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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项⽬目背景简介

CHAPTER
Provided by Beijing Dongwei Technology Co., Ltd., it is a deep solution for smart pension.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ject.

背景/ 社会现状分析/ 市场分析/ 市场痛点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据：截⽌止到2019年年末，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岁及以上⼈人

⼝口为17603万⼈人，占12.6%。

      据北北京、上海海、⼴广州调查显示，只有⽼老老⼈人没有⼦子⼥女女的空巢家庭⽐比例例超过三成。关⼼心⽼老老⼈人、切实解决⽼老老⼈人的实际困难，已成为⽼老老⼈人、⼉儿

⼥女女迫切的需求，也成为⼀一个⼴广为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但⽬目前我国居家养⽼老老服务供给不不⾜足、⽐比重偏低、质量量不不⾼高，不不能满⾜足⽼老老年年⼈人⽇日益增

⻓长的服务需求。

      中国社会提倡“百善孝为先”，在我国⼈人⼝口⽼老老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的今天更更需要将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建⽴立⼀一个家庭养⽼老老和社会养⽼老老相结合

的养⽼老老体系，推⾏行行以家庭养⽼老老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老为补充的养⽼老老模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运作机制

市场化、服务队伍专业化的格局，对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和管理理⽔水平，应对⼈人⼝口⽼老老龄化、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有

积极的作⽤用。

背景
ABOUT COMPANY

由北北京动维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社会现状分析

带病⽣生存状态

失能⽼老老⼈人 带病⽼老老⼈人

4000万 76% 11.5%
健康⽼老老⼈人

空巢⽼老老⼈人⽐比例例

⾼高龄⽼老老⼈人 空巢⽼老老⼈人

3.8% 49.7% 11.6%
抚养⽼老老⼈人

49.7%3/4



01. 家庭养⽼老老弱化，服务需求⾼高涨

⼦子⼥女女陪伴的减少，家庭养⽼老老⽇日益弱化。⽼老老⼈人对⽣生活服

务，⽣生活照料料以及精神慰籍等⽅方⾯面有强烈烈的需求，需要

更更多的悉⼼心照料料以及专业的护理理服务。⽼老老年年⼈人怕失能，

怕空巢，怕⽣生病。家庭养⽼老老⽆无法满⾜足⽼老老⼈人各种各样现实

的养⽼老老服务需求。

02. 养⽼老老机构床位配置低，空床率⾼高

基层养⽼老老院条件有限，医疗资源缺乏，护理理措施不不到

位，就医不不⽅方便便，导致养⽼老老院实际床位空置率达到

48%，养⽼老老机构发展滞后，存在着服务能⼒力力不不⾜足，专

业护理理⼈人员缺乏以难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列问题。

03. 养⽼老老观念转变，消费潜⼒力力巨⼤大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多数⽼老老⼈人已获得

医疗保险和养⽼老老保险的保障，⽼老老⼈人晚年年没有了了后

顾之忧，敢于消费。

市场分析

m a r k e t

由北北京动维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养⽼老老机构同样存在的那些困局…….

由于养⽼老老机构当前信息化基
础薄弱，⽆无法满⾜足信息联
通、共享、统计、查询的业
务需要，导致服务实施过程
⽆无法跟踪监督。

养⽼老老机构信息化采集不不⾜足，⽆无
法动态汇总各种运营数据，进
⾏行行合理理决策。各个服务点普遍
缺乏对于业务信息的查询统计
功能。

缺乏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
联⽹网为⽀支撑的智能互联体系，⽆无
法给⽼老老⼈人提供实时准确的健康数
据和智能管理理服务。

缺乏移动互联⽹网化的布局，在
机构、服务点、⽼老老⼈人、家属之
间⽆无法进⾏行行数据同步，使服务
⽆无法⾛走向互动模式和体验模
式。

养⽼老老服务业⽆无法形成完整的业务管理理闭环，信

息传递效率低或管理理断层。

缺乏档案标准化、业务标准化、服务标准化、岗位规

范化、，导致服务档次⽆无法提⾼高。

管理理流程不不畅 标准化程度不不⾼高

市场痛点

精细化管理理薄弱 数据化决策缺失

互动性体验缺乏

智能化应⽤用严重不不⾜足



02项⽬目需求介绍

CHAPTER
Provided by Beijing Dongwei Technology Co., Ltd., it is a deep solution for smart pension.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of project requirements.

