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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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互联网+IT培训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互联

网+IT培训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互联网+IT培训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

的现状、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分析及中国互联网+IT培训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互联网+IT培训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IT培训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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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IT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推动，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正寻求与IT增值教育服

务提供商合作，以使其学生在就业市场的表现超越其竞争对手。自2014年至2018年，市场规

模自39亿元增至66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4.1%。受中国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未来会有更多

教育机构与服务提供商结成合作夥伴关系，这将推动市场于2023年达到148亿元，自2018年

至2023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7.5%。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互联网+IT培训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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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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电子商务产业、移动互联产业的发展及云计算技术在全球

范围内的推广，智能手机终端、移动应用、云管理、云物流、云手机等技术领域将产生巨大

的人才缺口，催生出更多职位需求，为IT职业培训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中国IT与互联网技术职业培训的市场推动因素                           1             中国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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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激励学生及在职专业人员定期获得额外培训。                               3             对雇员技能的要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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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案例四融资情况分析

 5.4.8 案例四商业模式评价

 5.5 案例五

 5.5.1 案例五基本信息分析

 5.5.2 案例五经营情况分析

 5.5.3 案例五产品/服务分析

 5.5.4 案例五盈利模式分析

 5.5.5 案例五渠道通路分析

 5.5.6 案例五合作伙伴分析

 5.5.7 案例五融资情况分析

 5.5.8 案例五商业模式评价

  

 第六章 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市场投资机会及建议

 6.1 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投资特性及风险

 6.1.1 互联网+IT培训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1）政策壁垒

 （2）技术壁垒

 （3）市场壁垒

 6.1.2 互联网+IT培训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6.1.3 互联网+IT培训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6.2 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投融资现状及趋势

 6.2.1 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投资现状及趋势

 （1）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投资主体结构



 （2）各投资主体核心资源分析

 （3）各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分析

 （4）各投资主体投资规模分析

 （5）2015-2019年主要投资事件分析

 （6）各投资主体投资前景分析

 6.2.2 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融资现状及趋势

 （1）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融资主体构成

 （2）各融资主体核心资源分析

 （3）各融资主体融资方式分析

 （4）各融资主体融资规模分析

 （5）2015-2019年主要融资事件及用途

 （6）各融资主体融资趋势分析

 6.3 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投资机会及建议

 6.3.1 中国互联网+IT培训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6.3.2 关于互联网+IT培训行业的投资建议

  

 第七章 中国大型企业互联网+IT培训投资布局分析

 7.1 相关上市公司&ldquo;互联网+IT培训&rdquo;投资布局

 7.1.1 企业一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互联网+IT培训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IT培训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2 企业二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互联网+IT培训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IT培训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3 企业三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互联网+IT培训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IT培训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4 企业四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互联网+IT培训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IT培训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5 企业五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互联网+IT培训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IT培训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 大型互联网企业&ldquo;互联网+IT培训&rdquo;投资布局

 7.2.1 阿里巴巴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IT培训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IT培训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2 百度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IT培训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IT培训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3 腾讯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IT培训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IT培训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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