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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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小语种培训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小语

种培训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小语种培训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小语种培训行业的现状、

中国小语种培训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小语种培训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小

语种培训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小语种培训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小

语种培训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小语种，顾名思义就是相对英语这些应用面很广用者甚众的外语而言，只在少数国家应用

的外语语种。对小语种的定义一般有两种。而老百姓通常认为是指除联合国通用语种（汉语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外的语种。

     还有一种认为英语是通用语种，其它语种都是非通用语种，因此小语种的另一种定义就是

指英语以外的其它语种。按第一种定义统计，目前中国各高校开设的小语种约有30种。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小语种培训市场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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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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