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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慢病管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慢病管

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慢病管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慢病管理行业的现状、中国慢病

管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慢病管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慢病管理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慢病管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慢病管理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目前国内慢病人数达两三亿，仅高血压一项人数高达2.66亿，还有五六个亿的后备军。

     《中国国民健康与营养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ldquo;报告&rdquo;）显示，70%国人有过

劳死危险，76%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20%国人患慢性病，慢性病死亡率占86%。

     我国平均每分钟有7人确诊癌症。警惕慢病发生年轻化趋&hellip;&hellip;中国因疾病而导致

生产力丧失，最近10年造成5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慢性病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一类疾病，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

生问题。从患病率及人口规模来看，慢性病在我国已有蔓延趋势。我国慢性病人群主要死因

，为心脑血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2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mdash;2025年）》，《规划

》提出，力争到2020年和2025年，30岁-70岁人群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和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分别较2015年降低10%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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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疗和运动结合等慢病管理无法忽略的问题。未来的慢病管理更可能是线上线下结合的

形式，线上作为患者教育、依从性督促、服务者与患者沟通的工具，辅助线下的服务。

     互联网为慢病管理提供新方法，但其中的数据的互联互通是关键，医生因而可做出个性化

、精准化的诊疗方案。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APP、可穿戴设备在慢病管理领域

的应用日益增多，为慢病管理注入新的活力。



     个人用户对慢病管理的支付意愿较低，慢病管理将主要成为商保或医疗机构的衍生服务而

提供给用户。目前的慢病管理服务，尤其是线上服务，个人用户的支付意愿度较低，只

有28%的用户愿意为慢病管理付费，且67%的用户的付费意愿低于500元一年；有50%的用户希

望慢病管理不另外收费，而是附加在商业保险上。可见未来的慢病管理仅靠用户自费会很难

托起一个市场，而是需要寻找能够带来大客户渠道的入口，这可能包括企业雇主、商业保险

公司、体检、基础医疗机构以及一部分有服务改革意愿的医院。未来慢病管理服务更有可能

成为商业保险或医疗机构的衍生服务而提供给用户，作为提升服务价值、节约医疗费用、提

高治疗效率以及用户满意度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直接的营收来源。

 67%的用户的付费意愿低于500元一年

  

 目前在慢病管理领域主要有两种盈利模式，更有可能获得大量支付方以及形成资源、数据闭

环的企业更有可能取得优势。慢病管理信息化企业通过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广泛合作，可以为

慢病患者提供包括体检、诊断、电子病历、咨询、药物配送等全流程的慢病管理服务，同时

结合线下医院、药房和体检中心等，形成闭环的服务模式。国内医疗IT厂商在慢病管理的布

局主要分为两类。

     1）以东软熙康、全程玖玖为代表的OTO模式，通过自建健康管理中心或与基层医疗单位

合作，结合智能硬件、检测设备、移动应用共同打造慢病管理和健康服务的O2O闭环。

     2）主要集中在网上商城交易和会员、咨询等服务费用方面，这与慢病患者需要教育和慢病

管理主要支付方依然不明确，缺少有力推动者等因素有直接关系。慢病管理本

     质是人的数据管理，包括采集准确并且连续的数据，分析数据，对数据结果给出诊疗建议

。未来，从保险等处切入，获得大量支付方以及做数据闭环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慢病管理领域

取得优势。

 代表厂商在慢病管理领域的布局                           公司             在慢病管理领域的布局                             

 东软集团             2011年12月，东软集团发布东软&ldquo;健康云&rdquo;战略以及&ldquo;熙

康&rdquo;品牌产品：熙康行表、熙康益体机，全面进军健康管理与服务领域。东软熙康具有

坚实的慢病管理基础，从硬件生产运营、软件开发、云服务客户服务、医院间沟通、医患沟

通、药企合作、远程医疗等方面，实行产业链一体化运营。熙康从B2B模式逐渐向B2B2C

和B2C模式转变，并通过自建健康管理中心、与社区医院合作，结合智能硬件、检测设备、

移动应用共同打造慢病管理和健康服务的O2O闭环。目前，熙康云医院拥有20余家自有健康

管理中心，通过整合优质的健康医疗资源为客户提供健康体检、疾病检测、基因检测、慢病

管理与康复、中医以及运动康复、营养膳食指导等健康干预服务。截止至2018年12月，熙康



已为800多万人群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万达信息             参股公司全程玖玖（原名万

达全程），以&ldquo;居民健康管理信息平台&rdquo;为主要工具，将&ldquo;云技术、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rdquo;等新兴信息技术融入社区基本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和居民健康自我管理体

系，同时与上海市申康医联工程、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对接，完善居民健康档案，建立起

了&ldquo;居民预检、平台预警、临床参考、医生管理&rdquo;的整体服务流程，推出

了&ldquo;全程健康&rdquo;的完善智能健康服务模式。公司的慢病管理信息系统，除了提供老

年人的慢病管理服务，还可以依托信息系统平台，向成年人和儿童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套餐、

体检服务和基因检测等，丰富了万达远程的健康管理业务内容                               卫宁健康             

通过参股公司好医通布局云康业务。云康&ldquo;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居民保健+慢病管理+

就医导医+体检服务，好医通布局&sbquo;互联网+体检&rdquo;，已连接1500多家医院及体检

中心，年体检服务超32万人次，服务企业客户超6500多家                               创业慧康             基于

领先的人工智能、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人机对话方式实现情景式

人机交流和互动，为社区及家庭提供居民慢性病服务等四大功能模块，涵盖健康生活、智能

自诊、中医体质评估、慢病智能签约、体征检测、家庭医生迁移，并能对接挂号及药品服务

，及呼叫家庭助理等功能                               和仁科技             和仁的区域级产品主要是区域卫生云

平台解决方案，是针对城市医疗集团、医联体、医共体的解决方案产品，用于打通医卫机构

间的区域协作，是慢病管理等的支持平台，可做到核心临床数据不错不漏、实时交互，同时

可辅助医卫监管部门履行质量控制、综合控费、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等职能，满足智慧城市中

医疗健康业务及数据深度应用需求，是公司院内业务向院间及区域的延伸和拓展                           

   平安好医生             推出私家医生糖友版，服务内容为并发症风险评估、咨询、控糖计划书、

饮食及药物的专业指导、门诊预约协助、慢病医生团服务等                               微医             推出慢

病管理服务，服务期内患者可用图文形式和医生进行不限次数沟通，医生会对患者提供慢病

和长期照护；医生在线上服务过程中，根据患者情况及时指导患者到医院复查，患者可发起

线上复诊预约                               阿里健康             与线下医院系统对接，为消费者提供线上线下一

体的全链路医疗健康服务，患者在手机上就能完成慢病远程複诊等全过程。此外，成立药房

联盟，加速了医疗行业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在加强传统药房自身药事服务能力的基础上，

将药房功能向「在线诊疗+药房」的模式延伸，未来甚至将覆盖到慢病管理、康复指导、疾病

预防等健康管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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