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科技的未来
2021年全球创新企业投资额逾340亿美元，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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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亮点1

美国远程和线上线下结合医疗公司1

是硅谷银行的客户
2021年获风投注资的上市美国健康

科技公司是硅谷银行客户

$30
预计2021全年美国获风投注资的

心理健康公司融资额

注：1）私有公司统计范围仅限于美国获风投注资的公司。2）仅包括2021年募资额不低于500万美元的获风投注资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57%
获风投注资的美国健康科技公司2

是硅谷银行的客户

$320+
预计2021全年获风投注资的美国

健康科技公司融资额

$96+
2021年美国远程和线上线下结合

医疗公司的融资额

56%
由女性创建、获风投注资的美国
健康科技公司1是硅谷银行的客户

$43+
2021年健康科技公司12起

IPO总募资额

健康科技行业统计数据（亿美元）

硅谷银行市场统计

62% 50%
本报告反映的是2021年前三季度的数据。



投资情况

4



0

2

4

6

8

10

12

14

Q1'18 Q2'18 Q3'18 Q4'18 Q1'19 Q2'19 Q3'19 Q4'19 Q1'20 Q2'20 Q3'20 Q4'20 Q1'21 Q2'21 Q3'21

2021年全球健康科
技领域的投资额有望
突破420亿美元

2021年美国、中国和欧洲健康科技领域风投交易数量和交易额（亿美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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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前三个季度，全球健康科技领域投资额令
人震惊，共完成340亿美元投资，涉及1040宗交
易。2021年的投资规模更大、投资速度更快，仅
2021年3季度就完成了创纪录的397宗交易。2021
年，98宗大型交易的投资额2占总投资额的60%，
其中，Devoted Health以12亿美元的D轮融资额
位居首位，是健康科技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交易，与2019年（17宗交易占总投资额30%）和
2020年（43宗交易占41%）相比，2021年的大型
投资大幅增加。

尽管自2019年以来，健康科技领域的投资稳步增
长，但全球的疫情大流行推动了该领域风投交易
的空前激增。在辅助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的迅速创
新与应用方面，医疗健康行业面临与日俱增的压
力，因而大量资金纷纷涌入了健康科技公司。
2021年，辅助医疗保健是健康科技行业获注资最
多的领域，投资额占比达38%。

我们预测2022年将是又一个健康科技领域融资的
好年头，但我们预计，随着投资者将注意力从新
投资转向后续投资，健康科技领域投资的步伐将
放缓。

注：1）全球融资数据包含美国、中国和欧洲获风投注资的公司进行的私募融资。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2）大型融资是指融资规模不低于1亿美元的融资。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地理分布（亿美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美国 $83.77 $89.33 $127.93 $260.28

中国 $33.41 $13.88 $20.26 $49.12

欧洲 $7.09 $18.53 $17.29 $33.47

合计 $124.27 $121.74 $165.48 $342.87

健康科技

235%

交易数量 126 151 154 148 152 195 152 164 140 167 171 194 272 371 397

美国 欧盟中国

$32 $31 $37

$24
$29 $35 $28 $29 $33 $33

$49 $50

$102

$118 $123
2018–2020年季度平均投资总额 2021年季度平均投资总额

$34

$114



美国东北地区引领健康科技融资步伐，各地区2021年交易火爆

2021年值得关注的美国健康科技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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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中西部 东南地区东北地区 西南地区 落基山脉

2021年规模最大的交易

头部城市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湾区 $26 (123) $46 (129) $81 (161)

纽约 $13 (62) $21 (77) $64 (137)

波士顿地区 $7.56 (45) $18 (55) $33 (67)

芝加哥 $3.25 (23) $1.56 (14) $11 (9)

圣迭戈 $2.62 (18) $1.45 (5) $6.78 (13)

奥斯汀 $1.00 (10) $2.95 (10) $3.53 (16)

健康科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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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
18

2019 2020 2021

$3
2

$5
6

$1
00

2019 2020 2021

270

148

169

250

184

173

美国各地区健康科技领域投资额与交易数量
2019–2021年（亿美元）

6



各年度健康科技领域独角兽企业1

美国和欧洲，2016-2021年

7

在辅助医疗保健子领域
推动下，独角兽队伍继
续壮大

2021年，大量资本涌入健康科技领域，导致投资额打
破纪录，估值飙升。2021年前三季度，共有32家独角
兽企业诞生（投后估值超过10亿美元），比2020年全
年总数9家多出256%。随着资金以创纪录的速度涌入
健康科技领域，投资者关注那些准备打造更大平台、
在后疫情时代的线上线下结合医疗保健环境中，提供
全渠道医疗保健的辅助医疗保健公司。

健康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正获得越来越多非传统风
险投资机构（对冲基金和私募/成长型股权基金）的注
资，估值大幅提高。2021年，在非传统风险投资机构
的注资支持下，有12家健康科技公司成为独角兽。获
得非传统风险投资者注资的独角兽企业，其投后估值
中位数（19亿美元）是其他独角兽企业（15亿美元）
的1.3倍。

