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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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职业培训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IT职业培训行业相关概述、中国IT职业培训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IT职业培训行业的

现状、中国IT职业培训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IT职业培训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

中国IT职业培训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IT职业培训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

投资IT职业培训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T与互联网技术职业培训是IT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及对IT人才需求拉动下最为繁荣的市场之一

。IT与互联网技术职业培训通常侧重于培训包括编程语言培训、软件开发培训及计算机设计

培训在内的主题。

 目前，IT培训市场竞争格局相对分散，龙头市占率不足10%。IT技能培训领域的竞争格局可

分为三大梯队                           第一梯队             全国性龙头培训机构             以达内科技为代表，市

占率约8.8%，这类企业一般规模较大，师资力量雄厚，渠道能力强，具备一定品牌效应，占

据全国中高端培训市场较大份额                               第二梯队             域性龙头机构             这类企业

规模适中，渠道能力不及第一梯队，但部分课程内容具备一定优势，代表企业包括传智播客

、火星时代、翡翠教育等                               第三梯队             地方性中小培训机构             这类企业

一般体量较小，数量较多，但在课程内容、渠道、师资等方面均不占优势。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IT职业培训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3年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10226亿元，到2018年增长到了20960亿元，到2019年增长

到了23142亿元，近几年国内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情况如下图所示：

                                 时间   中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情况(亿元)   增速（%）     2013年   10226   　  

  2014年   12042   17.76     2015年   14243   18.28     2016年   16190   13.67     2017年   18567   14.68     2018

年   20960   12.89  2019年2314210.41

 报告目录：

 第一章 2019年世界IT职业培训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世界IT职业培训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世界IT职业培训行业特点分析

 二、世界IT职业培训市场需求分析

 第二节 2019年全球IT职业培训市场调研

 一、2019年全球IT职业培训需求分析



 二、2019年全球IT职业培训产销分析

 三、2019年中外IT职业培训市场对比

  

 第二章 我国IT职业培训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节 我国IT职业培训行业发展现状

 一、IT职业培训行业品牌发展现状

 二、IT职业培训行业消费市场现状

 三、IT职业培训市场消费层次分析

 四、我国IT职业培训市场走向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IT职业培训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IT培训课程大致可分为：软件开发类培训、网络推广类培训、网络运维类培训、软件测试培

训、游戏开发类培训及新兴起的大数据技术培训和人工智能培训等。IT培训更注重实践，在

教学过程中与实际项目相结合，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学员的专业技能，从而达到降低

行业准入门槛的目的。

 IT职业培训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历经四个不同的业务类型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基础职业技能培训的逐渐普及             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电

脑和计算机知识开始普及，此时主要以掌握计算机基本操作、办公软件、网页制作、多媒体

制作等的使用技能为主的基础职业技能培训。随着国内信息化建设与IT技术知识的普及与提

高，由于学习者很多在学校或通过自学可以获得此类知识，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对这类培

训的需求基本消失。                               第二阶段             IT(厂商产品)认证培训开始兴起             上世

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建设时期，包括思科（CCNA、CCNP）、惠普公司（HP）、IBM公司

、SUN公司及微软公司（Microsoft）等厂商都推出了与自身业务高度相关的人才认证培训。

这些由国际互联网公司推出的资格认证一度是当时迈入高薪行业的敲门砖，但其本身的局限

性限制了厂商认证培训的市场化进程。此类培训缺乏与学习者及企业的沟通，限制了它的培

训内容不能够及时更新和根据市场所需来设定课程。同时，这类培训门槛相对较高，要求学

员有一定的技术和理论基础，不适合为就业或转行或晋升而参加IT培训的人群。特别是随着

大量真正从事IT职业培训机构的日益增多，厂商认证已经不能独当一面，成为吸引人们参加

培训的重要卖点了，而是渐渐成为培训机构的附属品，风光不再。                               第三阶段     

       IT职业培训开始独立出现，&ldquo;软件蓝领&rdquo;模式风靡市场             二十一世纪初期

，职业培训作为独立于厂商产品之外的培训开始出现，培训内容包括以培育&ldquo;软件蓝

领&rdquo;为主的软件课程或以培育&ldquo;网络工程师&rdquo;为主的网络课程等，这类培训

以培养学员在软件或网络某一方面的技能从而顺利就业为最终目的。这一期间较具代表性的



包括北大青鸟引进印度IT流水线人才培养模式，以培育&ldquo;软件蓝领&rdquo;为核心理念，

凭借重金打造的&ldquo;标准化&rdquo;，实行连锁加盟模式，迅速占领IT培训市场。但这一模

式的弊端在于所培养出来的IT学员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当时的IT行业市场环境。&ldquo;软件蓝

