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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在线教育发展历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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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期 探索期

美国三大MOOC
（大规模开放在
线课程）平台的
大规模融资刺激
国内在线教育新
一轮发展。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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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推出“全
球名校视频公
开课”，在线
教育向内容与
用户体验并重
发展。

在线教育元
年，互联网
巨头（腾讯、
网易、百度、
新浪）纷纷
入场布局。

在线教育
O2O模式的
快速兴起。

直播元年，
直播技术带
动在线教育
探索线上互
动式教学。

在线教育各细
分领域大额融
资频频引燃教
育市场。

快速发展期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报告日期：2018.1 数据来源：CNNIC  报告日期：2017.12

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在2017年估算已达2002.6亿元，预计在2018年将达到2517.6亿元，在2019年
将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阶段来看，中国在线教育市场用户规模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随着消
费升级和用户低龄化的趋势，中国在线教育市场用户规模必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二、2015-2019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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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报告日期：2018.1  

睿艺根据2015-2019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及青少儿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占比推算，中国青少儿在线教
育市场规模在2018年将达450多亿元，预计到2019年规模将突破650亿元，市场前景可期。

三、2015-2019中国青少儿在线教育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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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青少儿在线教育指0-18岁阶段的在线教育，成人在线教
育包括高等在线教育、职业在线教育等



中国K12在线教育市场经过2015年的融资热潮现已逐渐回归理性。2017年机构融资轮次已趋向中后
期，虽然融资案例数减少，但融资金额较早期更大；K12在线教育行业经过市场洗礼已逐渐呈现出
“剩”者为王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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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次统计：种子、天使均归为天使轮，Pre-Ａ、A+均归为Ａ轮，
其他轮亦然数据来源：IT桔子



 

2017年-2018年3月中国K12在线教育机构融资过亿代表案例

时间 融资公司 获投金额 轮次 投资方 主营业务

2017年1月 学霸君 1亿美元 C轮
招商局资本、远翼投资领投；

皖新传媒、挚信资本、启明创投、祥峰投资、
晟道投资、雅达教育等跟投

提供在线免费解答作业难题及在线1对1辅
导服务

2017月5月 猿辅导 1.2亿美元 E轮 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 Pincus）领投；
腾讯跟投

针对K12教育的智能在线题库与在线课外
辅导

2017年8月 作业帮 1.5亿美元 C轮
H Capital领投；Tiger老虎基金(中国)、
襄禾资本、GGV纪源资本、君联资本、

红杉资本中国等跟投

拍题解析、一对一答疑和在线班课等，为
K12教育提供全学段学习辅导服务

2017年10月 轻轻家教 5500万美元 D轮 ClearVue锴明投资、好未来领投；挚信资本、
峰瑞资本、IDG资本、红杉资本中国等跟投 中小学在线教育+家教上门的复合教学辅导

2017年10月 作业盒子 2亿人民币 B+轮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领投；
新世界集团、百度风投、好未来跟投 

为中小学生提供公立校作业及学习场景服
务，分为智能题库产品，分为游戏化完成
习题的学生端与辅助批改作业的教师端

2017年12月 掌门1对1 1.2亿美元 D轮 华平投资Warburg Pincus、
元生资本

为中小学生提供在线1对1课外辅导服务的
平台

2018年2月 洋葱数学 1.2亿人民币 C轮 君联资本、腾讯 主打K12在线教育沉浸式自适应学习，以
人机互动式陪伴的形式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2018年3月 一起科技 2.5亿美元 E轮 Temasek淡马锡领投； 顺为资本、
中信产业基金等跟投 师生家长在线互动的作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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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少儿英语教育行业正处于资本簇拥阶段，头部机构已显现，但行业内仍有不少新生机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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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次统计：种子、天使均归为天使轮，Pre-Ａ、A+均归为Ａ轮，其
他轮亦然数据来源：IT桔子



时间 融资公司 获投金额 轮次 投资方 主营业务

2017年3月 金沃斯教育 数亿元人民币 A轮 东软集团Neusoft  中小学生在线外教小班课和一对
一服务

2017年4月 abc360 数亿元人民币 B+轮 沪江领投，清科辰光、头头是道、
合鲸资本、喜马拉雅跟投 在线外教一对一英语授课平台

2017年7月 英语流利说 1亿美元 C轮
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双湖资本领投，
挚信资本、IDG资本、GGV纪源资本、