虽然估值升高，但我们观察到，尽管股票市场仍然完
全开放，私有健康科技公司并没有着急上市。这些公
司正在继续累积企业价值，以便在IPO时获得更高估
值。上市独角兽企业大多表现不佳，除了One 
Medical（+45%）和Health Catalyst（+92%）之外，
其他企业的股价都有下跌。所有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在合并或去壳后的股价也在下跌。

医疗机构运营

医疗导航

辅助医疗保健

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

保险临床试验赋能

用药管理
已上市公司

注：1）独角兽企业年份是指公司在私募轮融资时估值首次超过10亿美元的年度。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0年2019年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 年 2021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1年

被收购公司 已去壳公司



20%

16%15%

15%

按创始人性别比较各年度健康科技公司投资总额
（亿美元）
美国和欧洲，2017-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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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女性创办的公
司融资额达20%

经历了四年的缓慢增长，2021年女性创办的公司
的融资额比2020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虽然女性在
风投行业中的代表性仍然落后，80%的美国风投
基金没有女性合伙人1，但自2020年以来，头部健
康科技基金中的女性投资人2人数大增；9家基金
中有8家至少有一名女性合伙人，9家基金中有6
家至少有一名女性首席高管。

女性创办的公司获得投资排名靠前的子领域包括
医疗机构运营（占投资总额的24%）和辅助医疗
保健（13%）。2021年，Everlywell的投后估值
达到29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女性创办的健康科
技公司的投后估值最高纪录。

退出的健康科技公司中，性别多样性仍处于较低
水平；2015年以来退出的获风投注资健康科技公
司中，只有13%是由女性创立的。值得注意的是，
2021年，值得注意的有女性创始人的退出包括
Talkspace的去壳（4.14亿美元，2021年6月23日）
和Modern 生育被Ro收购（2.25亿美元，2021年
5月19日）。

未来的健康科技行业将有更多女性创办的公司，
女性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女性人才库持续扩大，
并越来越多地获得重用，而投资者继续采取措施，
缩小机构内的性别差距。

14%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1年值得注意的有女性创始人的公司
完成的融资3

$1200
$1000

$1800

$1300
$1100 $1200

2019 2020 2021

按创始人性别比较各年度健康科技公司A轮投前估值
中位数（万美元）
美国和欧洲，2019-2021年 2021年9月24日

融资额：$4000万
投后估值：$1.55亿

2021年5月5日
融资额：$1200万

投后估值：NA

临床试验赋能

2021年3月22日
融资额：$1.53亿
投后估值：$10亿

2021年9月19日
融资额：$2800万

投后估值：$5700万

2021年3月30日
融资额：$4000万

投后估值：$2.20亿

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

2021年5月26日
融资额：$4500万

投后估值：$2.95亿

1名以上女性创始人 无女性创始人

注：1) Axios 2021年调查. 2）头部健康科技领域投资者根据2020年以来对健康科技领域的新投资数量定义。3）列举了可以获得的融资日期、规模和投后估值数据。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2021年8月25日
融资额：$1.00亿

投后估值：$3.92亿

2021年1月29日
融资额：$1.40亿

投后估值：$8.05亿

辅助医疗保健

2021年3月23日
融资额：$2.00亿
投后估值：$29亿

2021年7月28日
融资额：$9000万

投后估值：$5.90亿

医疗机构运营

2021年6月30日
融资额：$5000万

投后估值：$5.50亿

2021年4月6日
融资额：$6500万

投后估值：NA

1名以上女性创始人 无女性创始人

$59$22

$17$7.59 $14

https://www.axios.com/vc-venture-capital-women-jobs-equality-board-a41ed51f-5b60-42a2-8a5b-e1f2ed7c88ba.html


亮点：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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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年美国和欧洲心理健康领域风投交易数量和交易额（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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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领域投资额预
计超过30亿美元

新冠疫情加剧了人们原有的心理健康问题，给已
经紧张的心理健康系统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在新
冠疫情期间，报告称罹患焦虑或抑郁症的美国成
年人人数增加了31%，对呵护心理健康的需求大
幅增加。需求与日俱增、线下面诊减少，都为心
理健康领域的辅助医疗保健解决方案提供了发展
机遇。

我们分析了专门从事心理健康解决方案的公司1，
以了解这一垂直赛道的市场规模。2021年，心理
健康领域里的辅助医疗保健公司获得创纪录的20
亿美元投资，这表明远程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心理健康解决方案被更多人接受，心理健康服务
的惠及率较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也有所增加。晚期
公司的平均交易规模从2020年的3000万美元大幅
增加到2021年的5000万美元。此外，越来越多的
资金涌入那些面向企业而非单个消费者的公司，
比如雇主、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因为这些公司
逐步发展自己的平台，医疗支出增加，客户群体
扩大。

自2019年以来，City Light Capital、Optum 
Ventures、What If Ventures、F-Prime Capital
和Greycroft一直是心理健康领域最活跃的风投机
构。

辅助医疗保健 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 医疗机构运营

投后估值逾10
亿美元† 数字疗法

医疗导航

心理健康

2021年值得关注的交易

注：1) 本分析不包括2021年（截至2021年9月30日）非专门从事心理健康业务的健康科技公司的60亿美元融资额。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

