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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我国以房养老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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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我国以房养老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了解以房养老研究现
状与发展趋势。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万方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关
于以房养老的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提取相关研究的作者姓名、
单位、发表时间、关键词等资料。利用 VOSviewer1.6.9 软件对高频关键词进行热点分析
和聚类分析，生成可视化密度图和聚类图。结果 共纳入 1 007 篇文献。以房养老研究始
于 2001 年，2014 年发文量达到高峰（172 篇），随后发文量呈下降趋势。高产作者少，
作者、机构之间的合作缺乏。1 007 篇研究共有 1 708 个关键词，仅有 30 个（1.76%）出
现频次大于 10 次。关键词之间共形成 3 个明显聚类。新兴关键词有 7 个，分别为制度
构建、影响因素、模式、定价模型、传统观念、社区养老和（养老）保险。结论 国内
以房养老的研究领域过于广泛且研究尚处探索阶段，未来应加强作者、机构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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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duct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house-for-pens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into this area.
Methods A computer search was conducted on CNKI, VIP, Wanfang and CBM database to
collect studies on house-for-pension from inception to December 31, 2020. The authors' names,
units, publication dates, and keywords of relevant studies were extracted. Hotspot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were performed using VOSviewer 1.6.9 softwar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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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 visual density maps and cluster maps. Results A total of 1,007 papers were included.
Research on house-for-pension began in 2001, peaked in 2014, and has decreased year by year
since. Highly productive authors are few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is
lacking. There are 1,708 keywords in 1,007 studies, and only 30 (1.76%) keywords appear more
than 10 times. The results formed a total of 3 obvious clusters between keywords. 7 emerging
keywords are system construction, impact factors, models, pricing models, traditional concept,
community-based pension and (pension) insurance.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area of housefor-pension is very broad and the research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to
facilitate exchanging and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to house-for-pension.

【Keywords】House-for-pension; Bibliometry; VOSviewer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老龄化标准，当某一国家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 10%
时，即可称此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1-3]

我 国 于 1999 年 进 入 老 龄 化 社 会

。据此标准，

[4-5]

。2020 年，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 2.55 亿，占比
[5]

17.8% ，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与发达国家

纳入标准：①已发表的有关以房养老的中文
文献；②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和硕博士论文。
排除标准：①会议论文、报纸、年鉴、图书、
专利、标准、成果；②研究主题与以房养老无关
的文献；③重复研究。

1.2 文献检索与数据来源

相比，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 [5-6]，同时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万方和中国生

由于医疗水平持续提升，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多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20

[7]

年 12 月 31 日。检索词包括“以房养老”“用房

代同堂的家庭日益增多 ，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尚
[8]

不完善和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短缺 ，使得养老

养老”，采用主题词和同义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问题成为政府和家庭的一大难题。我国以家庭养

检索。收集最终纳入研究的作者姓名、单位、发

[9]

老和社会养老为主 ，其他养老模式还包括居家养
老、机构养老、智慧养老、互助养老等
世纪初期，以房养老观念被提出

[12]

[2, 10-11]

。21

表时间、关键词等相关信息。

1.3 统计学分析

。以房养老是

采用文献计量学及文本挖掘的方法进行分

指居民以自有产权的住房作为抵押，定期向金融

析。利用 VOSviewer1.6.9 软件对高频关键词进行

机构取得的主要用于养老费用的贷款，其放贷对

热点分析和聚类分析，生成可视化密度图和聚类

象是无固定收入而有自有住房产权的老年人，贷

图。密度图中颜色的明亮程度代表关键词被研究

款到期则以出售住房的收入或直接以该住房资产

的热度，颜色越亮，研究次数越多。网络图由节

还贷

[1, 13-14]

。以房养老将不动产转化为流动资产，

点和连线组成，节点表示关键词，节点的大小反

弥补现有养老方式的不足，减轻政府和子女的养

映研究的数量或元素出现的频率，节点越大，研

。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近年来以房

究数量或频率越高 [16-18]，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合

养老在我国各地区被积极试点推广，受到广泛关

作、共现或共被引的关系，节点和线条的颜色代

注。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题、研究热点和发展

表不同的聚类或年份 [19]。本研究中 VOSviewer 软

趋势尚不清晰，故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

件参数设置如下 : 计数方法为 fractional counting，

法探索国内以房养老研究现状，为开展相关研究

软件默认忽略作者数量大于 25 名的文献研究。

老负担

[15]

