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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我国即将进入老龄社会，老年群体的需求日益丰富和多元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8.70%，预测显示，我国将于2021年底进入中

度老龄化社会。加之，“新老年”群体的特征不断涌现，对于消费提出更高要求。

青年群体的孝老观念与行为是老年群体福祉的重要保障之一

在家庭中，青年承担着养老职责；在社会中，青年群体是老龄事业和产业的中间力量。在构建养老、孝老、敬老

社会环境的背景下，洞察、把握和引导青年群体的孝老观念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数字包容型老龄社会，确保老年群体共享数字红利

数字社会踏步而来，互联网消费日益成为各年龄群体的主流消费趋势，尤其是青年群体。数据显示，青年为老年

人网络消费的代付订单呈暴涨趋势，支付亲情账号绑定数量涨幅明显，短视频日益成为老年人与子女沟通的重要

渠道。如何建设数字包容型的老龄社会给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

问题：考虑到青年群体的网络消费特征、人口流动特征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趋势，网络会不会成为青年群体

孝老的新渠道？它与传统孝老方式的关系是怎样的？当前，我国青年数字孝老的现状及趋势是怎样的呢？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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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孝老模型

*参考资料：左美云，《智慧养老：内涵与模式》；2018，清华大学出版社

数字孝老

网购消费孝老

青年数字孝老

老年用品和服务

青年数字孝老指数

青年游子孝老

1.老年产品和服务是采用关键词在阿里零售平台上进行筛选和抓取（2016.01~2020.12），比如包含老年相关的关键商品及服

务，并排除明显属于其他年龄段的消费品类，服务类商品用“中老年体检服务”为主要代表。

2.报告中的青年人是指出生于1980-2005年间的个体。

数据说明：



核心发现

一、 总体趋势 二、 青年数字孝老 三、 青年游子数字孝老

网购老年用品和服务的订单
量呈显著增长态势

健康需求诉诸网络的趋势明显

青年更关注老人基本需要，老人
自购订单中高层次需要初现

90后、00后数字孝老指数增
长态势明显

青年数字孝老指数呈现“东中
稳、西部降、东北升”的趋势

青年女性数字孝老指数远高于男
性

约四分之一青年游子通过网
络寄孝心

东部地区和沿海城市青年游
子数字孝老最活跃

老年用品和服务从人口流入地流
向人口流出地的趋势明显

北京游子最多的牵挂在河北，广
东游子的牵挂最丰富



第一部分
互联网渠道下老年用品和
服务消费现状及变化趋势



衣食用医的网络订单量均呈显著增长态势，食与医的增长势头最快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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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1亿

健康需求诉诸网络的趋势明显

奶粉和维生素类保健品最受欢迎“食”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

助听器、轮椅、助行器、
体检等的订单量稳步上升



青年更关注老人的基本需要，老人自购订单中高层次需要初现01

老人自购订单Top 10青年人订单Top 10 保暖——生理、安全需求 时尚、美——社会需求



第二部分
青年数字孝老指数
的现状与变化趋势



青年数字孝老指数02

青年数字孝老指数 青年群体网购老年
用品和服务下单量

青年群体
当年用户量

计算公式：



80后数字孝老指数最高，90后数字孝老指数增长态势明显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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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女性数字孝老指数远高于男性，性别差异在不断扩大02

5年来青年女性每年至少下一单老年用品和服务，但青年男性人均不到0.5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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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女性人均
下单量是男性的3倍



青年数字孝老指数地区差异明显，“东中稳、西部降，东北升”02

“东中稳、西部降，东北升”

•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青年数字孝老指数尽管出现了

一些波动，但总体相对稳定且呈较高趋势；

• 西部地区的青年数字孝老指数较低且五年来呈明

显的下降趋势，这可能与近年来西部地区青年群

体大量外流有关；

• 东北地区的青年数字孝老指数呈增长趋势，尤其

是2019~2020年间，这可能与东北地区人口老龄

化日趋严重有关，当地青年群体的网购商品中老

年用品和服务开始越来越多，间接地说明东北地

区的青年养老压力在不断增大。



近5年青年数字孝老指数前十名省份中，北京、辽宁进入前十并逐步攀升02

2020年排名前10的城市

2018年排名前10的城市

2016年排名前10的城市

排名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 西藏自治区 安徽省 福建省 福建省 福建省

2 江苏省 上海市 安徽省 安徽省 安徽省

3 安徽省 福建省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4 福建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5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浙江省 浙江省