† †

† †

交易数量 投资总额

18年上半年 18年下半年 18年下半年19年上半年 19年下半年 20年上半年 20年下半年 21年下半年21年上半年18年上半年



111

26

21

15

9

$1.97

$0.43

Platform Point Solutions

2021年值得关注的专业领域交易

药物滥用 焦虑症/抑郁症 自闭症

2019-2021年美国和欧洲心理健康领域各适应症的
交易额和交易数量（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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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对“单点解决方
案”的兴趣增加
自2019年以来，对心理健康服务平台1类公司的投
资额占心理健康领域总投资额（30亿美元）的
61%。然而，近年来，投资者越来越关注提供心
理健康“单点解决方案”2的公司，2021年，这类
公司共获得11亿美元投资（占总投资额的38%）。
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每年药物过量造成的死亡
率从2019年到2020年增加了30%，在此影响下，
投资机构对药物滥用子领域的投资快速上升，投
资额从2020年到2021年增长到2.8倍。我们预测，
由于专业的心理健康公司在其重点关注领域里努
力提供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与成果，对这些公司
的投资将增加。

自2019年以来，心理健康公司的A轮融资投前估
值中位数（1000万美元）高于非心理健康公司
（800万美元）。我们预计，投资者将更加关注
早期心理健康创新企业，同时对晚期公司的投资
也会增加，为拥有可扩展产品和服务的成熟公司
提供资金，满足市场的迫切需求。此外，随着心
理健康越来越受重视、心理健康医疗机构数量的
持续减少，我们预测后疫情之下的投资将继续增
长。

注：1）平台是指为针对精神和行为健康状况组合的公司。2)单点解决方案是指专注于单一适应症或疾病的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2021年美国和欧洲A轮交易额和交易数量
（亿美元）

† 数字疗法

$29

$3.02

$4.73

$0.90

心理健康

药物滥用

焦虑症/抑郁症

正念和睡眠

自闭症

平台

$4.37

(29)

(8)

†

†

†

平台 单点解决方案



待观察领域：
女性保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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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 $1.27 $1.27 $1.37 $1.98 $1.45 $1.63
$0.40 $0.63

$2.21 $1.95

$2.86 $3.31

$6.40
$0.12

$0.66

$2.1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15-2021年美国和欧洲女性保健科技领域里各阶段2的风投交易额（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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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保健科技领域持续
发展，晚期公司不断创
新
“女性保健科技”这一概念由女性经期应用程序
Clue的创始人Ida Tin于2016年提出，指专注女性保
健的科技和科技赋能产品或服务。虽然女性人口数
占半，但女性保健领域的投资与关注度均不尽人意。

我们观察到，自2018年以来，女性保健科技领域的
投资稳步增长。2021年前三个季度，该领域的投资
额创下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超过2020年全年纪录
54%。平均交易规模在过去一年几乎翻了一番，从
1200万美元增加到2200万美元。逾70%的女性保健
科技公司由女性领导（CEO或创始人），而健康科
技公司中，只有19%由女性领导。

生育和妊娠子领域的公司首次在交易数量和交易额
方面位居女性保健科技领域首位。尽管2021年，对
专注于其他1治疗领域公司的平均投资额较前几年有
所下降，但交易数量增长了1.5倍。我们预计，随着
盆底疾病和心理健康等生育/妊娠以外的妇女保健领
域获得更多关注，这些领域内的公司也将获得更多
注资。

晚期女性保健科技公司获得越来越多注资，2020年
占该领域风投总投资额12%，2021年占比21%。我
们预计，随着该领域逐渐成熟，晚期公司的投资（C
轮以上）和退出交易将会增加。

各子领域1交易数量和交易额（亿美元）

生育和妊娠

平台

其他

2021年估值最高的私有公司3（亿美元）

($1.36, $3.10, 
$2.74, $6.65)

($1.36, $2.18, 
$1.94, $5.02)

($0.73, $1.87,
$0.91, $0.81)

平台 10

平台 6.12

平台 6.00

节育 4.02

节育 2.77

平台 2.76

生育 2.60

生育 2.25

平台 2.25

生育 1.50

$5.42

$10

$4.84

$3.32$3.60

$1.90
$1.02

注：1）其他公司专注于单一适应症，如心理健康、更年期、子宫/乳腺癌等。2) 新兴期是指A轮融资前和A轮融资，成长期是指B轮融资和C轮
融资，晚期是指D轮融资及以后。3）最高估值是指2021年私募融资的投后估值。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健康科技

2018年 2020年2019年 2021年

新兴期 晚期成长期



子领域趋势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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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技子领域的风投交易数量和交易额
美国和欧洲，2018-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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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额：$220亿
在医院或私人诊所之外
提供基础或专门医疗保
健服务

辅助医疗保健

总投资额：$176亿
提高医疗机构之间、医疗
机构与患者之间互动的效
率和准确性

医疗机构运营

总投资额：$92亿
加快药物发现和临床试
验数字化的解决方案

临床试验赋能

总投资额：$20亿
帮助用户获得药品并遵从
处方服药

用药管理

总投资额：$37亿
根据用户需求将用户引
流到对应医疗机构和/或
保险机构

医疗导航

总投资额：$46亿
向用户宣传健康的生活
方式和最佳医疗实践

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

总投资额：$48亿
为个人投保以及美国医疗
补助计划或联邦医疗保险
参保人群开发创新模式

保险

健康科技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2021年辅助医疗保健领先其他子领域，融资额达110亿美元

