查,

以便我们能够在 3年内调查所有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分析整个地区的健康问题并找出高危人群。

9 日本综合研究所 「2013年度以增进老人保健健康等事业为目的的居家服务合理化、提高服务质量及强化保险者功能的调查

研究事业报告书」 (2014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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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调查是 8页左右的问卷调查,对于回答困难的老年人,采取家人和专门人员问答形式采

集信息。调查项目由确定预防工作必要性的问题构成,如虚弱,营养不良,认知功能下降和自闭。

通过分析答案,对于被认为是高风险的老年人,行政机关向他们发送预防服务指导,并向申请人

提供免费或低价格的预防服务。此外,对被认为特别高风险的老年人，专业人员提供上门服务。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掌握整个地区的情况，而且为需要预防服务的市民提供有效的建议。

其次,开发各种预防性服务。根据健康调查的结果,开发并导入该地区需要的预防服务。最

初提供的是针对下肢肌肉无力的健身服务(体操和机器训练),之后,根据健康调查结果,我们还提

供营养指导服务,口腔护理服务,社区居民聚集在一起吃饭和娱乐等服务。这些服务不是由政府

开发的,而是由我们与民间企业共同开发的,政府购买企业服务的形式。这样做可以将民间企业

的想法充分反映到服务开发过程中，有利于开发更有吸引力的服务内容。

最后,与医疗机构共享数据。该地区核心医院和行政机关共享健康调查的结果，出院后返

回家中的老年人的信息从医院移交给区域的行政机关,这样可以为需要支持的老年人给予不间

断的支持,结果是防止病情恶化并防止疾病再次发生。此外,通过从医学角度对健康调查结果进

行客观分析和评估,可以制定有效的政策和预防服务。换句话说,它是健康服务和医疗的融合。

在日本, 基于预防的医疗保健和护理政策是以区域为单位进行规划和实施的,因此实际情

况区域性差异很大。上述提到的实施全面的护理预防服务并能取得效果的地区不多，很多地方

还是在花大力气实施。

您可以从日本已实施的案例中找到成功的原因，并很好的加以借鉴。日本很多地区正在努

力应用和实践重视预防的政策,这是个反复试错的阶段。

<图表 5补充:分年龄组要护理认证率作为政策指标的意义>

在护理保险制度中,需要努力确保护理服务的量,同时尽可能减少要护理人口的比例 (增加健

康人的比例) 。评估这两个观点的指标是年龄组要护理认证率 (每个年龄段需要护理的人的百分

比) 。

首先,护理认证是日本护理保险制度中的一个制度,通过调查和判断健康状况、生活行为状况

等,分 7个等级评估需要护理的程度 (前两个等级意味着护理预防的必要性,其余五个等级意味着护

理的必要性) 。根据每个等级设定公共保险福利的限额,重度护理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

护理认证率是指：对某个组团护理认证中被判断为需要护理的人的比例。由于日本的护理保

险制度基本上针对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此通常以“65岁以上需要护理的人数÷65岁以上的人口

总数”来计算。利用这个指标，可以精确地估算某一地区老年人口数,并且可以保证每个需要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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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年人所需的护理服务量不会发生显著变动。如果要护理认证率已知,则可以预估未来所需的护

理服务量。

但是,护理认证率也存在问题。一般来说,由于体力下降等原因,年龄越大,就越容易处于要护理

的状态,因此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和年龄较大的老年人数量的增加,要护理认证率会增加。换句话

说,如果只看要护理认证率,那么该地区是由于老年人的状况恶化导致要护理认证率增加？还是由

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导致要护理认证率增加？无法对这些情况做出判断。

因此,按年龄组别 (在图 5中,以 5岁划分一个等级) 计算护理认证率,将这个数字的推移作为政

策指标更为合适。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护理认证率上升,因此年龄组别的护理认证率是向右上升的曲

