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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新冠疫情而转移至线上开展的活动中，视

频问诊或最易引发担忧。毕竟，医生如何

通过Zoom或Skype测量血压、检查喉咙

或评估皮肤肿瘤呢？但事实证明，许多消费者（和

医生）很快转变了他们对视频问诊效果和吸引力的

看法，并准备长期采用视频问诊这一形式。

预计2021年全球视频虚拟问诊的比例将从2019年
的约1%上升至5%。虽然5%听起来不算多，但值得

注意的是，仅在2019年，经合组织36个国家就有85
亿次问诊，总价值约5,000亿美元。1 因此这其中的

5%相当于超过4亿次的视频问诊，价值约250亿美

元，具体金额取决于相较面诊，视频问诊医生所收

取的费用（包含由患者直接支付、或由保险或政府

医保支付）。 

这一增长态势与新冠疫情的关联非常明显。2020
年4月，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有43.5%的初级保健问

诊采用远程医疗形式；而在疫情之前，这一数据仅

为1%。2 虽然远程医疗还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和非

视频软件等形式，但视频问诊的数量出现了大幅上

升。使用退伍军人事务部视频连线系统的人数增至

每周12万人，2019年同期为每周1万人。3 与此同

时，2020年春季，法国的视频咨询服务增长了

40-100%。4 2020年5月的一项调查中，14%的加拿

大人表示他们未来有可能选择视频问诊。5  

视频等类型虚拟问诊量的上升对于提供相关技术

支持的公司来说意味着业务的增长。预计纯远程医

疗虚拟问诊技术市场将在2021年达到80亿美元。6 

受虚拟问诊量增长的带动，预计2021年将售出超过

330亿美元的医疗级家庭保健技术（主要是治疗和

监测设备），比2019年增长近20%。7   

现状分析

视频问诊技术已存在多年，如今在几大因素（其中

新冠疫情为最重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一技术

的使用出现了更高增长。

新冠疫情让人们别无选择， 
监管壁垒也随之降低
仅在2020年3月，英国、美国和德国当局就放松了

监管壁垒，修改了隐私相关规定，并支持包括视频

问诊在内的远程医疗形式。8 引用一名英国医生的

话：“我们基本在一周内就见证了10年的变化。”9  

新冠疫情迫使人们学习如何使用软件。疫情期间，

因隔离封锁需在家办公，数以亿计从未使用过视频

会议软硬件的人开始使用这类工具。虽然疫情之

前视频会议相对容易使用，但许多人并没有采用这

一形式。疫情之后，几乎每个人都是视频会议的行

家，设备调试、照明度设置、静音和取消静音无所

不通。

视频问诊爆发增长
新冠疫情令视频问诊热度上升

Duncan Stewart, Ariane Bucaille, Bill Fera, and Kenneth Ab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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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的能够熟练使用视频会议的

群体中，65岁以上的人达到数千万。他们去看医生

的频率比年轻人更高。虽然65岁以上人口仅占美

国总人口的17%，但这一群体的问诊量占美国总问

诊量的30%以上；10 2016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

诊室就医量比美国总人口的平均诊室就医量高

80%。研究表明，长期以来，老年用户即使具备合

适的工具和上网条件，仍不太可能使用数字应用程

序，对程序不熟悉是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11 
新冠疫情为他们改变这一现状提供了动力。为了与

子女、孙子和朋友保持联系，65岁以上的人群不得

不在短时间内接受视频软硬件方面的培训。对于这

一群体来说，与医生开展视频问诊也是一个附带的

好处，而这可以推动视频问诊市场的大幅增长。 

设备持有量和网络用户量均接近
临界值，在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
在过去的五年里，数字设备拥有量代际差距正在迅

速缩小。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具备上网条件，他

们进行虚拟问诊的能力将提升。这一能力对于因行

动受限或其他限制因素而难以亲自就医的人来说非

常重要。

资料来源：德勤英国全球移动消费者调研，2015年和2020年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图 1

英国的数字设备（笔记本电脑除外）拥有量代际差距正在缩小
英国不同年龄段的电子设备拥有量

18-75岁   65-75岁   

71%

79%

2015年

79%

68%

2020年

笔记本电脑

2015年

51%
76%

2020年

82%

91%

智能手机

67%

95%

2015年

96%

98%

2020年

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53%

60%

2015年

66%
66%

2020年

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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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尽管视频通话所需的设备（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已经普遍存在，但在65岁以上