心元资本、赫斯特资本等跟投
英语口语学习应用APP

2017年8月 VIPKID 2亿美元 D轮 红杉资本领投，腾讯战略投资，云锋基金、经
纬创投、真格基金、ZTwo Capital等跟投 北美外教在线一对一英语辅导

2017年11月 爱乐奇 3750万美元 D轮

君联资本（领投）、 
高通Qualcomm Ventures、
伟高达创投Vickers Capital、

新东方、上海国和投资、UG Investment

智能英语学习产品提供商 

2018年1月 哒哒英语 1亿美元 C轮 Tiger global老虎环球基金(中国)、好未来 固定主课外教在线一对一英语培训

2018年3月 宝宝玩英语 1.5亿人民币 B轮 腾讯领投，经纬中国跟投 低幼年龄段的英语启蒙产品

2017年-2018年3月中国在线少儿英语教育机构融资过亿代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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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次统计：种子、天使均归为天使轮，Pre-Ａ、A+均归为Ａ
轮，其他轮亦然

2013-2017中国在线素质教育融资案例数逐年上升，2017在线素质教育机构融资案例数占素质教育机构
融资案例数的35%；不同于K12在线教育和在线少儿英语教育这两大细分领域，在线素质教育行业发展目
前还处于早期阶段；融资机构多集中在音乐、编程和生活素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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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线素质教育包括在线艺术教育、在线科创教育、在线生活素养教育等

数据来源：睿艺、IT桔子



2017年-2018年3月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机构融资过亿代表案例

时间 融资公司 获投金额 轮次 投资方 主营业务

2017年11月 编程猫 1.2亿美元 B轮 高瓴资本领投；清流资本、猎豹移
动、清晗基金跟投

在线图形化编程工具
平台

2018年1月 VIP陪练 数亿人民币 B轮 腾讯、兰馨亚洲领投；蓝驰创投、
金沙江创投、长石资本跟投

线上真人一对
一乐器陪练

2018年3月 成长保 1.5亿人民币 B轮 真格教育基金领投；歌斐资产、基
因资本、昆仲资本和达晨创投跟投 在线儿童思维训练

2018年3月 凯叔讲故事 1.56亿人民币 B+轮
微影资本、正心谷创投、

上海坤言投资领投；挚信资本、
前海母基金跟投

有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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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在线教育市场持续升温驱动力分析

资本 用户

政策 技术

 驱动力

中国在线教育市场火热的背后，除了有资本的助力外，
政策支持、用户需求和技术升级，无疑也是推动中国
在线教育迅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从2012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发布开始，相关政策近年来不断推出，政策的
加持对公立校教育信息化和校外在线教育机构的迅猛
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助作用。

在线教育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提供更高效的
学习途径，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化，满足了用户需求。

而硬件设备、在线实时传输技术以及AI智能技术的发
展，也为在线教育得以迅速实施起到了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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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2011-2020
年）》发布，首次全
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
议召开。

《教育信息化十
三五规划》强调
教育信息化对教

育的革命性影响。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
家教育事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的通知》
提出“积极发展‘互
联网+教育'”。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的决定》中提到加快
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
提高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

《2016年教育信息化工
作要点》中鼓励企业开
发专业化教育应用工具
软件，并提供资源推广
普及应用；加快中小学
宽带网络建设。

教 育 部 办 公 厅 印 发 的
《2018年教育信息化和
网络安全工作要点》中强
调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融合发展是2018年教
育信息化工作的重点。

驱动力——历年国家政策支持

2012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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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睿艺联合家长帮在2017年11月份发布的《2017
中国家庭素质教育消费报告》调查数据显示，有四
成家长表示接受在线教育方式；有三成家长表示还
不太清楚，要试过才知道；而剩下近三成家长不接
受在线教育的方式，多数是担心长期接触电子设备
对孩子健康有影响，还有一部分认为线上教学无法
跟老师和同学更好的互动，达不到线下授课的效果。

对于仍存疑和拒绝在线教育方式的家长，机构需要
依靠信息技术和硬件设备的不断升级，在保护孩子
健康的情况下，加强用户体验保证教学效果，提升
在线教育的接受度。

2018中国在线素质教育行业报告

驱动力——用户消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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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行业应用较多的平台/系统 在线教育行业应用较多的技术手段

直播互动平台 人脸识别
互联网学习平台 图片识别
双师教学平台 语音识别
智能学习系统 AR/AI
智能批改系统 数据沉淀

个性化测评系统 个性化推送
... ...