线,但整个曲线的下降意味着要护理的人数减少，“尽可能减少要护理人口的比例” 作为政策指标

是有意义的。此外,在考虑护理服务量时,可以通过年龄组别推测各组别老年人需要的护理内容及服

务量,例如,可以将年轻的老人需要康复和长期住宅设施服务量和高龄老人需要医疗护理服务的量

分开来进行推测。

为了降低整体年龄组护理认证率的曲线,尽可能提供改善状况和防止恶化的康复等护理的同

时,为了增加不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口，“重视预防”的努力变得尤为重要。

有报道称,护理预防所需的努力因年龄而异,最终效果将在 3至 5年后显现。为了思考和评估这

些年龄组别的努力,我们应该使用年龄组别的护理认证率作为政策指标。

4.必须解决的课题

上述回顾了中国老龄化的进展和疾病的现状,以及日本护理服务的发展和最新政策动态。

根据中日目前的情况,中国未来应对老龄化,特别是在医疗护理资源建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在

向重视预防服务过渡时的课题，可以整理为以下三点。

(重视预防抑制未来护理的需求)

首先,作为针对护理需求增长速度的对策,需要抑制未来的社会服务需求。这意味着强调护

理预防。

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随着老龄化人口规模的扩大,预计中国的老龄化发展速度将与日本

相当。在中国,按照目前对未来必要的护理服务量的估计来提供服务是不够的。因此,从争取时

间来改善服务资源的角度来看,抑制未来护理服务需求的增长非常重要。

鉴于日本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重点开展护理预防非常重要,以抑制未来护理服务需求的增

长。例如,为活动不足的老人提供运动和体操服务,为营养不良的老人提供相对应的食物和营养

相关的服务。此外,由于许多老年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提供有

助于日常健康管理的服务,以防止其变得严重和复发,还可以考虑提供老年人活动量测量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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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服务。

正如“健康中国 2030”所言：“我国老年人死因最多的是由于生活习惯不良导致的心脏病、

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许多慢性疾病更有可能预测后续状态的变化,并且有许多可

靠的证据表明如何做可以有助于抑制未来的医疗和护理需求。另外,关于痴呆症,目前还没有发

现预防痴呆症发病的方法,但延缓病情的进展,减少行为心理症状发生的方法正在逐步确立。

针对护理方面，全球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仍然不足,未来仍需持续研究。但另一方面,针对

上述疾病和症状的老年人，可以通过有效措施防止其重症化以及疾病的再次发作。基于这些经

验和知识，我们期待可以在早期提供更有效果的护理。

(保证一键对接各种服务)

其次,丰富预防服务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利用服务。

中国目前实施的护理保险试点的目标是为重度者提供服务,对于防止疾病恶化,复发或护理

预防的服务,在许多地区需要消费者自己从市场上采购。

在日本,护理预防包含在护理保险制度中,在普及过程中，逐渐过渡到基于区域特征的、以

区域为单位的服务。这些服务，有的由行政机关开发,有的由行政机关委托给民间企业开发，

并将服务提供给市民。例如,健身服务，这项服务不仅可以缓解身体状况衰退,对预防认知功能

下降也有效。整合沙龙功能和健身教室的服务,可以创新出改善认知功能下降训练的服务。

同样在中国,护理预防服务应该发挥民间企业的聪明才智创造市场，而不是由行政机关提

供。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老年人灵活选用公共服务和市场上流通的服务。然而,许多老年人不是

这方面专家,他们也没有太多关于服务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如何根据自己的病情和疾病采取怎样

的自我护理和护理预防。因此，为了给客户提供可以自主选择、判断和使用服务的环境,有必

要提高老年人的认知率,同时为方便老年人对服务内容选择和判断，需要进行市场环境建设促

进服务提供商信息披露。

(适合每个人状态的个人管理)

最后,根据老年人的情况提供各种建议,而且需要个人管理功能。

为了推进重视预防的实施,不仅需要公共服务,也需要包括市场服务在内的综合服务。然而,

随着长寿的发展,认知功能下降的老年人以及对护理预防和自我护理的认识不高的老年人数量



15

增加,为老年人提供选择和建议的服务功能也是必要的。

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中导入了护理管理的功能。在全球比较研究中,还有一份报告称,导入

