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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哲公司是一家全埃森哲公司是一家全

球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球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

为客户提供战略为客户提供战略、、咨询咨询、、

数字数字、、技术和运营服务及技术和运营服务及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埃森哲立足商埃森哲立足商

业与技术前沿业与技术前沿，，业务涵盖业务涵盖

4040 多个行业多个行业，，涉及企业日涉及企业日

常运营部门的各项职能常运营部门的各项职能。。

埃森哲在中国开展业埃森哲在中国开展业

务已超过务已超过2525年年，，拥有一支拥有一支

逾逾11..11万人的员工队伍万人的员工队伍，，他他

们分布于北京们分布于北京、、上海上海、、大大

连连、、成都成都、、广州广州、、深圳深圳、、

香港和台北香港和台北。。作为绩效提作为绩效提

升专家升专家，，公司致力将世界公司致力将世界

领先的商业技术实践于中领先的商业技术实践于中

国市场国市场，，帮助中国企业和帮助中国企业和

政 府 制 订 战 略政 府 制 订 战 略 、、 优 化 流优 化 流

程程 、、 集 成 系 统集 成 系 统 、、 促 进 创促 进 创

新新、、提升运营效率提升运营效率、、形成形成

整体竞争优势整体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从而实现

基业常青基业常青。。

用户数据的获取往往让

互联网产品的开发者趋之若

鹜，但用户不希望品牌走得

太远，侵犯他们的隐私。企

业需要尊重用户的数据主

权，以更有效、更透明的方

式收集数据，并且秉持“最

少数据”原则，重复利用已

有数据，将其转化为有意义

的洞察，引导用户做出正

确、有价值的选择和行动，

给予年长者更多的情感联系

和人文关怀。我们认为，年

长者移动互联网产品的成功

与人性化，更体现在为夕阳

生活带来的自立、自尊与自

信中。所以，互联网产品的

设计必须以人为本。很多事

情，一旦进入设计师的视

野，革新与转变指日可待。

在数字消费时代，打造银发

族产品和服务体验，需要以

其需求为中心，具备银发用

户的内在思维。

如何提升银发族数字化体验舒适度？

国泰君安研究所近国泰君安研究所近

日 推 出 的日 推 出 的 ““ 下 一 个 十下 一 个 十

年年””专题研究聚焦乘用专题研究聚焦乘用

车领域车领域，，对这一国民经对这一国民经

济支柱产业的下一个十济支柱产业的下一个十

年做出了四个关键判断年做出了四个关键判断。。

一一、“、“换挡期换挡期””无法无法

阻挡阻挡。。二二、、老年人才是老年人才是

未来的购车主力未来的购车主力。。三三、、

新能源汽车是一条不得新能源汽车是一条不得

不走的路不走的路。。四四、、中国新中国新

能源车企将从先发优势能源车企将从先发优势

进化为技术优势进化为技术优势。。

在中国在中国，，大部分乘大部分乘

用车车主年龄在用车车主年龄在 2525--4444

岁之岁之间间，，而而 5555 岁以上群岁以上群

体的千体的千人保有量不足人保有量不足1010

辆辆（（图一图一））。。从欧美地区从欧美地区

的数据来看的数据来看，，自己开车自己开车

仍然是老年人群体出行仍然是老年人群体出行

的重要方式的重要方式（（图二图二））。。在在

日本日本，，自己开车是自己开车是 6060--

7474岁老人出行最主要的岁老人出行最主要的

选择方式选择方式（（图三图三））。。

下一轮中国乘用车下一轮中国乘用车

提升的主要驱动力提升的主要驱动力，，可可

能来自于能来自于4545岁以上的人岁以上的人

群群。。不过不过，，这部分人群这部分人群

千人保有量的提升并非千人保有量的提升并非

来自目前处于这个年龄来自目前处于这个年龄

段的人群段的人群。。现在的中老现在的中老

年人由于消费和生活习年人由于消费和生活习

惯等原因惯等原因，，购买行为很购买行为很

难有大的改变难有大的改变。。而随着而随着

时间流逝时间流逝，，现在现在 2525--4444

岁人群的平移岁人群的平移，，才是未才是未

来乘用车市场的最大看来乘用车市场的最大看

点之一点之一。。

5G、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等在新基建领域蓄势待

发，技术与民生服务深度融