驱动力——技术升级

近年来，随着应用于在线教育技术的不断升级，使得在线教育的方式不断丰富，目
前应用于在线教育的技术支持多是互动平台和智能系统，加上多样辅助教学的技术
手段提升用户体验。



五、中国在线素质教育行业案例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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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行业中已实现在线化发展的主要有音乐教育、
编程教育和生活素养教育这三大品类，此外棋类和美
术类也有部分实现在线化发展的案例。

注：以上列出的机构案例只用于举例说明，并未涵盖细分领域所有在线素质教育机构



公司信息：
VIP陪练成立于2014年，主要为5至16岁青少儿提
供包括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古筝四类乐器的
线上真人一对一陪练服务。

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在线乐器陪练

公司优势：
1、特别研发鱼眼摄像头与iPad进行连接，让音乐教
师360度无死角观察琴童指法，在线指导孩子课后
练琴；
2、建立标准化的教师培训体系，对培训实行全流
程质控和考核，为陪练教师提供完整的进阶通道；
3、针对性地解决家长、学生、主课老师、陪练老
师的需求及痛点，在互联网运营方式上有着深入的
理解和思考。

融资历程：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4年12月 天使轮 数十万美金 蓝驰创投

2016年8月 Pre-A轮 100万美金 金沙江创投

2017年5月 A轮 数百万美金 长石资本、蓝驰创投、金沙
江创投

2018年1月 B轮 数亿元
腾讯、兰馨亚洲领投；蓝驰
创投、金沙江创投、长石资

本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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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美悦钢琴成立于2016年，为4-15岁少儿提供在线钢琴教学
＋陪练服务。

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在线钢琴教学+陪练

公司优势：
1、教学产品授课过程中，学生同时在钢
琴正面放置iPad、侧面放置手机，解决钢
琴在线学习过程中的双角度视频传输问题；
2、拥有来自知名音乐院校的十多位专职
教师和近百位兼职教师，打造“陪练+教
学”模式；
3、通过技术、课程、师资、服务等运营
的标准化，实现高品质、个性化在线钢琴
教育。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6年4月 天使轮 1000万元 未透露

2017年12月 pre-A轮 1200万元 真格基金

融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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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编程猫成立于2015年，是针对6-16岁青少儿的在线图
形化编程教育平台，平台由独立开发的图形化编程工
具、基于游戏的编程课程、动态在线社区三大生态系
统构成。

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在线图形化编程工具平台

公司优势：
1、针对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和初
中、初高中和大学生推出针对性编程平台，建
立体系化编程工具矩阵，研发S1-L9系统化编程
课程体系；
2、国内外技术及教研团队支撑产品与课程开发；
基于少儿编程产业链上游，积极面向产业链下
游线下机构、硬件设备厂商等产业同盟开放合
作，为公私立学校、培训机构、教育机器人等
机构提供师资培训、免费课程植入、教材研发
等服务。

融资历程：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5年5月 种子轮 数百万元 傅盛
2016年4月 天使轮 数百万元 猎豹移动、紫牛基金

2016年12月 A轮 2000万元 展博创投
2017年5月 A+轮 1500万元 知行教育

2017年11月 B轮 1.2亿元
高瓴资本领投；清流资
本、猎豹移动、清晗基

金跟投

2018年1月 战略投资 未透露 慕华投资(慕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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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编玩边学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面向7-18岁青少年的编
程教育平台。在教学模式上，编玩边学采用“哈克尼斯”
圆桌课堂的方式，实现在线小班1V6编程教学。

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在线小班1V6编程教学

公司优势： 
1、基于“我的世界”游戏做扩展开发，使
其成为一个识别度很高的IP；
2、课程基于美国CSTA标准进行教学，并通
过相关比赛进行测评考核；
3、使用全职教师，设置严格的入职和进阶
体制，品控+高薪促进良性教学口碑运营；
4、开发将Scratch编译为H5的技术，作品能
在微信朋友圈等直接运行，分享及打赏机制，
易于用户拉新和留存。
 

融资历程：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6年12月 种子轮 80万元 北大导师

2017年4月 天使轮 1000万元 泰亚鼎富

2017年10月 Pre-A轮 数千万元 君联资本领投；泰亚鼎富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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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傲梦编程素质教育隶属于上海傲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办于2014年，为5-18岁青少儿提供在线真人一对一编
程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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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在线1V1编程教学

