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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家保险公司纷纷推出百万医疗险

产品，这类高保额高免赔额的报销型医疗

险在市场上引起了很大关注。随着百万医

疗险的持续升温，保单赔付率的上升趋势

可能有些隐忧，保险公司有必要对其进行

密切监控。  

自 2016 年 8 月推出以来，高保额高免赔额的报销型医疗保险，

即百万医疗险，成为了国内最受欢迎的医疗险产品。在此之前较

长一段时间，报销型医疗险产品没有显著变动。百万医疗险取消

了之前产品的很多限制，比如医疗报销项目不再局限于医保目

录，任何超出免赔额的合理医疗费用都可报销。此外，百万医疗

险的年度保额也高于以往产品，并引入高免赔额使得用户能够以

较低的保费购买到高保额的报销型医疗险。  

百万医疗险在推出后短短两年半间，市场上已有超过 30 款百万

医疗险产品，据估计 2018 年保费规模达到了 100 亿。在市场

规模大幅增长的同时，保险公司关注到近期保单赔付率有上升趋

势，承保利润边际收窄，甚至部分主体已经开始亏损，也开始对

该产品的长期承保利润有所担心。  

根据我们的经验，包括百万医疗在内报销型医疗险赔付率期初逐

年攀升的现象在预料之中。我们将于本文讨论报销型医疗险赔付

率增长的现象及其驱动要素，同时提出相对应能够减缓该风险的

管理措施。 

                                                
1 明德英国医疗成本指南™是明德所有的基于英国真实医疗数据的医疗分析工具。 

报销型医疗保单期间赔付率上涨趋势  

当下互联网渠道的百万医疗险主要由财产险公司出售。财产险公

司通常预期赔付经验年度之间存在相似性，因此会通过当年赔付

率来对下一年进行预测，并以此来调整费率或核保条件。针对财

产险公司的大多数短期险业务这种做法都没有问题，比如车险，

在保费到达一定规模之后，当年的赔付经验被认为会较稳定地延

续到下一年。  

然而这样的管理操作不一定适用于报销型医疗险。对于新上线的

医疗险产品，赔付率在保单期初通常会有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

数年后才渐渐趋于平稳。如图 1 所示，同一个被保人业务组合

的赔付率随着保单年度增加而逐渐上涨。这张图是来自于明德英

国医疗成本指南™1（U.K. Health Cost Guidelines™）的分析结

果。我们在亚洲市场，例如新加坡和香港，也观察到了相似的报

销型医疗险赔付率上升的情况。 

图 1 中显示出在剔除了年龄上涨和医疗费用通胀等因素之后，

针对同一个业务组合，赔付额随着保单年度依旧会有较大幅度的

上升。根据保障项目的不同，产品赔付率在第六年趋于平稳之

后，可能会比新保单首年赔付率高出 10%到 60%不等。如果我

们考虑到每年新的被保人群体加入，保单整体赔付率趋于稳定所

需的年份则可能更长。 

自百万医疗产品推出的过去两年半时间，不少保险公司相继进入

该市场。随着保单年度往后推移，我们认为赔付率有继续增长的

趋势，相应地承保利润空间也会有所收窄。个别保险公司如果已

经出现了承保利润不佳的情况，则更需要密切关注。在接下来篇

幅中，我们将讨论诸多导致赔付率增长的因素。尽管部分保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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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其中一些因素有进行密切的监控，一些其他因素却可能还未

被所有公司意识到。 

图 1:  逐年赔付率相对比例图 

 
Milliman’s U.K. Health Cost Guidelines™  

 

 

核保有效性减退 (UNDERWRITING WEAR-OFF) 

购买医疗险产品时，大多数保险公司都会有核保流程，或进行全

面核保，如披露完整的既往病史；或进行简化核保流程，如填写

健康问卷或健康告知。保险公司会通过投保人提供的个人信息和

健康状况来决定是否承保、增加特定的除外责任、或者进行费率

调整。虽然各家保险公司的核保方式可能有所不同，通过核保审

核的被保人往往会有选择性偏差，即被保人在保单初期都较为健

康。随着时间推移，被保人的健康状况会有所改变，医疗费用也

会随着保单年度逐年上升，核保的有效性会逐渐减退。  

逆选择螺旋 (ADVERSE SELECTION SPIRAL) 

