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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

“生得优，活得长，不得病，少得病，病得晚，提高生命质量，走得安”是“大健康”通

俗易懂的解读方式。其追求不仅个人身体健康，还含括了心理，精神，生理，社会，环境，道德

等方面的全面健康。

消除亚健康，专注预防，解决问题根本是“大健康”所有分支的共同使命与发展方向。

心理健康，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产业介绍

心理健康是大健康产业的重要分支。与其他分支相同，心理健康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大众

认为急需解决的，像骨折、癌症等“传统健康问题”。虽然许多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心理问题会对

自己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从科学的角度上分析，心理问题与其他“传统健康问题”一样，

恶化到一定程度后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

心理问题可以通过药物治疗，也可以通过心理咨询解决。心理咨询及其相关项目为本分析

报告中所分析的对象。

心理咨询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并企求解决问题的求询者提供

心理援助的过程。需要解决问题并前来寻求帮助者称为来访者或者咨客，提供帮助的咨询专家称

为咨询者。来访者就自身存在的心理不适或心理障碍，通过语言文字等交流媒介，向咨询者进行

述说、询问与商讨，在其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共同的讨论找出引起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问题的

症结，进而寻求摆脱困境解决问题的条件和对策，以便恢复心理平衡、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增进身心健康”。

心理疾病分类

感觉障碍、知觉障碍、注意障碍、记忆障碍、思维障碍、情感障碍、意志障碍、行为障碍、

意识障碍、智力障碍、人格障碍。

解决方式

心理医生协助治疗（一般/重度患者）

自我调节（轻度患者）

心理咨询行业同过患者的经历进行解释：

从一般/重度患者的经历来看心理咨询业：

逐渐产生心理问题 ---> 有意识并主动上网查询资料/无意识，他人提醒 ---> 主动/

被迫了解心理治疗 ---> 深度接触不同医生/诊所 ---> 治疗

“逐渐产生自身心理问题”

大多数患者会因人际关系，家庭矛盾，自身不足等原因产生心理问题。在问题产

生之后很多患者并不一定能够认识到自己心理上的问题。有意识之后也不一定有意地，

甚至拒绝去解决问题。

大众对心理健康没有深度的认知以及对心理治疗的抵触是目前中国心理治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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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率低的根本原因。

“有意识并主动上网络平台查询资料/无意识，他人提醒”

当然，也有部分患者会主动，不完全抵触地去解决自身心理问题。大多数人的第

一步是打开浏览器或其他网络平台搜寻相关话题讨论，寻求帮助。

对自己无意识的患者最终是需要他人提醒，从而产生意识以及去解决问题的目标。

“主动/被迫了解心理治疗”

心理问题较严重的患者在互联网平台了解完相关话题之后很大程度上会因不同

“网友”或者权威人士的提醒之后继续了解心理治疗。

一部分自身对其抵触的患者也会因他人，尤其家人的影响被迫了解心理治理。

“深度接触不同医生/诊所”

做完基本了解之后会深度接触不同医生或诊所，从而进一步地寻求帮助。深度接

触的方式包括浏览具体网页，打电话咨询，以及预约医生进行初步诊断。

“治疗”

与医生进行具体化的治疗。

从轻度患者的角度/经历来心理咨询业（患者通过不同平台，方式解决问题）：

逐渐产生轻度心理问题 ---> 有意识并主动作出反应 / 无意识，他人提醒 / 无意识

地生活 ---> 治疗

“逐渐产生轻度心理问题”

产生问题的原因的种类与其他患者相同，但是对患者的影响更小。轻度心理问题

相对于一般或重度问题更难发现。更多的患者会无意识地继续正常生活。但是轻度心

理问题会以看不到的方式负面影响着患者。不管是自身态度，还是与他人相处的方式

都在逐渐向负面发展。

“有意识并主动作出反应 / 无意识，他人提醒 / 无意识地生活”

大多数轻度患者在网络平台所查询的资料与其他患者有所不同。他们不一定会有

意识的查询心理学相关的内容。相反，像“如何从上一段恋情走出来”，“压力太大

怎么办”等问题是这些患者所查询等内容。百度，抖音，知乎，微博，微信公众号，

甚至书籍都是一些常用的寻求帮助的平台。先前对问题没有意识的患者在他人提醒下

也会搜索相关内容。

更多的人也会有意或无意的不去解决问题。

“网抑云”是一个最近流行的网络用词。很多使用网易云音乐的用户会因系统推

荐算法随机的或者有意的去欣赏悲伤歌曲，阅读歌曲评论。很多人会联系到自己的情

感经历，最终会更加的悲伤，“抑郁”。许多用户因为这件事调侃网易云音乐为“网

抑云音乐”。这个词也侧面地反映出许多轻度患者不直接的解决问题方式（失恋的人

会听不同歌曲去寻求同感，发泄情绪）。

“治疗”