交易数量 总投资额（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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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领域最活跃的1投资机构

辅助医疗保健 医疗机构运营 临床试验赋能 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 医疗导航 总体

11 9 5 3 3 26

7 8 5 3 3 17

6 7 3 3 2 15

6 7 3 2 2 15

6 6 3 2 2 12

6 6 3 2 2 12

6 6 3 2 2 12

6 6 3 2 2 12

5 6 2 2 2 11

健康科技

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2020-2021年

注：1) 最活跃的投资机构根据投资机构作为新投资者参与交易的数量。*还有一些投资者虽然参与的交易数量相同，但由于篇幅限制而没有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 * *



深挖辅助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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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受访消费者表示，他
们未来会继续使用远程医疗，
60%的人表示对更广泛的远
程健康解决方案有兴趣。

2020年4月

66%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使用远
程医疗解决方案，而只有8%
的美国民众使用过远程医疗解
决方案。

2019年9月

2020年7月

美国出台《新冠疫情后远程医疗保
障》法案，保障远程医疗的进一步
普及。

2021年1月

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在医
疗通用程序编码系统（HCPCS）中增设代
码C2252，补偿通过纯音频等技术交付的扩
展服务。CMS提议2022年永久采用该代码。

2021年6月2020年3月1日

CMS扩大了远程医疗的医疗保险保障
范围，允许患者在任何地方，包括在
家接受远程医疗。

美国远程医疗利用率达到历史
最高点，占总就医次数的14%，
是2020年2月的78倍。

2022年以后

我们预测，未来3-5年，智能手
机将成为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
主要途径。

资料来源：《麦肯锡消费者医疗健康报告》、CMS Data、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Mental
Health

2020年3月20日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布新
政策，允许制造商扩大远程监
测医疗器械的使用。

辅助医疗保健

新冠疫情期间远程医疗的普及应用和美国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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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医疗保健风投交易数量和交易额（亿美元）
美国和欧洲，2019-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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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模式在后疫情
时代将继续存在
消费者和医疗机构对远程医疗态度的改善，以及推
动远程医疗广泛使用的监管政策优化，都推动辅助
医疗保健领域的投资创下纪录。充足的资金使远程
和线上线下结合医疗保健模式迅速扩张和演变。
2021年，对辅助医疗保健领域的投资飙升，季度投
资速度达到过去三年水平的3倍以上。仅在2021年的
前三个季度，融资额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10亿美元，
超过2019和2020两年的投资额总和（80亿美元）。

从2015年到2019年，远程医疗保健领域的A轮融资
投前估值中位数（800万美元）仍然高于线上线下结
合医疗保健领域（600万美元）。2020年和2021年，
两个领域的估值都在增长，但线上线下结合医疗保
健公司的估值如今超过了远程医疗保健公司的估值
（1500万美元vs1000万美元）。我们预测，线上线
下结合医疗保健模式将继续存在，对这类医疗保健
公司的投资数量和速度均将提升，公司的估值也会
提高。医患面诊逐步回归，但同时又有远程就诊的
需求，医疗机构将采用远程技术和面诊结合的方式
进行治疗。此外，受新冠疫情影响，新冠感染风险
人群不得面诊就医，这也将推动对线上线下结合/远
程护理领域公司的投资，从而通过远程监测使患者
居家便可获得医疗健康服务。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专注于为患者提供远程就医的医疗保健
服务

远程医疗保健
专注于提供医患面诊和远程医疗保健相

结合的医疗保健服务

线上线下结合医疗保健
专注于提供需要医患面诊的医疗保健服务

面对面医疗保健

辅助医疗保健

2021年值得关注的交易

交易数量 31 51 35 34 31 48 43 46 63 97 96

总投资额 2019-2020年季度平均融资额 2021年季度平均融资额

$9

$37

19年2季度 19年4季度 20年2季度 20年4季度 21年2季度

311%

19年1季度 19年3季度 20年1季度 20年3季度 21年1季度 21年3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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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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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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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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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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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4

67
($26)

72
($41)

26

12

美国和欧洲辅助医疗保健子领域交易数量和交易额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20

对辅助医疗保健解决
方案的需求继续占主
导地位

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辅助医疗保健领域已经完成
32宗大型投资交易，较2020年翻番，比2019年多了
9倍。投资标的一半以上（18宗）是远程医疗保健
公司（包括Noom、Ro、Hinge Health、Spring 
Health和Lyra），而12宗是线上线下结合的初级医
疗保健公司（包括VillageMD、Cityblock、Carbon 
Health和AllyAlign Health）。

自2019年以来，A轮交易前估值（1000万美元）和
交易规模的中位数（400万美元）已趋于稳定。然
而，2021年初至三季度，受辅助医疗保健公司股价
强劲表现的推动（Teladoc上涨567%，Oak Street 
Health上涨103%以及One Medical上涨45%），辅
助医疗保健模式继续引起投资者的兴趣。

2021年，辅助医疗保健领域专注于心理健康的公司
在总交易数量方面首次超过了初级护理公司。此外，
专注女性健康的辅助医疗保健公司所获的投资增长
了1.2倍。我们预测，辅助医疗保健公司将继续从初
级/紧急医疗保健模式演变到提供一系列服务的高级
单点医疗保健模式，从而实现远程辅助医疗保健与
消费者医疗保健体验的永久整合。我们还预测那些
已经证明实际有效的子领域，如心理健康和老年人
保健，将继续在远程领域进行创新。