财产险公司在续保时常常通过提高费率或提升核保条件来将赔付

率控制在理想水平。但对于报销型医疗险，由于被保人和保险公

司的信息不对等，保险公司在续保时需要更为谨慎考虑这些手

段。如果保险公司打算通过提高费率来维持整个产品的承保利

润，更健康的被保人就有可能选择不续保，转而寻求价格更优惠

保障更全面的产品。与此同时，相对不健康的被保人可能认为很

难再从别家保险公司获得保障，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同一产品续

保。基于此，该产品会存留较多不健康的被保人，使得下一年度

医疗费用涨得更高，可能会需要进一步提高费率。这个费率上涨

的循环发展我们称之为逆选择螺旋，并且费率上调幅度越大，逆

选择螺旋的情况就会更严重。  

健康告知不一定准确 

由于财产险公司的百万医疗险产品现在大多在线上销售，往往只

需要填写健康问卷和健康告知来进行简化核保就可以投保。并且

在续保时，大多数保险公司也没有要求重新核保。投保人在填写

健康问卷和健康告知时不一定披露其完整的既往症和病史，有些

投保人甚至刻意隐瞒并以此来获得保障。  

当然保险公司有些做法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个风气，使

得投保人并未认真对待健康告知。例如一些保险公司在业务初期

可能误认为赔付率只有 30%左右，因此在当下百万医疗险保额

高速增长的同时会对一些不合理的医疗费用也进行赔付。除此以

外，我们注意到一些保险公司对既往症会进行通融赔付。 

近期，保险公司开始加强对健康告知的要求和对理赔的管控。一

些第三方数据也被用于核实健康告知的信息。  

人口结构转变和被保人群内部的交叉补贴  

报销型医疗险中某个年龄段的费率增长不一定完全反映了这个年

龄段的实际医疗费用增长。这是因为定价中过程中通常会考虑被

保人群内部的交叉补贴，年轻被保人群体的费率相对更充足，去

补贴年长被保人群体的实际费率不足。 

基于产品在线销售的模式，很多百万医疗险的被保人多数为年轻

群体。在购买的时点被保人还大多较为健康。如果未来没有足够

多年轻群体加入，整个产品业务组合的平均年龄会升高。当年轻

被保人群体的费率不足以贴补年长被保人群体的实际费用，整个

业务组合的保费充足度会逐渐降低，赔付率也会随之升高。 

其他因素 

我们认为还有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赔付率上升： 

 随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加入，市场竞争更趋激烈，价格战也

可能随之出现。新的保险公司在最初进入的时候，管理医疗险

业务的技能可能相对欠缺，有更大几率出现理赔欺诈的现象。 

 被保人在购买新保单初期都有逐渐学习的过程，熟悉理赔过程

和了解产品保障。百万医疗险也会经历类似的学习曲线，相应

的赔付率也有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尽管被保人可能更快熟悉

该产品的理赔，实际涉及的潜在赔款金额可能较大，被保人会

直接咨询保险公司某项医疗费用是否属于赔付范围，或者通过

周围亲友来了解产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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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通胀趋势 

除了随着保单年份进展赔付率逐年上涨的影响之外，医疗通胀趋

势也进一步挤压了承保利润空间。在现有的高医疗通胀率下，我

们需要充分了解医疗通胀的趋势影响才能有效控制百万医疗险的

赔付率。我们在本节讨论医疗通胀趋势的驱动因素。 

科技驱动医疗通胀 

药物开发的突破性进展、高成本医疗设备的采用以及新医疗技术

的不断发展推升了高昂的医疗成本。随着诊断技术的发展，以前

未确诊的疾病如今得以诊断并被治疗。这些都是导致医疗费用高

通胀的因素。  

免赔额的杠杆效应 (LEVERAGING EFFECT OF 

DEDUCTIBLES) 

免赔额的杠杆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医疗通胀对报销型医疗险赔付的

影响。与免赔额较低或无免赔额的产品相比，高免赔额的产品有

更高的净赔付额增长率，如图 2 所示。为简单起见，我们选取

了与中国市场医疗通胀率大体一致的数值， 10％。百万医疗险

通常提供 1 万元人民币的高免赔额，在此类高免赔额情况下，

净赔付额增长率将远高于医疗通胀率的 10%。 

图 2:  免赔额的杠杆效应 

免赔额 
第一年  

 

第二年 

 

净赔付额 

增长率* 赔付额 净赔付额* 赔付额 净赔付额* 

$2,000 $15,000 $13,000 $16,500 $14,500 12% 

$10,000 $15,000 $5,000 $16,500 $6,500 30% 

* 净赔付额指考虑免赔额之后的实际赔付额。 

 

先发制人，规避风险 

在承保利润空间有所收窄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需要系统地检视价

值链中每一个环节，以探讨如何能够领先市场一步、如何更好地

为医疗成本的潜在增长做好准备，以及如何积极地缓解其影响。 

现有的保险公司应密切监控赔付率，以确保保费充足度。相对于

监控业务组合的总体承保业绩，保险公司应采取颗粒度的监控措

施，如可以监控不同地理区域或不同职业的保费充足度，以获得

更多更深层的见解。此外保险公司也应该密切监控之前已经讨论

的下列一些因素： 

 基于不同年龄段的交叉补贴，保费充足度可能因为年龄和性别

有很大差异  

 保单久期  

 医疗通胀 

为了能够对更颗粒度的被保人群体进行保费充足度评估，保险公

司需要更准确地预测每个被保人群体的潜在风险，并运用多种数

据来源及更精细的预测模型。如果某个细分的被保人群的保费充

足率低于预期值需要上调费率，保险公司需要注意避免逆选择螺

旋的出现。如果情况不允许上调费率，保险公司也可以考虑提高

免赔额以达到同样目的。 

除了费率调整之外，保险公司还可以运用其他数据来源，通过更

好的风险选择及更有效的承保流程来提高承保利润。例如，有些

保险科技公司能够在被授权的情况下即时获取投保人的详细医疗

记录，这比起当前的健康问卷和健康告知对于投保人健康状况评

估将会有很大改善。 

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理赔管理来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报销，并与拥

有医疗数据的第三方合作来进行欺诈检测。采用机器学习和其他

人工智能（AI）驱动的技术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此外，保险公司还可以在管理被保险人健康状况和维护保单风险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被保人的运动习惯

提供折扣，或者提供更积极的预防性护理和体检等增值服务，这

不仅鼓励被保险人践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为保险公司维持良

好的保单风险。从长远来看，保险公司甚至可以考虑引进医疗管

理项目，包括通过病例管理来提供优质护理，或为患有慢病的续

保被保人提供疾病管理等。  

 

总结 

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推出百万医疗险，该产品近年来规模大

幅增长。然而该产品的承保利润边际却在收窄，这样的趋势可能

会一直持续下去。由此看来，保险公司将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积极

管理该产品，以期待百万医疗险在中国市场能够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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