阅读在上文中提到的不同平台中的文章并吸取经验是一个非常普通，价格低的心

理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在其他非心理问题的问题上，如“如何撰写一份行业

分析报告”等）。大部分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心理治疗的方式不同

一般/重度患者与轻度患者所采用的心理治疗方式有所不同。传统心理咨询行业（心理

医生与患者单独进行咨询，治疗）只服务于对心理健康看重，或心理问题极为严重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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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部分患者的数量并不能支持类似其他行业的独角兽公司的发展与存在。中国大部分

轻度患者所带来的商业机会与利润被非心理行业的公司所占有。但是传统心理咨询业与其

他不同平台，如情感公众号等，并不是互相替代的产品。两者现在服务的目标人群有重叠，

但未来行业更完善之后会服务不同的人群，都有存在的必要。

国外（美国）心理治疗行业分析

拿美国为例，心理医生坐诊的私人诊所是心理咨询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大众对心理

健康的重视度相比中国更高，因此，行业整体经营环境更健康。但是更多的是地区性垄断，并没

有出现全国性的独角兽公司。

根据世卫组织报道，美国每十万人里有 100 名心理健康工作者，虽然与阿根廷等心理健康

发展强国的每 10 万人 200 名心理工作者相差很远，但是美国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可借鉴的。

Two Chairs (传统心理咨询业代表企业之一）

Two Chairs 公司心理咨询的方式非常传统。病人通过网上测试，匹配之后去线下诊所进行治

疗。和其他心理咨询诊所不同的是，Two Chairs 极其注重线下治疗场所的环境与心理医生的专业

水平。其核心企业目标是“每个转角都能感受到人性的关怀”(With human touches at every

end.) 。Two Chairs 也会有专业的团队

帮助患者解决所有与保险有关的问题，

一个很普遍，但又很让患者头痛的问

题。不难看出，Two Chairs 的目标就是

打造旧金山湾区(the Bay Area)最好的

高端线下心理咨询诊所。美国传统线下

心理咨询诊所因为美国大众对其需求

的原因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此公司最近一轮融资为 2019 年 8

月 B 轮的 2240 万美元。从 2019 年二月

起共收获 3 轮融资。

美国心理治疗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线上心理治疗

虽然美国许多人已经习惯甚至更喜欢去线下的诊所进行治疗，但是把线下进行的治疗

搬到线上是一个大趋势。很多企业选择整合全国心理医生资源，把这个认定为企业的最核

心的目标。当客户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心理医生后会通过线上会议平台进行治疗。

美国线上心理治疗领域也是一场混战。许多人都认为心理治疗行业不应该受地区限制，

所有人都该有机会接触到好的心理医生。把心理治疗带到线上低成本的实现了该目标。

这个目标本身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所以如果行业内做相关工作的企业没有更创

新，更具革命性的改变之前这些公司并不会有很大的潜在商业价值。

Talkspace

一家位于美国纽约市，专注线上心理咨询的公司。Talkspace 按照“接受患者信息- 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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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 治疗”(Intake - Matching - Therapy) 的逻辑提供服务。其核心价值观为“把心理咨

询变成每个人都能花得起，找得到的业务”（make therapy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to

everyone）。

公司共有 120 位雇员，并没有上

市。最近一次融资为 2019 年五月份的

5 千万美元 D 轮融资。该公司从 2012

年五月份起共收获 9 轮融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 PitchBook 网站

上 显 示 ， 其 主 业 为 通 讯 软 件

(communication software)。Talkspace

看到了线上心理咨询未来市场体量的

潜力，同时也看到了其商业的局限性。

商业侧重点并不是网站上宣传的线上

心理咨询，而是自家的通讯软件。

心理治疗 app

与传统线下/线上心理治疗不同的是，心理治疗应用程序更具创新，但大多数并不是传

统心理咨询的替代品。心理咨询所服务的目标人群的病情不会轻易的通过线上应用程式而

好转。同理，线上应用程序所服务的目标人群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心理咨询所改善自己的病

情。

美国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健康与健美(health & fitness)前三十款应用中，有 6