护理管理服务，可以缩短 5至 7年老年人在养老院居住的时间,起到抑制社会服务的费用的效

果。10

护理预防与日常生活中存在不便需要帮助的情况不同,老年人自己使用该服务的意识很难

起到作用。因此,如果只依赖个人利用服务的意愿,整个地区的预防可能无法取得进展。换句话

说,为了鼓励老年人改变行为模式,有必要对自我护理和护理预防进行启发,鼓励老年人采用专

业人员的建议和指导。

5.建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重视预防，结合新市场服务，实现医疗护理体制储备”的健康增进

和护理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在本文结束时,我想提出以下三点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举措。

(1)导入个人定制管理服务

针对判断能力不高，第一次使用护理服务的老年人，为帮助他们综合利用公共服务和市场

服务，可以导入个人定制管理服务。基于日本要护理老年人的护理管理服务,还可以为不需要

护理的老年人,提供重视预防的健康管理和膳食自我护理,日常活动范围情况分析等健康管理服

务。

在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中,为要护理的老年人 (要护理认证 7个等级中的 5个等级) 安排了

病案经理,老年人可以免费获得管理服务而无需自己负担费用。病案经理掌握每个老年人的情

况,与包括医生以及护理服务提供商在内的医务人员联系,制定适合该老人的护理服务计划,并

监控护理的提供情况。此外,每月至少一次与老人本人会面,倾听老人的意见,检查老人的情况是

否有变化,如果健康状况或生活状况发生变化,需要更改护理服务计划。为了提供如此广泛的支

持服务，1名病案经理平均负责 27.1名老人11。很多老年人患有老年痴呆症，病案经理不仅为

10 You EC , Dunt DR , Doyle C. “Case managed community aged care:what is the evidence for effects on service use and costs?” J.
Aging Health 2013 Oct;25 (7) :1204–42.
Pimouguet C , Lavaud T , Dartigues JF , Helmer C. “Dementia cas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n health care cost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J. Nutr Health Aging. 2010 Oct;14 (8) :669–76.
Reilly S ,Miranda-CastilloC , Malouf R , Hoe J , Toot S , Challis D , et al. “Case management approaches to home support for people
with dementia.” Cochrane数据库 Syst Rev. 2015;(1)
11 厚生劳动省 “2018年度有关护理报酬修订的效果验证及调查研究的调查 (2018年调查)(3) 有关居家护理支援事业所及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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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制定护理服务计划,还需要为认知功能下降的老人提供生活支持,一定程度上需要这样的管

理体制。

然而,在管理不需要重度护理但需要护理预防的老年人时,则可以灵活设计管理功能,而不

是像日本那样将其定位于护理保险制度中。个人定制管理服务的中心思想是促进自我护理,该

服务的提供商可以由实施健康检查的医疗机构担任。通过提供个人定制管理服务以及每年一到

几次定期体检,根据体检结果实现持续的健康管理。

在服务的导入阶段,开始可以限定只为患有心脏病或脑血管疾病等病史，或患有糖尿病等

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提供服务。通过为不同疾病老人设定目标，根据各种数据采取措施防止疾病

加重和复发。

未来,可以将扩展对象范围至覆盖所有老年人,而不是只针对特定疾病组的老年人。对于利

用服务的老人,不仅可以扩展健康管理,还可以扩展资产管理,未来生活规划设计等建议,并为其

家庭提供服务建议。有研究报告显示收入和教育程度会影响健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扩大管理

范围。此外,一旦积累了个人服务的使用记录,还可以利用数据和经验开发新的健康服务。

(2)建立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研究体系

怎样的护理对预防是有效的,这是个需要持续研究的问题,在日本还没有能够积累足够的证

据。通过个人定制管理服务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健康管理服务的同时,有必要累积该过程的相