分析&解读/ 有机体系/ ⽼老老年年⼈人需求/ 全⽅方位服务



分析 & 解读
智慧养⽼老老⼤大型综合服务应⽤用平台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老服务

体系更更加健全。

实施“互联⽹网+”养⽼老老⼯工程。⽀支持社区、养⽼老老服务机构、社会组织和

企业利利⽤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开

发应⽤用智能终端和居家社区养⽼老老服务智慧平台、信息系统、APP

应⽤用、智能硬件设备、综合服务应⽤用等；重点拓拓展远程提醒和控

制、⾃自动报警和处置、动态监测和记录，规范数据接⼝口，建设全

⾯面的应⽤用整合平台。

100%

智慧健康养⽼老老利利⽤用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智能硬件设备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品，能够实现个⼈人、家庭、社

区、机构、管理理部⻔门与健康养⽼老老资源

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推动健康养

⽼老老服务的智慧化升级，提升健康养⽼老老

的服务质量量效率。

由北北京动维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全⽅方位养⽼老老服务有机体系

以企事业单位为⽹网点

以社区为依托

以信息化⽹网络为⽀支撑

以服务企业为提供服务或产品源头

以⽼老老⼈人社群为服务对象

以家庭为核⼼心

以专业化服务为主要服务形式

以智能硬件设备为终端应⽤用



深度满⾜足⽼老老年年⼈人需求

⽣生存需求

安全照护 
紧急救助需求 
安全监护需求

健康需求

健康管理理 
健康评估、健康监测 
⼲干预指导、保健医疗

⽣生活需求

⽣生活服务 
家政需求、起居需求 
饮⻝⾷食需求、健身需求

精神需求

精神娱乐 
沟通需求、娱乐需求 
学习需求、关怀需求



全健康管理理

电⼦子档案 健康数据监测

实时定位

SOS呼叫

⼀一键呼叫服务⼈人员、家庭成

员、医疗机构等；

全⽅方位服务（⼀一）

智慧养⽼老老系统是在深刻理理解国家

政策和养⽼老老服务体系提点的基础

上，运⽤用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

创建“系统+服务+⽼老老⼈人+终端”的智
慧养⽼老老服务模式，并涵盖了了机构

养⽼老老、居家养⽼老老、社区⽇日间照料料

等多种养⽼老老形式。

身体所有的健康数据统⼀一线

上管理理、线上查看。

为每位⽼老老⼈人建⽴立电⼦子档案，

所有信息统⼀一管理理。

身体数据随时随地检测，如

⼼心率、⾎血糖等；并实时上传

⾄至云端健康管理理。

⼦子⼥女女家⼈人随时可查看⽼老老⼈人所

在位置，医疗机构或管理理单

位亦可查看。



远程医疗

专业护理理

在线商城

关爱视频 娱乐⽣生活

相关⽼老老年年⼈人活动，娱乐视

频、⾳音乐等推荐。

全⽅方位服务（⼆二）

通过跨终端的数据互联及同

步，连通各部⻔门及⻆角⾊色，形成

⼀一个完整的智慧管理理闭环，实

现⽼老老⼈人身体状态，安全情况进

⾏行行有效监控，并及时满⾜足⽼老老⼈人

在⽣生活、健康、安全、娱乐等

各⽅方⾯面的需求。

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专家讲

座，或娱乐⽅方⾯面的视频互

动。

外接所有服务机构⼊入驻，提

供专业的上⻔门护理理服务。

远程跟医⽣生视频通讯，并医

⽣生可以实时观看健康数据。

⽼老老⼈人⽇日常所需产品，可在线

下单，专⼈人配送。



智慧养⽼老老平台特点介绍

功能全⾯面，操作简单
系统为B/S结构，操作简单⽅方
便便，界⾯面友好，符合⽤用户操

作习惯。

强⼤大的硬件接⼊入能⼒力力

可接⼊入多类别终端产品，满⾜足

不不同养⽼老老⼈人群的个性化需求。

实现智能共享

稳定性、拓拓展性
系统具备很好的灵活性、稳

定性、拓拓展性；以适应系统

的升级和功能扩充维护。

⼤大数据统计分析
针对各种运⽤用数据，可⽣生成

报表分析，为管理理者提供强

有⼒力力的决策依据。

强⼤大的服务接⼊入能⼒力力

针对养⽼老老服务领域，对所有的

服务形式开放接⼝口。有效的整

合现有的资源。



03系统及产品介绍

CHAPTER
Provided by Beijing Dongwei Technology Co., Ltd., it is an in-depth solution for smart pension. 
The third chapter is system and product introduction;