的人群中，此类设备的拥有量却并不算高。但如图1
所示，这种情况已在发生改变。2015年，65至75岁
的英国人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可支持医疗视频通

话的设备。到2020年，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购买

平板电脑，尤其是智能手机，这一数字已降至4%。

当然，设备不联网就没有什么用。值得注意的是，65
岁以上人群在设备联网方面有了明显改善。2014年
至2019年的五年间，美国互联网总体使用率上升了6
个百分点，而65岁以上人群的互联网使用率上升了

16个百分点。12 虽然2019年并非所有的美国老年人

都能使用网络，但到疫情期间，约有四分之三的美国

老年人都实现了联网，这或许达到了在65岁以上人

群中广泛普及视频问诊的临界值。

网络覆盖和网速不断优化
虚拟问诊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新增联

网人口的情况。截至2017年，美国约12%的农村居

民无法使用下载速度达10兆比特每秒（Mbps）和
上传速度达1 Mbps的固定互联网服务。13 该等速度

是指最快网速：在网络使用高峰时段，一个家庭有

多个人同时使用网络，网速可能会慢得多。大多数

视频虚拟问诊应用程序至少需要0.5 Mbps的上传

速度，这意味着当网速低于最大值时，用户的网络

将无法支持视频问诊。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除农村人口外，某些特殊人群

使用网络的水平也比较低。 “数字排斥”现象在

部分群体中更为突出，此类群体包括社会福利住房

居民、低收入群体、存在视力或其他方面残疾的人

士、无家可归或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

母语非本国语言的群体等。14 正因为如此，这些人

群一般在接受远程医疗，尤其是视频问诊方面会落

后一些。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互联网/宽带使用情况”，2019年。

2014年

57%

84%

73%

90%

2019年

图 2

美国的互联网使用代际差距正在缩小
美国不同年龄段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18岁以上       65岁以上

互联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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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联网情况正在得到缓慢改善。各国政府正与网

络运营商展开合作，努力让更多人使用网络，并获

得更快网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鉴于远程医疗在

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样也

是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前述举措将有望加快推

进。15 此外，近地轨道卫星或有可能为全球网络覆

盖提供高网速支持，虽然该等网络目前暂未投入使

用，且许多问题也尚未得到解决，尤其是服务的费

用问题。16  

5G技术可更快地传输大尺寸图像和高质量视频文

件，支持更优质的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空间计算，

实现更可靠的网络连接和高质量的网络服务，进而

得以加快推进远程医疗的发展。5G支持下的远程

医疗不仅可实现远程诊断和监控，甚至能够实现医

生使用超低时延（低于10毫秒）虚拟技术开展实际

操作和手术。17 

新冠疫情或令视频通话成为常态
一直以来，大多数面向消费者和企业的电子通讯都

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信息或语音通话实现，不到

万不得已不会使用视频。虽然我们目前并没有确切

数据表明这一情况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但种种

迹象已经在昭示未来走向。正如一位评论员所

说，“视频通话是一种新的常态，而这一切都是因

为新冠病毒。”18 视频通话受欢迎可能与其新颖性

有关，而如果视频沟通相比非视频沟通受青睐的程

度确实出现上升，这将对医疗视频问诊产生两大重

要影响。首先，如果视频沟通取代邮件和语音通话

成为新常态，那么视频问诊将占所有问诊量5%的

这一预测可能太低。第二，视频可以大大提升虚拟

问诊的有效性。显然，视频通话可以帮助医疗人员

评估伤口或皮疹，也可以显示患者和医疗人员的脸。

早在视频通话普及之前，1979年的一项开创性研

究就已得出结论：“有效的非语言交流，如面部表

情、语调等，对成功开展医患互动至关重要。”19  

全球医疗问诊市场规模评估

让我们回到对视频问诊收入的预测。为什么我们相

信在2021年视频问诊的价值将达到250亿美元？  

当面问诊的市场非常大，然而尽管有资料提供某个

国家每年的问诊数量，但却没有任何关于全球问诊

数量的统计。我们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衡量市场

规模，预测到2021年全球医疗问诊（包括当面问诊

和虚拟问诊）将有望产生超过7,000亿美元的收入；

这其中，经合组织成员国将占到5,000亿美元以上；

如果其中5%是由虚拟途径产生，那么视频问诊所

产生的价值将达到250亿美元左右。 

方法1：按次数计算各国问诊费用总金额
经合组织公布了各成员国每年人均医疗问诊数

据。20 我们将获得的最新数据乘以各国2020年的人

口总量，计算出各国每年的医疗问诊数量（图3）。
这项分析表明，36个经合组织成员国13.1亿人口每

年产生超过85亿次医疗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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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医疗数据，其中未披露的国家数据由德勤研究提供。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图 3

