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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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在线基础教育（K12）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

了在线基础教育（K12）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在线基础教育（K12）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

国在线基础教育（K12）行业的现状、中国在线基础教育（K12）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在线

基础教育（K12）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在线基础教育（K12）产业发展前景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在线基础教育（K12）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在线基础教育

（K12）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我国在线教育行业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长达十年的行业徘徊期；第二阶段

是2010-2014年，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这一阶段，行业内的创业热潮如火如荼；第三阶段

是2014-2017年，在线教育行业处于并购整合期。与之前的快速发展期不同，这一阶段的在线

教育以企业并购整合为主要特点。目前，行业处于高速发展期，大量投融资将以行业巨头为

主要目标，加码规模经济，并带动行业技术的快速革新。

     2014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规模仅998亿元，至2019年，市场规模增长至2046亿元，其年

复合增长率达20%。由此可见，市场规模扩张速度惊人！

     2019年市场总体表现为教育行业投资趋于理性，高额投资涌向较成熟标的，行业大趋势向

好。据统计，2010-2016年，行业投融资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至2016年，行业共计发生594

起投融资事件，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随后市场逐渐降温，教育投资市场趋于理性

，2016-2019年，行业投融资事件有所回落，至2019年底，教育市场共计投资共计发生506起投

融资事件，同比下降2.51%。可以看出市场对教育行业的投资已趋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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