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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中，教育又一次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热词。日益激烈的社
会竞争让家长们对培养下一代的付出更加迫切。随着学龄人群的不断增长，以
及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占比逐年上升。为了规范市
场，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政府对体制教育的监管更加严格。

而素质教育改革的推动，以及新一代父母观念的国际化，相对仍保有一定灵
活性的课外教育市场悄然兴起。一边是家长的增长需求，一边是教育产品的
不断丰富，中国课外教育行业过去数年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复合增长率，
未来发展前景可喜可贺。

思略特认为中国课外教育市场主要呈现五大趋势：父母参与程度的逐渐提
高，课外学习科目的日益丰富，科技手段应用的不断涌现，对STEM教育的
愈发重视，以及教育行业资金的大量流入。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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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课外教育市场正在经历高速发展，过去5年年复合增长率将近20%，未
来5年也有望保持17%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张（见图一）。

中国课外教育的五大趋势

图一
中国课外教育市场规模（单位：十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UBS报告，思略
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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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参与程度的逐渐提高

父母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在全球教育界都备受肯定。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显
示，家长如能参与早教，会极大帮助儿童建立稳定的情绪和健康的社交能
力。中国年轻一代的父母受国际化影响，也越来越认可并希望更多地参与到
孩子的成长教育过程中。

2017年国内某教育论坛曾对6300多名家长进行问卷调查，询问家长“是否曾
参与过孩子的课外教育”，近九成的家长都表达出极高的意愿。52%的家长
表示“曾参加过，而且非常有帮助”，37%的家长表示“没参加过，但是非
常想参与”。根据思略特2017年对部分一二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
和成都）的2-10岁儿童家长进行的深度访问，结果显示家长最青睐的教学手
法需要“包含深度亲子互动”以及“帮助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

家长参与课外教育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可以作为旁观者参加公开课、观
看孩子作为学员的成果展示会（如钢琴表演、空手道表演等），也可以作为
受教方参加家长课堂，还可以作为参与者在家对孩子进行辅导、共同参与亲
子夏令营或者在家校沟通平台上与老师和其他家长交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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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学习科目的日益丰富

中国课外教育按科目可分为七大类（见图二）。

1)注：不包括英语的辅导和
竞赛培训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券商
报告，思略特分析

随着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越发激烈，80、90后父母认为让孩子培养一门
独特的兴趣爱好可以让孩子更容易脱颖而出，从而能进好学校、选好工作。
同时，一些国外盛行的儿童学习科目也随着中国人观念的国际化而在国内悄
悄兴起。中国课外教育科目细分逐日呈现多样化。

• 认知类：从传统的日常生活技能、认知能力，拓展到国学、情商学习等

• 艺术类：从传统的钢琴、小提琴、芭蕾、绘画等，拓展到街舞、拉丁舞、架
子鼓、茶道等

• STEM类：从传统的奥数、头脑奥林匹克，拓展到数独、机器人、编程等

• 体育类：从传统的游泳、篮球、足球、乒乓球等，拓展到马术、空手道、高
尔夫、花样溜冰等

图二
中国课外教育科目分类

学前 小学 中学

认知 情商、社交力、创造力

艺术 音乐、绘画、舞蹈等

语言 1） 语言表达能力、多语种学习

棋类 国际象棋、围棋等

STEM 机器人、编程、3D打印等

体育 篮球、足球、游泳等

课外辅导和竞赛培训 语数外课外辅导、竞赛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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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手段应用的不断涌现

2017年中国教育科技市场规模达到将近2000亿人民币。科技水平的提升，推
动了课外教育行业的创新，也提升了教学质量。

优质师资得以突破地域限制：通过直播双师等模式，国际或中国其他城市的
名师可以远程参与课堂授课，新东方、学而思等已在部分线下教室配备了相
应的硬件，而斗鱼、映客等视频平台也在线上引入了名师讲堂等教育资源。

定制化教育得以实现：通过自适应式学习系统为每个学生设计相对应的学习
计划，国内一些领先玩家纷纷就此布局，如好未来对国际知名自适应学习平
台Knewton进行了战略投资，朗播网上线托福/雅思自适应学习系统，通过评
估学生能力，生成针对性学习方案。

教学过程得以更加生动：通过一些高科技（如3D打印、VR/AR技术等），具
现化学习目标，该领域吸引了众多科技公司跨界教育行业，如实现在VR场景
中和外国人对话练习口语的巧克互动，和主攻体感学习/交互的新节奏智能
科技等。