端⼝口介绍/ ⼿手环监测/ 智能屏/ APP及系统介绍



平台端⼝口介绍

政府部⻔门管理理端

⼤大数据管理理

⼤大数据分析

医疗机构管理理端

健康档案查看、健康数据查

看、体检数据管理理、预约医⽣生

专家、远程医疗诊断

服务企业管理理端

企业管理理PC端、⼯工作服务⼈人
员APP端；可容纳各种服务形
态，如：护⼯工、家政等；

客户终端应⽤用

智能屏、检测⼿手环、⽼老老⼈人APP
端、⼦子⼥女女APP端

养⽼老老机构管理理端

⼊入驻管理理、⽼老老⼈人档案管理理、服

务管理理、床位管理理、看护管理理





⼿手环监测 
智能连接

⼿手环监测

⼼心率监测

睡眠质量量监测

⾎血压监测

记步监测

⼿手环功能

SOS紧急求救 

精准定位

吃药提醒

实时连接

连接APP数据同步

连接⼦子⼥女女端数据同步

连接医疗机构端数据同步

连接管理理服务企业机构

产品（⼀一）

由北北京动维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在家智能屏

连接其它的智能设备，

实现⼀一屏多控。包括健

康检测设备；

智能连接

通过语⾳音识别的⽅方式唤醒

设备的所有功能操作；另

有⼈人脸识别系统，加⼤大系

统的安全性。

语⾳音识别

摄像头有监控的功能，

⼦子⼥女女可以通过⼿手机查看

到⽼老老⼈人在家情况。

摄像头监控

不不在让⽼老老年年⼈人因不不会⽤用电⼦子产品⽽而苦恼

产品（⼆二）

由北北京动维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智能屏功能介绍

此产品专为⽼老老年年⼈人打造；功能包罗万象，服务全线连接。界⾯面、内容等维
度的优化，让⽼老老⼈人在使⽤用智能屏设备时，能够更更顺⼿手、更更简单。

专为⽼老老年年⼈人打造的⾼高科技产品

与家庭成员或好友视频连线

互动；与医⽣生实现⼀一对⼀一在

线诊疗……

交互互动

在线购买所需产品；包括周边产

品，⼀一键下单、专⼈人配送到家；

在线电商

看视频、听⾳音乐、听讲座、在线

学习养⽣生知识等；

⼀一屏了了解世界……

娱乐&学习

连接医疗机构及专业服务机

构，如跑腿、家政等；

⼀一键呼叫……

护理理服务

产品（⼆二）



安全健康

查看定位、管理理健康报告、健康指数监测查

看、SOS、与家⼈人连接通讯、提醒设置等；

健康服务

查看资讯、养⽣生课堂、在线商城、跑腿服

务、家政服务、医院预约专家等；

⽼老老年年⼈人端  APP

⽼老老年年⼈人端APP，结合智能⼿手环、智能屏以及其它相关硬件检测设备关联使⽤用。数据可视化，同时可

以查看或上传健康体检报告等⼀一系列列符合⽼老老⼈人的综合应⽤用。

让⽼老老⼈人更更舒⼼心，家⼈人更更放⼼心

由北北京动维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健康查看

查看健康报告、查看监测数

据、查看养⽣生知识等；

服务跟踪

预约服务、查看⽼老老⼈人预约服务

及服务情况、视频通讯等；

安全查看

SOS响应、精准位置查看、健

康视频查看等；

健康商城

在线购买真正符合⽼老老年年⼈人应⽤用

的相关产品；

⼦子⼥女女家属端APP

可通过APP清晰的看到⽼老老⼈人健康情况、当前位置和历史轨迹、进⾏行行服务预订、商品

购买、查看⽼老老⼈人视频、进⾏行行健康咨询等；

让⽼老老年年⼈人健康尽在掌握！



医疗机构管理理端
       医疗机构管理理系统主要以智慧养⽼老老服务平台为⽀支撑，以智能终端和通讯为纽

带，整合社区养⽼老老服务设施、专业服务队伍和社会资源，重点打造以“呼叫救

助、居家照料料、健康服务、档案管理理”为中⼼心的智能居家养⽼老老服务⽹网络，为⽼老老年年

⼈人提供综合性的养⽼老老服务，打造智慧养⽼老老服务模式。  

       为了了对⽼老老⼈人进⾏行行全⾯面的健康管理理，及时排除⽼老老⼈人健康安全隐患、制定健康⼲干

预、健康管理理、康复等计划、形成动态健康档案、实现⽹网上问诊、远程⻔门诊、远

程医疗等。

⽼老老⼈人档案管理理

为⽼老老年年⼈人建⽴立完备的健康档案

系统及健康数据模型；

医⽣生专家预约

开放在线预约功能，让⽼老老年年⼈人

更更⽅方便便的到机构就诊；

体检报告管理理

查看⽼老老⼈人⽇日常数据及所有体检

报告的统⼀一上传查看管理理；

医疗健康远程咨询

实现远程视频就诊及传递健康

知识，护卫⽼老老年年⼈人健康；

由北北京动维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养⽼老老机构
管理理端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标准化信息建设”为基础，以“提供⽣生活照料料、精