关信息以利于研究分析。

具体而言,负责健康检查的医疗机构将体检数据提供给健康服务提供商,汇总每个患者的信

息,与研究机构共享数据，这样不仅可以验证健康服务的有效性，同时还可以发掘新的研究方

法。将所有的健康信息汇集到实施健康检查的医疗机构中,可以基于健康检查结果提高持续健

康管理的质量,并且在需要医疗服务时,可以快速地理解个人的通常的健康状况并进行对症治疗。

健康管理提供商共享的信息可以是用户的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状况(活动量和活动实施状况等)

等。如果使用利用物联网控制家中的温度和湿度环境，则还可以对室内环境和身体健康状况相

关性数据进行研究。基于护理服务的基础数据的研究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例如,我们也正在计

划通过日中合作建立这方面的国际合作研究体系。

未来,可以建立一个基于这些数据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模型,并通过网络空间模拟,建立研究

基础设施,从日常行为模拟疾病严重程度和复发的风险。换句话说,可以检查和验证虚拟空间中

理支援专职人员的业务实态的调查研究事业” 办公室调查表,居家护理支援事业所查结果



17

健康服务的可能性。开发健康服务, 需要在试验阶段寻找受试者，还要花长时间收集数据进行

验证，这也是新的健康服务发展的障碍。因此,创建一个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进行未来模拟的环

境可以加快健康服务的开发速度。

(3)导入促进自我护理行动的激励制度

每个老年人都必须了解预防的必要性,提高自我护理的意识和兴趣,这样才能产生预防效果。

然而,尽管许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感兴趣,但他们不会采取积极行动,例如改变他们的日常行

为和审查自我护理。这是因为很难感受到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为了鼓励以预防

为导向的自我护理行为,需要给个人一些激励。

作为奖励,可以考虑短期的和长期的措施。首先,作为短期措施,为方便老年人更容易使用健

康服务，减少首次使用服务的障碍。具体地说,发行有有效期的福利(优惠券),规定仅可以用于

健康服务。由于许多有助于预防的健康服务是作为市场服务提供的,因此鼓励老年人自己获取

信息,做出判断和选择。然而,在健康服务普及的早期阶段,老年人可能很难选择适合自己的服务。

因此,在发优惠券时,有必要一起捆绑个人管理服务。健康服务的用户数量增加以后,导入支持健

康服务选择的线上服务(例如,基于输入信息提出推荐服务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在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中,地方行政机关提供护理预防服务,其中许多可以免费或低价使用。

虽然不是类似优惠券的东西,但通过减少使用障碍,为许多需要护理预防的老年人提供护理预防

服务的机制。实际上,在图 5所示的城市,我们指导所有被认证有必要进行护理预防的老年人参

与该市提供的免费护理预防服务,特别是风险较大的个人,通过直接给本人做工作等形式,确保

老人们参与护理预防服务。在使用护理预防服务时,由地方政府委托的病案经理制定护理计划

并对老人的情况进行监测。

还有，由于免费使用的护理预防服务比其他地方多,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服务。

这种比较适合小规模的地方政府，由政府主导，提供更细致的服务。这是一个展现服务效果的

事例，基于减少使用障碍和提供更多选择。

未来,可以考虑引入一种机制,根据自我护理的结果为个人支付奖励的方式。具体而言,老年

人登记健康行为履历并将其提交给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或附属研究机构分析和评估数据,并根据

评估结果为其提供奖金，这是一种面向个人支付的机制。福利不一定是现金,也可以是用于日

常消费的虚拟货币(电子支付公司提供的积分等)。对于相对健康的老年人来说,持续自我护理行

为会带来日常活动范围的维持和扩展,这样意味着：对提供个人服务的企业来说这是增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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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是长期的措施。通过与民间企业合作,我们期待通过建立带有激励措施

的健康服务来减轻公共负担。

在技术创新的背景下,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构继续开发有助于预防的新型服务。为了促进这

些新服务的普及,需要提高老年人对使用健康服务的认知率,同时也要建立激励机制。在这样的

制度中,初期阶段老年人选择服务的技巧很差,因此很难出现预期的效果。然而,从长期来看,提高

消费者选择服务的能力将成为高质量服务增长的引擎,从而带动健康服务产业的可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