A轮融资估值中位数
美国和欧洲（万美元）

2021年值得关注的交易
5000万美元至9900万美元 1.00亿美元至1.50亿美元 >1.50亿美元

注：1）平台医疗保健是指将初级医疗保健和专门医疗保健相结合的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 数字疗法

($1.52,  $2.12,  $4.70) 

($2.69,  $6.66, $15) 

辅助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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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亿美元至1.50亿美元 >1.50亿美元

$31
$41

$75

2019 2020 2021

88
($14)

151
($17)

85
($17)

136
($25)

145
($27)

204
($48)

医疗机构运营

2021年值得关注的交易

美国和欧洲医疗机构运营各子领域投资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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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运营领域推动
医疗健康行业数字化

2021年前三季度，医疗机构运营公司已获得75亿
美元投资，较2020年全年多83%，预计2021年年
底投资有望达到100亿美元。

新冠疫情导致许多面诊医疗保健公司紧急过渡到
线上线下结合的医疗保健模式，于是，医疗机构
运营公司数字化服务便赢得了发展空间，包括视
频咨询和与医疗机构的虚拟聊天服务。由于远程
医疗保健的使用率稳定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38倍，
因此，对医疗机构运营公司改善远程医疗健康服
务质量的需求将继续增长。

受新冠疫情影响，医疗机构暂停了基础服务以外
的和其他利润较高的服务，因为蒙受巨大的经济
损失，超过46%的医疗机构依赖美国薪资保护计
划贷款（PPP）等外部资金以维持业务。此外，
医疗健康行业面临着削减医疗支出的巨大压力，
预计到2028年，美国的医疗支出将达到6.2万亿美
元。随着医疗机构的工作重点转向恢复营收，我
们预计，专注于利用数据分流患者和简化操作，
从而优化医疗服务和减少整体支出的医疗机构运
营公司，将持续获得投资。

交易总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239)

(221)

(359)

工作流程优化

临床决策支持

临床决策支持

A轮交易后估值中位数
美国和欧洲（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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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07 102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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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20年InstaMed医疗健康行业支付趋势报告》、《麦肯锡行业报告》、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交易前估值 交易规模

2019年 2021年2020年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healthcare-systems-and-services/our-insights/telehealth-a-quarter-trillion-dollar-post-covid-19-reality


临床试验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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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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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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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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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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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亿美元至1.50亿美元 >1.50亿美元

2021年值得关注的交易

美国和欧洲临床试验赋能各子领域投资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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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赋能领域的投
资增长了１.5倍

从2020年到2021年，临床试验赋能领域的投资增长
了151%，增长率位居所有子领域之首。季度平均投
资额从3.48亿美元（2018-2020年）增长到2021年
的17亿美元，增长近4倍。晚期交易规模中位数从
2300万美元增长到5100万美元，同比增长122%。
投资额剧增的主要原因是临床试验赋能公司的主要
目标客户，即制药/生物技术公司，正在加码数字化
解决方案的普及应用，Flatiron和Ciitizen等最近完
成的收购证明了这一点。2021年，药物发现领域的
投资额首次超过了工作流程优化领域，达到29亿美
元。临床试验赋能领域里，完成最大规模融资的两
家公司是药物发现公司：insitro4亿美元的C轮融资，
XtalPi4亿美元的D轮融资。在2021年融资的54家药
物发现平台公司中，40%正在利用其平台开发自主
新药，高于2020年21%的占比。随着更多资金雄厚
的生物技术公司逐步采用数字化解决方案，临床试
验赋能领域有望实现大幅增长。我们预测，对临床
试验赋能领域的投资额将在2022年首次超过医疗机
构运营领域。

新冠疫情加速了移动技术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移
动技术公司能够降低研究成本，并为研究人员提供
高质量、准确可靠的信息。自2020年起，移动试验
公司所获投资增长了119%。

交易总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61)

(60)

(115)

药物发现平台

工作流程优化

患者招募

移动试验

正在开发药物资产

A轮交易后估值中位数
美国和欧洲（万美元）

($0.37,  $1.02,  $2.23) 

($0.82,  $0.95,  $4.00) 

$1200

$1100

$11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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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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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2 1 90

$1600

$1600

$1700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交易前估值 交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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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万美元至7000万美元 >7000万美元

美国和欧洲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各子领域投资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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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愈发重视精神健康，
引起投资者关注
新冠疫情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健康。因此，精神
健康正成为投资者极为关注的话题。事实上，在
2021年的健康和精神健康投资交易中，72%的投资
者是新投资机构，高于2019-2020年65%的占比。投
资者兴趣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投资规模的增加；
2021年，11%的交易规模超过了7000万美元，几乎
是2020年（占比7%）的两倍。

对精神健康的关注也扩大了人们对该领域的认知范
围，不仅关注身体健康，还包括正念、睡眠、营养、
心理健康和整体健康。2021年，平台公司获得了健
康和心理健康领域28%的投资，其次是营养公司
（21%）和心理健康公司（14%）。心理健康护理
需求增长，而医疗机构仍严重短缺，因此我们预计，
对心理健康公司的投资将会增加。