合，充分发挥社会赋能作

用。埃森哲预计，到2030年，

中国51-80岁的人口数量将

超过6亿。如何让银发族融

入数字经济，主动享受互联

网带来的便利？面对这群消

费者的特定需求，企业如何从

产品和服务设计入手，提升银

发族数字化体验舒适度？今天

的这篇文章将告诉你，设计

银发族所需的移动互联产品

时，应该秉持的六条原则。

竞品选择更“细”一点

在正式开启一个项目之

前，设计师往往会先进行各

式各样的例行调研，覆盖行

业案例、竞品分析、受众需

求等各个方面。例如，要设

计一款共享出行软件，必须

研究 Uber、Lyft、滴滴等头

部企业；如果要设计新零售

或电商应用，那淘宝和亚马

逊一定是绕不过去的标杆平

台。

向这些“前辈”取经，

当然没有问题，也能带来许

多灵感。但如果设计师完全

按照应用商店里的软件下载

量或是好评数来选择“学习

对象”和竞品，那就容易掉

入“暗黑设计”的陷阱。

因为没有多少银发族会

像年轻人一样按照应用商店

的排名来下载软件，他们甚

至鲜少会自发地去搜索和下

载，更不会留下评论。除了

手机系统自带的应用，子女

和亲朋好友的推荐或是代劳

才是其获取应用程序最频繁

的途径。

产品设计从“简”一点

如今，越来越多的移动

互联产品向“大而全”的趋

势发展，希望打造融合各项

功 能 、 打 通 多 个 渠 道 的

“One App”。这种一站式的

设计理念对于年轻人来说或

许更省事了，但对于银发族

而言，反而会成为困扰。他

们对于信息筛选的能力远不

如年轻人敏锐，一应俱全反

而会使他们无所适从。

同样，复杂的交互手势

和多点触控也会给银发族带

来学习和使用上的困难。年

长者更适应使用简单的交

互，如以“点击”“滑动”为

主，并在操作过程中获得合

理的互动反馈时间。所以，

面向银发族的移动互联产品

在内容、功能、操作上要从

简，一切从“小而美”出发。

信息呈现更“多”一点

产品设计者需要给予银

发族更多元、更自然的输入

选择，比如考虑文本的自动

填充、模糊匹配、提前预判

来给予文字建议，或是通过

语音等更方便的形式完成输

入。

与此同时，考虑到因年

龄的增长而导致的视觉、听

觉退化，“感知信息”的功能

对于银发族来说也必不可

少。多样的信息传递方式（如

视频/音频+文字字幕）可以让

年长者多一种选择，往往会比

单一的文字或语音更为有效。

所以，请给予银发族更

多元的形式和选择。与人方

便，才能转化出更多流量。

交互界面更“好”一点

难以阅读的文本、微小

的操作目标、让人惊吓的声

音和其他古怪特征，成为当

前交互设计的特色。这些标

新立异的特征有时候年轻受

众都觉得缺少友好度，更别

提中老年用户了。

当老花眼面对细小的文

字和按钮时，往往难以清晰

地进行识别和操作。我们建

议，触屏设备上的按钮最好

能大于6毫米 （如 iPad 上的

44x44px按钮），正文字体则

不应小于16px/12pt。当然，

字号的大小自适应系统设置

也是必需的。

此外，互联网产品中的

主流配色——代表科技感的

蓝色，对于老年用户同样是

一种挑战。相较于红绿色

系，蓝靛紫色系的鉴别则更

为困难。

所以，当设计面向中老

年用户的互联网产品时，需

要多一些包容性设计语言，

尽量避免使用蓝色的操作界

面和过于微小的文字、图标。

用户需求更“真”一点

即使拥有足够吸引人的

外观，以及强大的问题解决

能力，但很多面向年长用户

的产品和服务最终还是走向

了衰落，原因在于其缺少同

理心。试想一下，如果一款

关怀年长者健康的产品更多

考虑的是子女的想法和顾

虑，那它究竟是一款面向银

发族的应用，还是为了满足

子女的孝顺欲而诞生的产品？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

种情况，即开发者较难对目

标客群进行深刻研究，从而

导致产品与需求的脱节。这

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以通

过探访更多利益关系人来改

善，同时也需要引入用户测

试与产品验证的机制，通过

年长用户的使用反馈，对产

品进行优化迭代。这种将银

发族引入产品设计的模式，

还可以增加其对于产品的归

属感。

所以，同理心和验证是

设计者定位用户真实需求的

必要途径。

数据洞察更“实”一点

老年人将是
未来购车主力？

国泰君安研究报告：

图一：2018年中国分年龄段乘用车千人保有量

图二：美国乘用车新车购买人群年龄分布

图三：日本老年人出行方式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