公司优势：
1、其课程是从认知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科
学三个维度进行设计，并把编程、数学、艺术、
语言相结合，进行跨学科教学；
2、采取三元教学法，即把情境、语言、编程符
号结合在一起进行教学，加强在线教学的互动
性；
3、引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北师大、华东师大等
院校的专家参与课程研发，全职招募来自国内
985/211高校的IT、教育学相关专业人才进行授
课。

融资历程：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7年12月   A轮 数千万元 青松基金领投；东方富海、
王刚、原子创投跟投



公司信息：
西瓜创客隶属于杭州弦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2013
年，于2017年4月对外推出在线少儿编程课，主要为8-12岁
儿童提供图形化编程教学服务和课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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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录播+在线助教编程教学

公司优势：
1、拥有课程自主研发团队，其研发人
员大多来自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德
国波恩大学、美国纽约大学等国内外著
名学校；
2、基于Scratch进行二次开发，为学生
提供图形化编程教学；
3、在授课模式上，采用录播+在线辅
导的方式进行教学；
4、基于学员学习行为进行数据沉淀，
提供个性化服务。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7年8月 天使轮 数百万元 初心资本 

2018年3月 A轮 5000万元 红杉资本中国领投；
经纬中国跟投

融资历程：



公司信息：
科学队长成立于2015年，为0-12岁儿童提供科学教育。
其业务结构分为两大类：一是为3-9岁小朋友提供音频课
程，由各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担纲主讲人；二是为6-12岁
小学阶段的孩子提供小学科学课，采用现场双师授课方
式，进行知识讲解及实验课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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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科学教育

公司优势：
1、拥有100多位科学家顾问，1000多位固
定合作作者为其产出优质内容，他们大多
是来自各大科研院所的研究员、教授等；
2、注重产品打磨，内容可组合成不同套餐
和产品形态，且易于平台分发。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5年11月 天使轮 数百万元 真格基金 

2016年11月 A轮 数千万元 好未来领投；宝宝树、
中科创星跟投

融资历程：



公司信息：
成长保于2016年正式推出线上课程，通过在线互动直播方式
为4-12岁儿童提供在线素质教育课程，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
专注力、记忆力、创造力等自主学习能力。

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在线少儿思维训练

公司优势：
1、在线儿童思维力课程为成长保最主
要的业务；
2、口碑+IP+社群，积累用户流量；
3、同时发力B端市场，与多家幼儿园
达成业务合作。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7年2月 Pre-A轮 5000万元 昆仲资本领投；达晨创投、黑马
基金跟投

2017年7月 A轮 数千万元 未透露

2018年3月 B轮 1.5亿元
真格教育基金领投；歌斐资产、
基因资本、昆仲资本和达晨创投

跟投

融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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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凯叔讲故事成立于2014年，由前央视主持人王凯创办。创
立三年来，凯叔讲故事共为孩子讲了4000多个故事和内容，
累计播放19亿次，总播放时长超过1.55亿小时 。

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有声故事

公司特色：
1、儿童内容方面，推出《凯叔西游记》
《凯叔365夜》《凯叔声律启蒙》《凯叔
讲历史》等原创音频内容；
2 、 成 人 内 容 方 面 ， 推 出 “ 妈 妈 微
课”“父母训练营”等培训课程；
3、以内容为切入点，建立了线上电商平
台，推出玩具、书籍等内容衍生品；
4、在产品终端上，凯叔讲故事推出凯叔
西游记随手听、小诗仙随手听等硬件产品。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7年5月 B轮 9000万元
新东方领投；挚信资本、

浙数文化（原浙报传媒）、
艾瑞资本跟投

2018年3月 B+轮 1.56亿元
微影资本、正心谷创投、上海坤
言投资领投；挚信资本、前海母

基金跟投

融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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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咿啦看书是成立于2009年的郑州点读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3年专为3-8岁儿童打造的交互式动画书阅读平台。

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数字阅读

公司优势：
1、阅读APP根据数据分析，为用户智能推荐优
质阅读内容，其自主研发的新型电子书格式，
通过数字阅读的交互式体验，增加阅读的趣味
性与互动性；
2、针对B端开发出应用于阅读教学场景的硬件
产品“咿啦图书馆”，丰富老师教学模式；
3、内容开发制作引擎“咿啦做书”，现阶段只
限于内部对已经购买版权的图书IP进行动画书制
作，未来会逐步形成一种开放式的内容供应生
态模式。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4年12月 天使轮 500万元 启赋资本