该领域的A轮融资估值中位数连续三年停滞在1200万
美元左右，2021年飙升至1700万美元。在新冠疫情
引发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之后，健康和心理健康
公司必须拓展平台，提升渠道多样性，更好的适应
市场需求。我们预测，随着健康和心理健康公司将
其提供的服务拓展到健康和心理健康领域之外，并
进入更多的临床医疗机构场景，它们将越来越多地
演变成为辅助医疗保健公司。

交易总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64)

(75)

(100)

2021年值得关注的交易

医疗教育

A轮交易后估值中位数
美国和欧洲（万美元）

($1.15,  $1.25,  $0.70) 

精神健康
和医疗教育

健康和精神健康

医疗教育

$900

$1000

$1300

$400

$400

$400

2019

2020

2021 $1700

$1400

$1300
8 1210 5 112

资料来源：《麦肯锡消费者报告》、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交易前估值 交易规模

2019年 2021年2020年



>9000万美元4000万美元至9000万美元

$8.11 $7.79

$16

2019 2020 2021

3

4

22
($5.31)

1

4

20
($7.04)

2

16

30
($8.78)

2021年值得关注的交易

美国和欧洲医疗导航各子领域投资
（亿美元）

24

保险机构匹配增长
842%，新冠疫情引起
保险损失增加
2021年，医疗导航领域的投资较2020年增长了
105%，而2019年至2020年则减少了4%。

对保险机构匹配公司（帮助患者了解自己的保险
或找到合适保险计划的公司）的投资较2020年增
长最多，达到惊人的9.4倍。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
导致了高失业率和相应的保险损失。仅在2020年
2月至5月，美国就有超过540万人因失业而成为
无保险者。2021年度，获最多注资的保险机构匹
配公司是Collective Health（2.5亿美元的F轮融
资）和Advise Insurance（1亿美元的A轮融资）。
尽管该领域的投资猛增，但交易规模中位数却从
1400万美元（2019-2020年）减少至2021年的
1000万美元。我们预计，随着不断发展和成熟，
保险机构匹配公司将会获得更大规模的投资。

自2019年以来，价格透明领域的投资一直在减少。
然而，许多医疗机构或保险机构匹配平台正在将
价格透明纳入其平台。随着患者对医疗健康行业
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预计这一领域将会增
长，因为自费医疗支出持续增加，医疗价格不透
明给患者造成的压力在2020年尤为突出。

交易总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29) (25)

(50)

A轮交易后估值中位数
美国和欧洲（万美元）

($2.41,  $0.67,  $6.31) 

($0.38,  $0.08,  $0.11) 

医疗导航

医疗机构匹配

价格透明

保险机构匹配

$1400

$1200

$400

$400

2019–
2020

2021

2 82 2 52

$1600

$180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2020年InstaMed医疗健康支付趋势报告》、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交易前估值 交易规模

2019年 2021年2020年



>1亿美元

$5.23

$5.93 $5.85

2019 2020 2021
1

7

7
($0.74)

11
($3.66)

4

2

8
($0.35)

11
($4.93)

1

6

9
($0.72)

7
($3.72)

4000万美元至9900万美元

2020–2021年值得关注的交易

美国和欧洲用药管理各子领域投资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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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需要处方药物交付

新冠疫情加速了由患者体验驱动的医疗保健趋势
的应用，包括用药交付。2021年，用药管理公司
Capsule Pharmacy完成3亿美元的D轮融资，这
是该领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交易；交易后估值
为12亿美元，该领域有史以来第一个独角兽企业
由此诞生。

有趣的是，A轮交易后估值中位数自2019年以来
大幅下滑（2019年2000万美元，2020年1300万
美元，2021年仅900万美元）。与之相应的是
2020年至2021年整体投资（5.93亿美元对5.85亿
美元）的减少。有可能是随着进一步数字化以及
为患者增设远程接触点，辅助医疗保健公司从而
开启了用药依从性管理（帮助患者坚持用药）。
此外，用药依从性领域的公司正不断将其产品从
单纯的用药依从性扩展到提供多种解决方案的更
大平台，从而成为医疗机构或辅助医疗保健公司。

2021年，药店福利领域只有一宗交易。然而，由
于新冠疫情导致患者资金紧张、医疗成本激增，
这一领域亟待创新。

交易总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26)

(25)
(23)

用药交付

用药依从性

工作流程优化

药店福利

2021年融资

A轮交易后估值中位数
美国和欧洲（万美元）

($0.67,  $0.34,  $0.84) 

($0.16,  $0.31,  $0.50) 

用药管理

$1400

$900

$600

$600

$400

$300

2019

2020

2021

$1300

$2000

$900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交易前估值 交易规模

2019 20212020



全球健康科技领域的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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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4