神关怀、增值服务”为基本服务内容，为养⽼老老机构建⽴立完善的养⽼老老服务体系。 

打造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高品质服务的养⽼老老机构。

基础设置 ⼈人事管理理 费⽤用管理理
服务管理理

库存管理理 ⽼老老⼈人管理理 接待管理理



养⽼老老服务机构管理理端
为⽼老老⼈人提供全⽅方位居家养⽼老老服务的“互联⽹网+居家养⽼老老”综合服务平台，以温馨、专业、全⾯面、便便

利利、⾼高效为服务宗旨，为居家⽼老老⼈人提供含⽣生活关怀、健康护养关怀、⼼心灵呵护关怀、精神⽂文化

关怀、安全关怀的360°全⽅方位综合居家“便便⽼老老惠⽼老老”服务。

任务管理理
家政服务、跑腿服务、护理理服务、点
餐服务等，订单及完成情况管理理；

商品订单管理理
商品添加管理理、订单结算管理理、相
关统计管理理等；

内容资讯管理理
资讯⽂文章、健康视频、知识⼤大讲堂
等，相关服务统⼀一管理理；

费⽤用结算系统
通过服务产⽣生的相关费⽤用，统⼀一在
线结算；

含APP端



综合管理理

政府管理理机构端

帮助政府主管部⻔门对机构养⽼老老、居家养⽼老老领域的⾏行行政事务实现信息化的管理理，

包括养⽼老老机构的申报、建档、监管、居家⽼老老⼈人服务补贴的申请、审批、资格评

估、服务预约、服务实施、费⽤用结算、跟踪回访等全流程⽹网上信息化管理理；另

为⽼老老⼈人进⾏行行⾼高龄补贴的申请、审批、补贴发放等全流程化管理理的功能。相关部

⻔门均可利利⽤用该业务系统灵活地查阅和分析养⽼老老机构有关的业务信息，处理理相关

业务，利利⽤用办公⾃自动化系统进⾏行行⾏行行政管理理，从⽽而实现机构养⽼老老⼯工作的现代化，

提⾼高⾏行行政审批和监管效率，为相关⼯工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健康管理理 评估管理理 政府补贴 政府管理理 居家养⽼老老 机构养⽼老老 服务机构

档案中⼼心

数据中⼼心

呼叫中⼼心

由北北京动维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04智能服务对接

CHAPTER
Provided by Beijing Dongwei Technology Co., Ltd., it is an in-depth solution for smart pension. 
The fourth chapter is intelligent service docking;

服务承载/ 外接硬件设备/ 运营模式



服务承载 
SERVICE

智能屏和APP，承载所有可以为⽼老老

年年⼈人提供服务或产品的企业单位⼊入

驻合作。

跑腿家政

护理理餐饮

旅游 健康

医疗

养⽣生

⽂文艺 法律律 ⼼心⾥里里慰籍 康养



利利⽤用先进的互联⽹网、云计算、可穿戴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养⽼老老提供更更便便捷、⾼高效、灵活的公共管理理创新服务模式。努⼒力力

让服务⽼老老⼈人的智能产品，实⽤用性与功能性成正⽐比，让智能硬件设备成为真正能够解决⽼老老⼈人痛点的暖⼼心产品。

外接智能硬件设备

智能床垫 智能佩戴监测设备

助⾏行行机器器⼈人智能安防监控设备

智能枕头

智能⼿手杖



公建⺠民营
政府主导建设

构建“公益化为前提、社会化为基础、市场化为 ⽅方向”的信息

化、智能化的“虚拟敬⽼老老院”运营模式。 在政府资⾦金金资助和政策

⽀支撑下，采⽤用“有偿、低偿、 ⽆无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不不断发

展和丰富养⽼老老服务 项⽬目；并积极的探索结合社会养⽼老老资源的

基础上的市 场化、社会化的运营⽅方式，在坚持保本微利利的基

础上， 构建⼀一种规模化、智能化、精细化的居家养⽼老老服务及 

组织管理理模式，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

运营模式 

2021



关于动维
北北京动维技术有限公司

动维致⼒力力于实现科技智能可视化，搭建企业与⽤用

户的知识交互桥梁梁。以技术为核⼼心驱动⼒力力，为企

业打造全新技术解决⽅方案。改善技术⽣生态。专注

于智能可视化领域的研究与技术⾰革新，打造成为

全球可视化领域的知名企业。推动智慧城市的建

设与实现，让科技真正改变⼈人类的⽣生活。

北北京市

地址

13811180443

任卓

联系电话

欢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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