全球每年产生超87亿次当面及虚拟问诊
各国年医疗问诊总量（2019年或可获得的最新数据）

国家

日本

美国

韩国

德国

土耳其

意大利

法国

墨西哥

西班牙

英国

波兰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匈牙利

哥伦比亚

捷克共和国

比利时

智利

葡萄牙

斯洛伐克共和国

奥地利

以色列

瑞士

希腊

瑞典

立陶宛

爱尔兰

芬兰

挪威

丹麦

新西兰

斯洛文尼亚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卢森堡

 
年问诊量（百万）

1594

930

866

829

801

411

385

361

341

340

288

253

199

154

103

94

88

83

73

71

60

59

54

37

34

27

27

25

24

24

22

18

14

11

7

4

视频问诊爆发增长：新冠疫情令视频问诊热度上升



110

在一些国家，患者及/或保险公司会为每次问诊支付

特定费用。而在提供政府医保的国家，患者一般不

用支付或只需支付很少的费用。对于提供政府医保

的国家，我们估算了不享受此类医保的患者与全科

医生进行15分钟问诊所需支付的平均费用。这个费

用当然是最低水平：专科医生问诊的费用要高得多。  

基于有关经合组织36个国家的各种资料来源，我

们计算出单次问诊的加权平均费用约为61美元，但

各国之间的平均问诊费用差别很大。21 将每个国家

的问诊总数乘以该国的单次问诊平均费用，各国问

诊费用总计约5,200亿美元。 

方法2：根据GDP占比计算医疗问诊收入
我们采用的第二种医疗问诊市场规模评估方法是一

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即根据GDP占比计算医疗问诊

收入。

经合组织36个成员国2018年名义GDP累计为53万
亿美元。22 同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在医疗保健方面

的支出平均占其GDP的8.8%。23 当然，不同国家的

具体医疗保健支出存在一定差异。基于各国医疗保

健支出在其GDP中的占比，可计算出36个经合组织

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总额为6.6万亿美元。 

经合组织确实有普通初级保健（不包括所有医院护

理以及牙科、预防和家庭治疗等初级保健服务）支

出数据，但只有22个成员国2016年的数据。从

2016年这22个国家的数据来看，普通初级保健（即

问诊）平均占卫生保健总支出的6.8%。24 

假设36个国家的普通初级保健支出比例大致处于

这一水平，2016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普通初级保

健支出总额约为4,500亿美元。如果把专科医生问

诊支出包括在内，经合组织医疗问诊的总支出可能

超过5,000亿美元，与使用方法1得出的数据基本一

致。

我们也掌握了一些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年度问诊数据。

例如，巴西2017年人均年问诊量为2.8次；巴西人口

超过2.12亿，这意味着巴西医生接待的问诊量接近

6亿。25 即使单次问诊费用仅为25美元，巴西市场

也能产生150亿美元的价值。虽然我们缺乏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等庞大市场的相关数据，但这些国家的

人均年问诊量哪怕只有一到两次，全球问诊量也会

增长数十亿。总体来看，全球问诊量每年可能超过

120亿，创造达到7,000亿美元的价值。 

基于各国医疗保健支出在

其GDP中的占比，可计算

出3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

医疗保健支出总额为6.6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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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虽然视频问诊量不会一直保持在疫情期间的水平，但也几乎可以确定不会恢复到疫情前约1%的比例。有证据

表明，许多医护人员都同意这一观点：2020年夏季一项针对美国医疗保健从业者的网络研讨调研发现，只有

5%的受访者认为虚拟问诊量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6 

患者的青睐是虚拟问诊有望长期得到应用的重要原因。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近半数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更