37

75

76

72

78

3

2

2

6

7

12

3

17

硅谷银行
子领域分类

发行价
（日期） IPO募资额涨跌幅5

+/-

保险 $39.00
（21年3月3日） $14亿 -55%

保险 $18.00 
（21年6月24日） $9.24亿 -49%

医疗机构运营 $26.00 
（21年6月24日） $6.06亿 210%

保险 $18.00 
（21年3月26日） $4.87亿 -11%

医疗机构运营 $18.00 
（21年7月23日） $2.34亿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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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创纪录，去壳交
易人气爆棚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下，健康科技公司的IPO窗口仍然
保持健康，2020年有7家公司上市，截至2021年三季
度有创纪录的12家公司上市。2021年，Oscar Health
（纽交所：OSCR）首次公开发行获得14亿美元融资，
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健康科技公司IPO。2021年
上市的健康科技公司，公开市场表现基本呈下跌状态，
这表明公开市场不愿意支付私有市场的高估值所带来
的溢价。然而，投资者乐于看到健康科技公司的IPO，
因为新冠疫情突显了健康创新的价值以及对远程和线
上线下结合医疗保健的需求。

通过SPAC退出的交易十分火爆，截至2021年三季度，
共有12家SPAC完成了去壳（2020年有三家SPAC公告
去壳，但均未完成）。2021年，去壳的公司在公开市
场融资逾43亿美元，按价值计算占整体健康科技IPO
市场的50%（加上PIPE融资的28亿美元额外资金）。
然而，这些公司在退出后的表现一直呈下跌趋势，而
且一直剧烈波动。自完成合并以来，去壳后公司的表
现中位数为-35%，除了Somalogic（纳斯达克：
SLGC）股价有6%的增幅之外，其他所有去壳后公司
的股价表现都呈现下跌状态。

我们预计，在2021年第四季度有所放缓的退出步伐将
在2022年上半年恢复，因为公司不断发展成熟，并能
在IPO之前展现2021年的全年业绩。

2021年全球规模最大健康科技公司IPO（美元）

健康科技

已完成的规模最大健康科技公司去壳交易
(交易后估值（亿美元），股价表现4)

全球获风投注资健康科技公司退出情况
（亿美元）

退出交易
退出所用时

间中位数
（年） 2

退出时估
值中位数

3

市值超过
IPO/SPAC
估值公司

比例4

2019年IPO5 7.7 $3.59 4/6

2020年IPO5 7.7 $8.31 6/7

2021年IPO 5.8 $8.19 2/12

2021年去壳 6.1 $14 1/12

注：1) 按去壳意向的公告日期排列 2) 是指从第一轮200万美元以上融资到退出日期之间的时间。3) 估值是指IPO或去壳时的交易前估值。4) 截至2021
年9月30日的价格。5)包含的公司不足10家。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73, -2%

$14, -51%

$45, -49%

$35, -23%

$14, -38%$16, -52%

$19, -55%

$39, -10%

$30, -16%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各年度全球健康科技公司并购、IPO和去壳交易1

(520)

(580)

(667)

(672)

(943)

(200)

(170)

并购 去壳2IPO ( ) 私募交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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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7

6

3

3

31

23

4

4

6

8

38

14

10

4

4

2

39

23

8

4

3

2

各子领域健康科技公司并购交易
全球，收购价格中位数（亿美元）

28

并购交易数增加，10
亿美元以上的大型并购
交易有两宗

2021年共有79宗并购交易，已经超过了2019年的
76宗纪录，收购价格也在上涨；交易规模中位数
达到创纪录的1亿美元，较2020年（8400万美元）
和2019年（4100万美元）大幅增长。2021年已经
有两宗10亿美元以上的交易（2020年没有）。
Headspace以30亿美元收购Ginger（远程辅助医
疗保健公司），One Medical以14亿美元收购
Iora Health（辅助线上线下结合医疗保健公司）。
2021年早些时候，Grand Rounds和Doctor on 
Demand合并，并更名为Included Health，合并
后的私有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

虽然医疗机构运营公司仍是并购的主力军，但辅
助医疗保健公司2021年的交易活跃度出现了最大
幅度的提高（+64%）。

2021年并购交易的增加进一步证明了健康科技公
司的整合战略正在垂直方向进行转型，为患者提
供持续性的护理与服务，或者在横向转型，为更
多的消费者提供平台解决方案。我们预计，随着
健康科技公司进一步加强平台，私有公司并购将
持续大量涌现。

2021年最活跃子领域值得关注的并购

医疗机构运营

辅助医疗保健

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

临床试验赋能

医疗导航

用药管理

($0.86)

($0.58)

健康科技

($0.131)

($2.00)1

($0.401)

($0.931)

注：1) 包含的公司不足10家。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辅助医疗保健医疗机构运营

2018年 2020年2019年 2021年1-3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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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私募股权基金收购机构

医疗健康行业收购机构

科技行业收购机构

收购机构类型 交易数量前三大子领域 并购交易数量 退出所用年数
中位数 收购价格中位数

远程/
线上线下结合医

疗保健

非医疗健康行业 医疗机构运营，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
辅助医疗保健 50 5.6 $5300万 3/1

医疗健康行业 医疗机构运营，辅助医疗保健，精神健
康和医疗教育 194 4.9 $6000万 47/6

私募股权基金 辅助医疗保健，医疗机构运营，临床试
验赋能 61 7.7 $1.68亿 2/7

全球各类型收购机构对健康科技公司的并购交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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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5%健康科技
公司并购交易的收购方
是医疗健康公司
2020年，并购交易有所下降，主要受新冠疫情爆发
以及坚挺的全球公开市场表现影响（截至2020年底
的平均涨幅为126%），公司纷纷上市，通过IPO获
得流动资金的途径更加有利可图。2021年，单点解
决方案医疗保健公司的合并增加，从而推动了并购交
易的增加。