款是有关心理治疗的。这 6 款应用程序的种类可分为3 种。第一种为以 Replika 为代表的“机

器人陪聊”。使用大数据与 AI 来打造一位用户想进行倾诉的对象。

此应用利用心理治疗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倾诉”,来解决许多

人“心理空虚”,“需要关怀”等问题与需要。其机器人的特性进一

步地为用户产生了一种“安全”的聊天感觉与环境。用户可以口无

遮拦地进行沟通，不用担心沟通的内容会被他人泄露给第三者。这

种通过打造虚拟朋友的解决方法并没有被广泛的接受。许多人认为

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甚至会使用户过多的依赖虚拟世界，最终带

来负面影响。认为能够通过虚拟现实解决心理问题的人表示只要能

够达到用户的需求，这个应用就是成功的。虽然 Replika 在美国苹

果应用商店健康与健美排名中位列第一，但是不难看出这种解决心

理问题的方式，和其他虚拟现实应用一样，备受伦理道德等问题困

扰，前景并不明朗。

第二种是针对不同心理问题提供特定的解决方案。Headspace 是这种应用里做的最火的

之一。用户需要回答不同问题，应用程序会通过算法与数据库反馈用户。这类应用会更有

针对性的去解决不同问题。Headspace 也会通过用户社区使用户找到相同点的朋友，更加依

赖此软件。

最后一种是针对大部分轻度患者提供的更大众化的解决方案。大部分轻度患者都具有

相同的问题，如压力大，睡眠质量差，无法集中注意力等。深呼吸，冥想，每天记录自己

的心情等可独立进行的治疗方法可以有效的去解决许多大众化的问题（苹果手表上的

breath 也有同样的功能）。

值得提出的是，这几款应用都没有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相反，都在提供一些辅

助练习的指导。每个软件都有其独特的服务。Calm 的特点是有不同明星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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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space 的社区打造更好。Meditate 的场景更针对，功能性更强一点。但是这几款都大同

小异，并没有达到风靡一时的流量水平。

这几款应用程序的盈利模式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用户如果想升级到更有效的治疗方

案，需要订阅。价格不等，平均在每月 70 人民币（10 美元）。

中国大陆心理健康市场分析

需求

社会以及文化原因导致很多中国大众并不认同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一部分人甚至因为怕他

人嘲讽拒绝进行心理咨询。心理问题似乎是许多中国人不想面对的问题。大众对心理咨询的偏见

是心理健康行业难发展的根本原因。根据世卫组织预测，中国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在 2 亿-3 亿左

右，但是真正对心理咨询有需求的人少之又少。

细分中国市场

专业心理咨询

注重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对心理健康有高追求，疾病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客户。可分

为线上与线下。中国线下心理咨询市场与美国一样，并没有像科技行业里苹果一样的独角

兽公司。更多的是像中欧国际这样业界内口碑不错，但是扩张速度慢的公司。线上心理咨

询市场有着极其独特的特点。价格透明，更方便，他人看不见的方式进行咨询等都是线下

咨询市场目前做不到的。正是因为这些特点，线上心理咨询市场正在逐渐打开。

“去心理化”的重度营销

与专业心理咨询不同，“去心理化”的相关课程会对大众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更多的

针对性。通常是以线上付费课程进行盈利。职场关系，谈判，两性情感，PUA（精神控制），

九型人格，潜能激发，情绪管理等都是一些大众日常所困扰，此类营销所解决的问题。

这些课程虽然看起来和心理治疗没有关系，但是其中所解决的很多问题都是源自用户

自身心理问题。这些课程并不会自称心理咨询课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用户在寻找课程时

不会选择去看一些默认用户心理有问题的课程。这种“去心理化”的重度营销很好的避开

了阻扰增长因素，也直接的给传统心理健康行业带来了冲击。

间接阻碍心理行业发展的因素

二次元/非主流/亚文化/算命/塔罗牌/游戏

相比“去心理化”营销，这些方面直观上看和心理咨询更不相关。但是这些新兴产业

能够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众心理上很常见的一些问题。

当今很多迷恋二次元的人很大程度上是想逃离现实世界。他们会认为二次元世界里的

所有方面都是美好的，都是现实世界无法达到的。现实世界所带来的压力更加的使迷恋二

次元的人无法自拔。很多人会承认这个想法，但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相反，有些人会引以为豪。游戏也有同样的功效。打游戏变成了很多人逃离现实世界的重