6 上海市 西藏自治区 浙江省 天津市 北京市

7 浙江省 浙江省 江西省 山东省 辽宁省

8 山东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北京市 江西省

9 江西省 江西省 北京市 江西省 山东省

10 青海省 北京市 西藏自治区 辽宁省 天津市



第三部分
青年游子数字孝老现状



青年游子数字孝老指数03

青年游子数字孝老指数 当地青年群体异地下单
的老年用品和服务单量

当地青年群体网
购老年用品和服
务总单量

计算公式：



青年群体网购老年用品和服务订单中超过四分之一为异地下单03

0

5

10

15

20

25

3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异城下单规模 异城下单比例

单位：万 单位：%

约四分之一青年游子通过网络寄孝心

• 2020年，青年数字孝老订单中的超过四分之一为

异城下单，比2016年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

• 从异城下单规模来看，2020年青年群体网购老年

用品或服务的异地下单规模量为2016年的1.8倍，

增长了约79.4%，网络正在成为青年游子孝老的

重要渠道。



青年游子数字孝老最活跃的地方集中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城市03

排名前10名的城市

排名11-20名的城市

排名21-50名的城市

排名 省份 城市

1 广东省 东莞市

2 广东省 深圳市

3 上海市 上海市

4 北京市 北京市

5 广东省 广州市

6 浙江省 杭州市

7 江苏省 苏州市

8 四川省 成都市

9 湖北省 武汉市

10 河南省 郑州市

2020年，分城市的青年游子老年用品和服务

异地下单规模排名前10名的城市

2 0 2 0 年，分城市的青年游子老年用品
和服务异地下单规模分布情况



老年用品和服务从人口流入地流向人口流出地的趋势明显03

收货地

下单地

老年用品和服务从人口流入地流向人口流出地

• 北京市最多牵挂在河北省

• 广东省的牵挂最丰富

2020年，主要人口流入省老年用
品和服务的流向轨迹图



中西部地区的异地收货比例最高，其中甘肃省最突出03

排名前10名的城市

排名11-20名的城市

排名21-50名的城市

排名 省份 城市

1 甘肃省 定西市

2 四川省 巴中市

3 青海省 海东市

4 甘肃省 白银市

5 甘肃省 天水市

6 甘肃省 武威市

7 四川省 达州市

8 甘肃省 平凉市

9 河南省 周口市

10 四川省 资阳市

2020年分城市的青年游子老年用品和服

务异地收货比例排名前10名的城市

2 0 2 0 年全国分城市老年用品和服务
异地收货比例分布情况



老年用品和服务大多来源于人口流入大省，其中甘肃省、四川省最为明显03

下单地

收货地

老年用品和服务大多来源于人口流入大省

• 按照“收单—下单”的老年用品和服务来源轨迹

图看，在异城收货比例top30的城市中，甘肃省占

了7个、四川省占了6个；

• 甘肃省、四川省的老人最被青年游子牵挂。

2020年，主要人口流出省份的老年用品和
服务的来源轨迹图(以甘肃、四川为例)



结语与思考



结语04

数字/网络正成为青年群体孝老的重要渠道

90后数字孝老指数增长态势明显，

该群体的孝老消费特点待挖掘

老年用品和服务的网络消费呈现出新

的特点，亟需学界和产业界关注

青年数字孝老与人口流动趋势逆向契合，网络

成为弥合传统孝老模式“断裂”的重要依托

在人口老龄化日趋深入的背景下，数字

孝老的形式和内容亟待丰富和完善

青年线上和线下孝老观念与行为需纳入学界

和行业视域，以年度洞察报告的形式发布



数字孝老发展的四大动能与发力点04

共享数字红利

老龄社会需求

青年群体数字孝老待“培育”，
稳住80后、开发90后，培育00后

在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的产
品或服务需同向发力

雪中送炭 & 锦上添花

四大动能
与发力点

孝老模式转变

消费模式升级

结合省域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不断
创新有针对性的数字孝老模式

老年用品的消费居多，服务如何
通过网络进行转化值得深思

倡议：重阳节每位青年游子为老年人“下一单”进行数字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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