由于在2020年和2021年通过大型融资募集了大量资
金，私有健康科技公司在2021年加快了并购的步伐，
通过与单点解决方案公司合并来拓展（垂直和横向）
产品供应，并促进业绩增长和营收规模。此外，投资
者在退出后能够返还资金给LP，进而也推动了并购
交易的增加。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我们预计到2021
年底将有90至100宗私有健康科技公司并购交易。

2021年，85%健康科技公司并购交易的收购方是医
疗健康公司，交易66宗，收购价格中位数为6000万
美元，创下纪录。近三分之一的医疗健康公司收购方
是健康科技公司，2021年前五大收购交易中，有四
宗交易的收购方为健康科技公司。

虽然私募股权基金的收购交易在2021年有所下降，
但我们预计，由于健康科技公司正在寻求增长型股权
合作伙伴以扩大其平台，该领域2022年的交易量将
增加。

2018-2021年各类型收购方并购情况

2021年4月27日
交易额：$5800万
收购方：Halma

2021年4月4日
交易额未公开

收购方： Care Switch

2021年1月28日
交易额未公开

收购方： Nuance

2021年8月25日
交易额：$30亿

收购方：Headspace

2021年9月1日
交易额：$14亿

收购方：One Medical

2021年3月1日
交易额：$9.36亿

收购方：波士顿科学

2021年7月2日
交易额：$2.30亿

收购方：高盛

2021年4月2日
交易额未公开

收购方：美国银行

2021年各类型收购机构值得注意的并购交易

健康科技

注：1) 非医疗健康收购方是指除医疗健康收购方以外的收购方。医疗健康收购方是指医疗健康行业的收购方。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非医疗健康 私募股权机构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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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交易描述
获风投注资的公司 至少有一家知名风投基金参与其私募融资，且募资金额不低于200万美
元的公司。
企业创投机构 对有风投支持公司进行投资的企业风投基金和母公司。
A轮投资 所有第一轮机构或企业风险投资，以及所有不低于200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不
论何种投资者）
退出所用年数 指一家公司完成第一轮融资到退出的时间。

辅助医疗保健定义
初级医疗保健 指医疗机构或持照保健教练为成年人（18岁至64岁）提供的预防性医疗保
健措施。
老人医疗保健 指医疗机构或持照保健教练为老年人（65岁以上）提供的预防性医疗保健措
施。
儿童医疗保健 指医疗机构或持照保健教练为儿童（18岁以下）提供的预防性医疗保健措施。
平台医疗保健公司 指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和专门医疗保健服务相结合的公司。
心理健康公司 指治疗精神失常和药物滥用的公司。
神经学保健 指针对疼痛、阿尔兹海默病、运动机能、自闭症、晕动病、防跌倒和选择性睡
眠障碍提供解决方案。
女性健康 指为妇女提供的生殖监测和初级保健。
胃肠疾病 指消化系统失常，如：肠道易激综合症。
数字疗法公司 指掌握经过临床验证的基于软件解决方案预防、管理或治疗疾病，并开始获
得FDA批准的公司。

子领域定义
工作流程优化 指医疗机构日常流程的自动化和/或整合。
临床决策支持 指帮助医疗机构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决定的解决方案。
药物发现平台 指数据驱动的药物发现。
移动试验 指去中心化临床试验。
健康和精神健康 指鼓励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用户不直接与医疗机构接触。
用药依从性 指坚持服药和用药追踪。
药店福利 指增加处方药获取渠道以及使处方药价格更实惠的解决方案。

收购方定义
医疗健康行业收购机构 指主营业务属于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行业的公司。
非医疗健康行业收购机构 指主营业务不属于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行业，且产品为科技赋
能产品的公司。

地理定义
湾区 指阿拉梅达、康特拉科斯塔、马林、纳帕、旧金山、圣马特奥、圣克拉拉、索拉诺
和索诺玛等县范围内的所有城市。
波士顿地区 指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剑桥和沃尔瑟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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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续）

心理健康定义
医疗机构 指内科医生、护士、药剂师和持牌理疗师。
患者 指由其医疗健康服务提供商订购健康科技解决方案的个人。
直接面向消费者 指直接获得健康科技解决方案的个人，该解决方案不需要医疗机构同意。
雇主/保险机构 指公司、医院、健康保险计划和保险提供商。
全渠道 指以下目标客户的组合：医疗机构、患者、直接面向消费者和雇主/保险机构。
焦虑症和抑郁症公司 指主要以治疗焦虑症和抑郁症为目标的公司。
药物滥用 指主要开发成瘾和药物滥用解决方案的公司。
正念 指主要从事整体健康状况改善和幸福感提高的公司，通常提供冥想指导、睡眠疗法和
压力调节等服务。
平台 指以治疗注意力不集中症、愤怒、焦虑、躁郁症、抑郁症、饮食失调、强迫症、创伤
后应激障碍、精神分裂症、睡眠、压力和药物滥用等心理和行为疾病组合的公司，也包括
心智健康和整体健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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