要方式之一。

必须要指出的是，阶段性逃离现实世界是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快感与放松的。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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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离之后能够更好的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自己的目标，但是那些完全沉迷于虚拟世界，或

者那些完全不想面对现实生活中压力的用户是需要心理治疗的。

塔罗牌与算命帮助人们预知未来。大多数人在不同阶段

都会遇到“怀疑自我”的一些困难。其中一部分人会去寻求

塔罗牌或者算命的帮助，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希望。在这里我

并不会讨论其科学性，但是很多人的确在玩塔罗牌或算命的

过程中寻找到自己走下去的方向与动力。这也是心理咨询所

要达到的目标。很多人在迷失人生方向之后并不会寻找心理

医生的帮助，反而会寻求一些另类的方法进行自我安慰。在

塔罗牌或算命的科学性得到验证之前，最理性解决问题的方

法之一应为心理咨询。然而大部分人会选择不理性的方法，

不想通过心理咨询去解决自己心理上的问题。

行业内专业人士的水平以及数量

行业内专业心理医生的数量是目前的问题之一。根据“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文章所报

道，“按照美国每 100 万人中有 1000 人（1000：1）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比例计算的话，中

国的心理咨询师尚有 47.6 万的缺口”。当然，如果按照当前对心理医生的需求来对比，中

国该市场的心理医生并没有太大的缺口。但是培养合格的心理医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

市场对心理医生的需求增加的同时，心理医生的数量也应相应的增加。

目前中国部分心理医生并没有接受系统性的培训。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执业证书取

消之前，考取执业证书并进入心理咨询行业非常容易。这也是导致目前部分医生水平低下

的原因之一。此问题的存在直接产生了对心理医生资源整合的需求。以壹心理，好心情为

首的线上软件很好的实现了对资源整合的目标。

线上心理健康平台，壹心理

“壹心理致力于打造一个心理学平台，聚集国内新锐心理学人，输出健康、科学的心理学

价值。在心理学中发现趣味，分享美好；为需要心理帮助的人提供在线解决方案，为心理机构提

供展示、推广及服务平台；用有趣、有爱、实用的表达方式为社会、组织以及每一个人提供有价

值的心理学服务”。

壹心理主要内容与服务

心理杂志：与心理专栏作者，高校，机构合作，为用户提供优质心理学咨询。

心理电台：温暖，治愈的心理 FM。

心理问答：专业咨询师在线免费解答问题。

心理测试：趣味性或专业测试。

心理咨询：连接患者与心理咨询师。

心理微课：通过在线直播，录播的方式讲解大众问题，如成长，亲子关系等。

EAP 服务：以手机为终端，为企业员工提供一站式的心理帮助。

壹心理很好的打造了一个线上心理健康社区。此公司并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咨询等专业性强

的心理健康塑造手段，它也通过创新的方法整合了很多有效的，能够帮助轻度患者的途径（心理

电台，心理微课等），把看似不亲民，很专业的心理治疗变成了人人可以保持使用的内容。这是

一个从心理健康内容角度上来说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也成功的帮助壹心理成为中国心理行业的

佼佼者之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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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心理通过收费课程以及咨询进行盈利。2019 年 7 月获得 1000 万美元的 B 轮投资，投资方

为枫海资本。

线下心理咨询

中国线下心理健康与咨询行业在体量上与美国等国家有差距，但是整体商业模式上相仿。

从中国国情角度分析，线下心理咨询业未来并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中国心理咨询市场的大部分潜

在用户会因为线上方便，价格透明，更私人等原因舍弃线下选项。当然，也会有一部分追求咨询

环境的特殊性，与心理医生的私人关系，专业性，高端性等线上做不到的特点的客户。这些都是

线上平台很难做到的方面，也是线下平台应该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大陆心理咨询业发展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心理咨询业有着稳健的增长速度。但是增长速度与其他行业相

比较比较弱，需要一些革命性的改变去增加其增长速度。

政府与政策

2015-2019 年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相关政策

时间 发布单位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15 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10 部门

《全国精神卫生

工作规划

(2015-2020 年)》

到 2020 年，70%以上的县(市、区)将设有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城市、农村普通

人群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 70%、

50%，在校学生心理健康核心知识知晓率

达到 80%。

2016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指出要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

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重点

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

2017 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宣部等 22 个部门

《关于加强心理

健康服务的指导

意见》

提出要大力发展各类心理健康服务，构建

服务体系，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人才培养等

要求和目标。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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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国家卫健委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指出当前我国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