喜欢那些能够通过电话或网络会议提供咨询的医疗服务人员。27 虚拟问诊的效率更高，可将问诊时间缩短

20%。28 这一问诊形式可缩短患者看专科医生的等待时间（疫情前的一些研究显示，采用虚拟问诊后，在纽

约市寻求专科医生问诊的平均等待时间下降了50%，旧金山下降了75%）。29 虚拟问诊省去了患者需亲自前往

医生办公室的麻烦，同时也被视为一种更安全的问诊形式。30 此外，除便利性这一优点外，未来视频问诊其

他价值的开发还将进一步推进这一问诊形式的普及。  

然而，也有部分患者认为视频问诊不能等同于当面问诊。2020年4月的一项调查中，66%的受访者认为医生

或护士需亲自对他们进行检查，才能了解他们的健康需求；56%的受访者认为虚拟问诊无法提供和当面问诊

同样的服务质量/价值。31     

总体来看，虽然视频问诊已得到不少患者、医疗从业人员、保险公司以及监管机构的认可，但视频问诊普及率

要超过疫情期间，还需获得更多甚至是所有前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医疗保健机构和医疗保健生态系统已经

将视频问诊等视频医疗手段视作当面医疗服务的另一替代方案。能够将视频问诊视作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

医疗服务手段，并通过这一手段降低总体医疗成本，这是实现向“未来现实”过渡的必备条件。 

医疗从业人员仍在学习如何优化视频技术以及自身行为，以适应新的医疗服务模式。例如，医疗从业人员需

接受新的学习和培训，从线下面对面服务顺利过渡到线上虚拟服务。他们还应着重关注可穿戴设备和“近场

设备”（智能设备：带有小型无线计算设备的日常用品）所支持的主动型医护模式，以及日益广泛普及的团队

协作型医疗服务模式，该等模式可为医护工作者提供支持。 

保险公司在一些市场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此类市场，保险公司和政府能否继续支持视频虚拟问诊的报销

赔付将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许多保险公司都未按当面问诊的赔付率处理虚拟问诊理赔（或对于虚拟问

诊根本不予理赔）。然而，新冠疫情改变了这一形势。受疫情影响，美国的许多保险公司以及美国医疗保险

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放宽了关于虚拟问诊的报销赔付规定。美国的一项分析显示，2019年3月提交的医疗索

赔中，只有0.2%与远程医疗有关；到2020年3月，这一数字上升到了7.5%。32 2020年疫情前的一项调查中，

三分之二的受访医疗从业者表示，“（普及虚拟医疗手段）主要推动因素包括消除各类监管障碍，如许可限制

以及“不同服务场地支付平等”实施限制等；同时在支付方式方面，还应对取得良好医疗效果的实践予以鼓

励。”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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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及企业有望迎来虚拟医疗领域投资及并购活动的增长。2020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医疗创新资金投入

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19%，达到创新高的91亿美元。34 2020年8月，Teladoc斥资185亿美元收购Livongo，
两家远程医疗行业巨头合二为一。35 未来远程医疗领域有望涌现更多并购活动，即使并不一定都能达到如此

规模。

视频问诊量的增长也可能会对其他行业产生影响。例如，电信行业将在虚拟医疗服务的广泛普及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虽然美国90%的成年人和73%的65岁以上人口都能上网，但这一上网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才能实

现视频问诊的全面普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上网水平与美国基本相当，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的居民上网

水平相对较低。

此外，为医疗监控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业领域也可能因视频问诊量的增长而受益。例如，虽然智能手表的销售

额在2020年下降至250亿美元，但预计到2024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640亿美元，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智能手

表在医疗领域的应用。36 这反过来将推动医疗保健行业的变革：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有望在未来五年将医

院成本降低16%。37 但可穿戴设备也需要合理使用。例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一款Apple Watch
可穿戴设备对于监测心房颤动确诊患者非常有用，但由于此类疾病假阳性率很高，因此该设备在筛查假定健

康人群方面的功能会大打折扣。38 

如今已不再会有医生带着黑色公文包上门服务。但得益于视频问诊的出现，患者现在又可以在家接受医疗服

务了。虽然视频问诊或许永远无法完全取代当面咨询，但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诊形式将得到合

理应用和广泛认可，变得像如今去诊室问诊一样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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