领&rdquo;这一概念能很好地适应&ldquo;软件外包&rdquo;高度发达、IT行业高度精细化分工

的印度市场，但并不能融入当时处于发展初期而更需求高素质综合IT人才的中国市场。照搬

印度模式最终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土壤，加之连锁加盟高速扩张的品控难度较大，这一模式

逐渐退出市场。                               第四阶段             独立的IT职业培训愈发成熟，订单实训逐渐成

为主流             目前，订单式实训逐渐被IT培训机构大量采取。培训机构和人才需求企业签订一

系列人才输送及人才培养协议，培训内容根据企业需求来设计，课程设置实践性强，强调学

员的动手操作能力，采取&ldquo;以需订产&rdquo;完全市场化的招生和人才输送方式，开展订

单培养，以就业为导向培养企业所需人才，是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为根本目的的新型人才

培养模式。                

 一、2019年IT职业培训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二、2019年IT职业培训行业发展情况

 第三节 2019年IT职业培训行业运行分析

 四、2021-2027年IT职业培训行业发展机遇分析

 五、2021-2027年IT职业培训行业利润增速预测

 第四节 对中国IT职业培训市场的分析及思考

 一、IT职业培训市场特点

 二、IT职业培训市场调研

 三、IT职业培训市场变化的方向

 四、中国IT职业培训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五、对中国IT职业培训产业发展的思考

  

 第三章 2019年中国IT职业培训市场现状分析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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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2019年我国IT职业培训所属行业绩效分析

 一、2019年行业产销能力

 二、2019年行业规模情况

 三、2019年行业盈利能力

 四、2019年行业经营发展能力

 五、2019年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章 中国IT职业培训行业消费市场调研

 第一节 IT职业培训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一、IT职业培训市场的消费需求变化

 二、IT职业培训行业的需求情况分析

 三、2019年IT职业培训品牌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第二节 IT职业培训消费市场状况分析

 一、IT职业培训行业消费特点

 二、IT职业培训行业消费分析

 三、IT职业培训行业消费结构分析

 四、IT职业培训行业消费的市场变化

 五、IT职业培训市场的消费方向

 第三节 IT职业培训行业产品的品牌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一、消费者对行业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二、消费者对行业产品的品牌偏好调查

 三、消费者对行业品牌的首要认知渠道



 四、消费者经常购买的品牌调查

 五、IT职业培训行业品牌忠诚度调查

 六、IT职业培训行业品牌市场占有率调查

 七、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调研

  

 第六章 我国IT职业培训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分析

 第一节 2019年我国IT职业培训行业市场宏观分析

 一、主要观点

 二、市场结构分析

 三、整体市场关注度

 第二节 2019中国IT职业培训行业市场微观分析

 一、品牌关注度格局

 二、产品关注度调查

 三、不同价位关注度

  

 第七章 IT职业培训行业上下游产业分析

 第一节 上游产业分析

 一、发展现状

 二、发展趋势预测

 三、市场现状分析

 四、行业竞争状况及其对IT职业培训行业的意义

 第二节 下游产业分析

 一、发展现状

 二、发展趋势预测

 三、市场现状分析

 四、行业新动态及其对IT职业培训行业的影响

 五、行业竞争状况及其对IT职业培训行业的意义

  

 第八章 IT职业培训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

 五、客户议价能力分析

 第二节 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IT职业培训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2019年IT职业培训行业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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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9年IT职业培训主要潜力品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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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IT职业培训行业发展机会分析

 第四节 IT职业培训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第十章 重点IT职业培训企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达内科技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

 第二节 火星时代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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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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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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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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