对STEM教育的愈发重视

2017年政府发布多项利好STEM教育的政策，如《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注重激发学生科学兴趣和创新意识，鼓励充分利用
各类社会科技教育资源，大力开展校内外结合的科技教育活动，继续推动素
质教育改革。各省市对此纷纷响应，如江苏省有243所学校入选STEM教育项
目试点，深圳市也计划利用当地丰富的科技公司资源来推行STEM为核心的
校内校外教育项目。宏观环境的重视，也让STEM教育逐渐走入课堂，如南
京一中就为提高班的学生开设了一门必修STEM课程，北京市也开始推行“课
后一小时玩转科学实践”等素质教育内容的活动。浙江省2017年甚至实行了
改革，将信息技术纳入高考科目。STEM教育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吸引了
众多创业公司投入其中，专注STEM的创业公司占整体教育类创业公司的比
例从2016年的4.6%迅速上升到2017年上半年的9.1%1。

1注：信息来源： 
http://36kr.
com/p/50832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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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交易数量

复合年增长率
2011-2015

+64%

市场规模

+74%

大多为天使轮或A轮

投资交易额 投资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教育行业资金的大量流入

不断上升的需求，持续利好的政策，使得投资人对中国教育行业大为看好。
中国教育投资规模在2011-2015年达到74%的复合年增长率，大多都为早期
介入（见图三）。

图三
2011-2015年中国教育投资市场规模（单位：十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Wind，恒生证
券，案头研究，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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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年增长率
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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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现有的教育公司选择通过并购来实现横向扩张，如新东
方收购湖南万婴连锁幼儿园开始进入幼儿园细分市场，又并购了斯芬克艺术留
学中心拓展艺术类教育业务，好未来收购考满分由此踏入留学考试培训领域。
其他领域的公司也试图通过收购来跨界教育行业。2016-2017年度交易规模排
名前五的教育并购包括四通水泥斥资45亿人民币收购留学龙头启德教育，以
及勤上光电20亿人民币全资收购龙文教育以及一家早教机构（见图四）。

图四
2011-2015年中国教育行业并购交易数量

资料来源：Wind，恒生证
券，案头研究，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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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教育五大趋势对教育企业的启示

细分领域的市场机会

更加多元化的科目意味着家长与孩子需要更专业的细分领域教育专家，以中
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国学也好，小众艺术和另类运动也好，都可以是未来发
展的方向。而其中潜力最大的莫过于与STEM相重合的机器人、编程等科
目，尤其是有竞赛或国际认证的科目。国内教育企业可以考虑与国外领先
STEM教育机构进行战略合作来取得先机，逐步培养并满足家长与孩子学以
致用的需求。

与跨界玩家携手合作

课外教育市场近两年迎来了众多互联网公司与财力雄厚的地产公司等跨界玩
家，现有的教育企业需要思考如何应对新的竞争态势，或考虑评估各自核心
资源，有针对性地取长补短，选择与跨界玩家合作来稳固甚至扩大在业内的
影响力。

结合数字化打开市场

一边是家长们迫切希望参与孩子的课外教育，另一边是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
将企业与客户的距离在互联网上缩至最短。教育企业该如何利用数字化平台
与家长直接建立联系加深优化用户体验，也会成为未来的竞争优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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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句老话，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在国家更加繁荣昌
盛，人民思想观念更加前沿国际的今天，这句老话反而历久弥新。课外教育
市场的发展空间也只会更加广阔。想要抓住这一浪潮，教育企业必须自问，
现有的产品线与教育质量能否满足不断增长且呈多元化趋势的家长及孩子需
求，而想要跨界的企业也需要更战略性地选择并购/合作对象，才能在竞争激
烈的课外教育市场中真正分一杯羹。

我们是谁？

—思略特，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一站式战略咨询

普华永道在2014年完成了对思略特的合并，融合百年的战略咨询经验以及普
华永道网络无可匹敌的行业和职能专长，为客户提供从战略到执行的整体解
决方案咨询服务。我们致力于为众多不同类型的教育行业客户在中国提供战
略制定、运营模式设计、审计及税收等一系列服务。过去一年曾为多家国内
领先教育企业或地产企业提供教育业务战略规划、教育产品升级转型、新市
场/产品开发上市以及跨行业收购并购等多项咨询服务。我们期待与更多公
司一起，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为孩子的健康茁长成长，共同奋斗。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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