2015年12月 Pre-A轮 1000万元 河南本土投资方

2017年6月 A轮 5000万元 天明集团领投；
圣商资本跟投

2018年1月 A+轮 4000万元 威创投资领投；青松基金
跟投，启赋资本继续增持

融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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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北京有养成长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国内专注于
父母教育的内容平台。通过网综、短视频等内容产品，为0-
12岁孩子的父母，提供体系化的原创育儿视频和个性化的育
儿知识服务。其创始人为前央视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及电视
节目制作人周洲，合伙人吕子安曾任《超级育儿师》项目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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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亲职教育

公司优势：
1、有养打造的父母教育内容矩阵已初具规模，
包括中国首档成长观点秀网综《耐撕爸妈》、
原创父母成长短视频自媒体“有养TV”、中
国首个沉浸式亲子体验活动品牌“有养儿童
节”以及集结众多知名育儿专家和养育达人
的“有养MCN机构”；
2、有养团队在视频创作、品牌营销领域经验
深厚，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及专家团队，多
维度内容填补了市场空白。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6年12月 天使轮 数百万元 冯波、蜜芽宝贝、优享创智
（共享际）

2017年5月 Pre-A轮 数千万元 真格基金 

2018年1月 A轮 6000万元 双湖资本

融资历程：



公司信息：
优贝甜创立于2017年，主要业务为：从音基（音乐基
础知识）理论切入，以自创的主题性音乐故事为载体，
为4-15岁的儿童提供在线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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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在线音乐教育

公司优势：
1、课程内容上，主要包括音乐理论、听力、
音乐电影、音乐鉴赏和音乐内容等四个方面；
2、教学模式上，通过在线平台工具ClassIn，
以外教+中教的方式对学生实行1v6的音乐素养
教学；
3、师资来源上，与985、211等艺术院校特长
生进行合作。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7年7月 天使轮 数百万元 蓝象资本

融资历程：



公司信息：
画啦啦成立于2015年，主要面向5-12岁的孩子，采用视频、
动画、游戏互动等全新形式，实现少儿美术在线教学。

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在线美术教育

公司优势：
1、师资主要来源于国内四大美术院校；
2、通过自主研发的APP以及与ClassIn
平台合作等方式实现在线授课；
3、微信公众号推广优质内容吸引客户，
推送免费公开课进一步实现用户转化，
迭代更新课程体系实现用户沉淀。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5年7月 天使轮 数百万元 蓝象资本

2017年8月 A轮 数千万元 好未来、真格教育基金

融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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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爱棋道成立于2015年，以在线围棋教育为主要业务。

公司优势：
1、独家签约柯洁、时越等在内的多位职业名师，组建高水平师
资队伍；
2、在线双师课堂，课上课下全程辅导；
3、多维度棋力测评系统和智能练习题库，促进学习效果。

并购信息：
2017年5月好未来战略控股爱棋道，爱棋道将作为好未来旗下的
独立品牌运营。

中国在线素质教育案例分析——在线围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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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素质教育行业发展总结

驱动力

政策、需求、
资本、技术

K12在线教育
在线少儿英语教育

在线化发展先行，行
业发展已趋于成熟

在线素质教育

行业仍处于早期发展
阶段，但越发受到资
本关注

投融资情况：

2015-2018年3月，在线素质教
育机构有近九十多家获得融资，
虽大部分为早期轮次，但不乏
高金额融资事件发生

2017年在线图形化编程工具平
台编程猫获1.2亿元融资

2018年在线少儿思维训练品牌
成长保获1.5亿元融资

2018年有声故事品牌凯叔讲故
事获1.56亿元融资

2018年在线真人一对一乐器陪
练品牌VIP陪练获数亿元融资
...
细分品类：

在线素质教育机构主要集中在
音乐、编程和生活素养等领域

其他领域也出现部分在线化教
育机构，如围棋、美术等

付费模式多元化：

体系化课程教学付费

系列化内容会员付费

碎片化知识付费
...

教学模式多元化：

音频+教学：标准化输出，内
容为主，如凯叔讲故事、科学
队长等

视频+教学：借助在线1V1个性
化教学、在线小班课、录播+
在线助教等实时互动技术，完
成在线课程输出，如编玩边学、
成长保等

视频+陪练：利用在线实时互
动技术完成乐器陪练，如VIP陪
练、趣陪练等
...

C端消费需求：

解决痛点：
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提供
更高效的学习途径；实现教育
资源公平化

质疑担忧：
长期接触电子设备对孩子健康
有影响；无法跟老师和同学更
好的互动；达不到线下授课的
效果



睿艺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