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政府对心理健康建设，尤其是解决大众化的心理疾病（如焦虑症）是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虽然政府正在对职业心理医师的体系标准进行进一步的整改，但是目前国内整体从业人员的水平

不容乐观。

保险（美国 v 中国）

美国大部分心理咨询会被纳入医保系统。相比美国，中国只有部分医院的心理咨询诊

所被纳入医保系统。因此，进行心理咨询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项贵，又不必要的一项

活动。哪部份心理咨询应该纳入医保，哪些不应该也是心理咨询与其他传统医疗项目不一

样的地方。这些都是政府需要进一步跟进的问题。

大陆心理咨询行业能够通过商业手段/模式改变的部分

为什么强调商业手段？

任何治疗方式上革命性的创新肯定也会带来此行业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具体心理治疗的方

式与手法并不是“门外汉”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

宣传

上文中提到的中国市场问题的源头就是没有更多的人想进行心理治疗。我认为和目前心理

咨询业本身宣传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进行进一步的心理测试之前并不

知道自己的心理健康上的问题。这一部分人并不会主动的去接触心理健康行业，但是是大部分潜

在用户的情况。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增加大众对心理健康的认知，消除所有偏见。这个是问题的根本。

但并不是某个企业能够单独改变的，一定是与政府等影响力大的平台合作进行知识输入。改变认

知，消除偏见也不会是短期就能解决的，肯定是一个漫长而又艰巨的过程。

如果改变认知和消除偏见在短期内不可行的话，线上平台（壹心理等）可以通过商业手段

改变那些没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潜在用户，并且在短期内能够得到回报。增加曝光度是一个很老

套，但是管用的方法。不管是传统的广告牌，综艺节目上的亮相，还是制造关于心理健康正面的

舆论都会进一步的提升曝光度，增加用户数量。与其他非心理健康平台合作也是不同心理健康平

台应该选择进行的。比如在腾讯游戏里设置心理测评的任务，完成测评后可以得到专属皮肤；在

网易云音乐里增加相关专区等。也可以与学校，政府等机构合作，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升曝光，增

加潜在用户使用相关产品的可能性。

总体来说壹心理等线上平台把心理咨询相关的内容做的已经相对成熟，但是并没有很有效

的去宣传自己的产品与服务。主动追求潜在用户的使用，而不是等用户主动寻找帮助，是中国市

场需要的行动，因为很多人在做测评前并不知道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会主动了解这方面的

内容。

绩效教练（Performance Coach）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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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教练这个概念首先是由 SAC 资本的 Steven Cohen 提出的。他邀请了 Ari Kiev，一位体

育教练，来通过心理学的方法提升交易员的不同能力（市场波动期保持冷静等）。

中国现有的给企业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壹心理 EAP 服务），激励员工等项目与绩效教练有

着不太明显的本质差别。心理咨询服务与自称“企业的军师”等是解决企业员工现有心理上的问

题。绩效教练并不仅仅解决现有心理问题，他更重要的职责是通过心理学手段增强某些能力。这

个不同是现有很多自称绩效教练的公司所不明白的。绩效教练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工作，他需要与

客户进行长时间的合作。

美国众多公司，包括 PayPal, Bridgewater 等公司都有类似岗位来帮助员工进一步提升不同

能力。

在中国开拓这个市场并不容易，因为并不是所有公司都能够看到绩效教练所带来的效益。

但是一旦能够突破，这一定是个有利可图的行业。

总结

中国心理健康市场是具有无可限量的潜力的。像壹心理，好心情等公司已经打好了坚实的

基础，等待加速增长的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增长速度并没有完全打开，行业仍处于萌芽阶

段。大众对心理健康的不了解与偏见是目前增长面前最大的问题。在心理咨询服务的质量保证下，

哪个公司能够出色的推广心理健康，调动潜在用户，哪个公司就能掌握快速增长的先机。

本篇分析报告的不足

本篇报告并没有明确的数据分析。不管是市场的具体数值，还是不同公司的财务报表等，

都没有用来进行分析。我并没有很好的数据资源，这也导致了我只能从宏观，产品提供的服务等

角度去分析心理健康行业。

本篇报告的也没有包含进行实地采访，数据采集等需要与从业人员，患者接触所得的结论。

分析角度，分析深度，包含的内容等也都是我日后在听取不同建议之后所需要的改进的地

方。

最后，虽然我尽可能的把格式尽量保持清晰，有逻辑，但是分析报告的格式上也不一定符

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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