提供借鉴和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获得以房养老相关文献 2 275 篇，其中中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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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网 1 376 篇，维普 557 篇，万方 329 篇，中

量最多的作者是柴效武（7 篇），其次为王红茹（5

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13 篇，根据纳排标准最

篇），另有 5 人各发表 4 篇文章，其余作者发文

终纳入中文文献 1 007 篇。

量均少于 4 篇（图 2）。

2.2 发表文献时间分布

2.4 发表文献研究机构

2001 年出现第一篇关于以房养老的研究文

1 129 位作者来自 333 家机构，以大学院校

献，2006 年之前以房养老的发文量每年不超过

为主，其中 206 家（61.86%）机构参与发表 1 篇

3 篇 , 2006 至 2012 年 每 年 不 超 过 50 篇 , 2013

文章。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浙江海洋学院，共发

年起以房养老文献量增长迅速 , 年均突破 100

表 14 篇（1.39%），发文量大于 6 篇的机构有 13

篇，2014 年出现文献发表高峰（172 篇）, 2015

家，占比 3.90%（表 1）。

年起发文量呈下降趋势 , 2019 年发文量已少于

2.5 主要关键词分布和热点关键词情况

50 篇（图 1）。

1 007 篇以房养老研究共有 1 708 个关键词，

2.3 发表文献作者情况

仅有 30 个（1.76%）出现篇数大于 10 次，其中出

1 007 篇研究共 1 129 位作者参与，发表文献

现篇数最多的是以房养老（930 篇，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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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以房养老研究数量随时间变化趋势
Figure 1.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studies on house-for-pension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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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以房养老研究作者发文数量
Figure 2.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of the house-for-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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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倒按揭（434 篇，43.10%）、老龄化（261

关键词；第二个聚类（蓝色）涉及老龄化、社区

篇，25.92%）等（表 2）。图 3 为出现篇数大于

养老、养老模式 / 服务、新模式、中国式等 15 个

5 次的关键词的密度图，以房养老、倒按揭和老

关键词；第三个聚类（绿色）涉及倒按揭、抵押、

龄化研究最多，其次为国际经验、养老模式 / 服务、

制度构建、养老 / 社会保障等 7 个关键词（图 4）。

养老 / 社会保障和房屋产权。

2.7 新兴关键词分析

2.6 主要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出现频次大于 5 的关键词生成可视化时间

对出现频次大于 5 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网络，图中不同节点的颜色表示关键词的出现年

共形成了 3 个聚类。最大的聚类（红色）涉及以

份。黄色代表近年新出现的关键词，共有 7 个，

房养老、国际经验、可行性分析、政府主导、必

分别为制度构建、影响因素、模式、定价模型、

要性、困境、对策建议、（运行）模式等 17 个

传统观念、社区养老、（养老）保险（图 5）。

表1  以房养老研究发文量大于6篇的机构
Table 1. Institutions with more than 6 papers
published on house-for-pension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研究机构
浙江海洋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
西南林业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山东经济学院
湖南科技大学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发文数量[n（%）]
14（1.39）
13（1.29）
11（1.09）
10（0.99）
10（0.99）
9（0.89）
8（0.79）
8（0.79）
8（0.79）
7（0.69）
7（0.69）
7（0.69）
7（0.69）

表2  出现频次前15位的关键词
Table 2. Top 15 keywords in terms of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关键词
以房养老
倒按揭
老龄化
（养老）保险
养老模式/服务
养老/社会保障
房屋产权
可行性分析
对策建议
困境
风险管理/防范
抵押
居家养老
（农村）互助幸福院
按揭

篇数[n（%）]
930（92.35）
434（43.10）
261（25.92）
128（12.71）
86（8.54）
70（6.95）
58（5.76）
53（5.26）
51（5.06）
35（3.48）
33（3.28）
31（3.08）
19（1.89）
18（1.79）
16（1.59）

图3  以房养老研究主要关键词密度图
Figure 3. Density map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research on house-for-pension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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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

图4  以房养老研究主要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Figure 4.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main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house-for-pension

老龄化

图5  以房养老研究主要关键词时间网络分布图
Figure 5. Temporal network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keywords for the study of house-for-pension

3 讨论

较为缓慢，2013 至 2015 年发文量快速增长，连
续三年超过 100 篇，说明该领域逐渐受到研究者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探讨了我国近

