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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在线学习产品购买行为

“‘双减政策’为K-12教育培训打上

• 消费者对在线学习平台的偏好

休止符，迫使大部分教育服务提

• 购买在线学习产品的重要影响因素
• 不同人群感兴趣的内容
• 消费者对在线学习的态度
如今，中国消费者的生活节奏迅速加快，日常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趋向碎片化。人们
借助数字化方式来学习如何更好地利用时间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新冠疫情导致人们

供商纷纷将业务重心转向成人教
育，带动成人在线学习市场加速
发展。消费者的在线教育需求主
要围绕职业发展和个人发展。有

的日常活动受到空间限制，并且由于不确定感与日俱增，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保持低

助于提升职场竞争力的课程和内

位，从而加快了在线学习的发展。

容备受欢迎，其次是发展个人兴

英敏特数据显示，有83%的被访者过去6个月购买过各种在线学习产品，表明消费者普
遍认可在线学习的价值。消费者最重视培养职场和工作上的能力（如软件技能），但

趣爱好。”
–

董文慧，研究分析师

他们也没有忽略其他生活追求，为个人兴趣而学习仅次于职业发展之后。在选择在线
学习课程时，消费者优先考虑内容质量，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者寻求更具参与
度的学习体验，他们对音频、视频和直播形式的课程越来越感兴趣。
在线学习市场云集了各大教育品牌和平台。消费者拥有广泛多元的在线学习平台选
择，并且尚未对任何平台建立忠诚度。该市场中的玩家正为了扩大和留住付费用户展
开激烈竞争。另一方面，拥有不同强项和竞争优势的玩家也有机会相互合作，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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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8: 抖音推出在线学习计划，2021年
公司与品牌
• 头部教育集团将重心从K-12转移到成人在线学习
• 成人在线学习平台加强专业内容布局
• 知识类平台进一步发力教育板块
数据9: 知乎考研付费课程，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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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和90后更渴望学习，而00后更在意学习体验
数据11: 过去6个月的在线学习产品购买习惯（按代际区分），2021
年
• 富裕消费者认真对待学习，一线城市高收入者保持阅读习惯
数据12: 在线学习产品的购买行为（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1年
数据13: 在线学习产品的购买行为（按个人月收入和城市线级区
分），2021年
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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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选择多元化的在线学习平台
数据14: 过去6个月使用过的在线付费学习平台，2021年
购买原因
• 职业发展居首位，但工作以外的自我提升也很重要
数据15: 购买线上学习内容的原因，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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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消费者更容易受到同辈压力的影响
数据16: 购买线上学习内容的部分原因（个人月收入区分），2021
年
• 高学历消费者的自主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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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7: 购买线上学习内容的部分原因（按教育程度区分），2021
年

数据18: 感兴趣的在线学习内容，2021年
购买考虑因素
• 时间灵活和性价比高驱动购买
数据19: 购买在线学习课程时的考虑因素，2021年
• 驻足观望者更注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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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0: 购买在线学习课程时的考虑因素，观望者vs购买者，2021
年
对在线学习的态度
• 消费者普遍认可在线学习的价值
数据21: 对在线学习的部分态度，2021年
• 质量是重中之重，互动性的学习体验则可以带来增值
数据22: 对在线学习的部分态度，2021年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 研究方法
•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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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敏特
英敏特是洞悉消费者需求、熟谙背后原因的专
家。作为世界领先的市场情报公司，我们对消费
者、市场、产品创新和竞争形势进行分析，提供
关于全球和各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自1972年起，
英敏特通过预测分析和专家推荐，让客户更快 做
出更优的商业决策。

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点击minte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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