的重视。2016 年至今，发文量呈下降趋势，2019

20 年来以房养老领域相关产出的趋势和发展，

年发文量少于 50 篇，推测未来几年的发文数量

有助于分析以房养老研究现状和热点，反映不同

可能不会显著增长。

作者、机构等的影响力及学术水平。总体来看，

高达 88.93% 的作者只参与发表了一篇文章，

2001 至 2012 年以房养老研究每年发文量均少于

说明以房养老研究的高产作者较少，缺乏长期专

50 篇，可见此段时间该领域处于萌芽阶段，发展

注该领域的学者。目前以房养老领域各研究者、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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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之间合作缺乏，未来需加强该领域的合作与
创新，推动新兴研究主题不断涌现，为以房养老

Chines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2021, 41(4): 883-887.]
3

研究提供新方向。

郭松珅 . 以房养老视角下的居住权制度与反向贷款
抵 押 制 度 [J]. 法 制 与 社 会 , 2020, (22): 41-42. DOI:

1 007 篇以房养老研究共有 1 708 个关键词，

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8.020. [Guo SK.

其 中 出 现 1 次 和 2 次 的 关 键 词 分 别 为 1 345 个

Housing right system and reverse loan mortgage system

（78.75%）和 193 个（11.30%），可见高频关键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ing pension[J]. Legal System

词数量较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房养老研究的

and Society, 2020, (22): 41-42.]

内容较为广泛。关键词密度图表明国内以房养老

4

马子翔 , 陈泓舟 , 朱航鹰 , 等 .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

领域研究的热点主要聚焦在以房养老、倒按揭、

阿尔茨海默病的心理干预可能性 [J]. 百科知识 , 2020,

老龄化、房屋产权、可行性分析、对策建议、养

(15): 6-7. DOI: 10.3969/j.issn.1002-9567.2020.15.003.

老模式 / 服务等方面，反映该领域研究聚焦于实

[Ma ZX, Chen HZ, Zhu HY, et al. Possibility of

施困境与对策建议方面。形成的 3 个关键词聚类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 from

中，红色聚类侧重于研究养老相关的政策，聚焦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J]. Encyclopedic

国内外以房养老的实施过程；蓝色聚类关注人口

Knowledge, 2020, (15): 6-7.]

老龄化的社会问题，探讨目前各种养老模式的特

5

赵冬静 . 住房反向抵押制度研究 [D]. 河北经贸大学 ,

点，聚焦中国特色型互助养老；绿色聚类聚焦于

2020. [Zhao DJ. Research on housing reverse mortgage

以房养老制度的构建和社会保障。三个研究聚类

system[D].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彼此关联交叉，研究方向存在转化，研究内容的

2020.]

广度和深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拓展。2019 年出现

6

郑文 . 基于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广饶县居家养老问

的新兴关键词为制度构建、影响因素、模式、定

题研究 [D]. 山东师范大学 , 2020. [Zheng W. Research

价模型、传统观念、社区养老、（养老）保险，

on the home-based care for the aged in Guangrao county

可能是以房养老未来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反映近

based on mental health service demand[D]. Shandong

年来以房养老的研究开始聚焦于对以房养老模式

Normal University, 2020.]

制度的探索。

7

范卫红 , 倪水锋 . 我国以房养老的法律障碍及对策

本文对 1 007 篇以房养老研究进行了分析，

分析 [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 ), 2019, 33(5):

该领域过于广泛且研究尚处探索阶段。下一步应

101-110. DOI: 10.3969/j.issn.1674-8425(s).2019.05.011.

加强作者和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便及时交流分享

[Fan WH, Ni SF. Analysis on the legal obstacles and

信息，推动以房养老研究的发展。本研究也存在

countermeasures of house-for-pension in China[J]. Journal

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者和机构之间的合作不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够紧密，难以反映未来的合作趋势；其次关键词

2019, 33(5): 101-110.]

缺乏代表性和统一性，尽管本研究以多种方式对

8

徐征华 , 田丽 , 宫玺 . 心理干预对老年慢性阻塞性

一些机构和关键词进行了标准化，但仍可能存在

肺疾病病人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影响的 Meta 分析

偏差。

[J]. 护理研究 , 2021, 35(6): 1008-1015. DOI: 10.12102/
j.issn.1009-6493.2021.06.011. [Xu ZH, Tian L,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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