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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基本数据 
截止时间：2019 年 12 月 

 

教职工情况（单位：人） 

（一）教职工数（不包含博士后） 11724i  

专任教师数 3409 

其中，按职称划分：  

正高级 1514 

副高级 1503 

其中，按学历划分：  

博士学历 3017 

其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81ii 

中国工程院院士 19iii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30 

北大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1 

北大博雅讲席教授 77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 303 

北大博雅青年学者 306 

北大人文讲席教授 7 

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66 

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项目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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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计划”入选者 68 

“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入选者 51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青年学者 
267iv 

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69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53 

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 40 

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 140 

当代教育名家 3 

博士生导师 2582 

行政人员 1474 

其中：专职辅导员 226 

教辅人员 2429 

工勤人员 2197 

科研机构人员 1687 

校办企业职工 127 

（二）附属医院教职工 11638 

其中：临床教师 4841 

（三）离退休人员 7273 

学生情况（单位：人） 

（一）在校学生v 45974 

其中：共产党员 1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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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 3700 

华侨港澳台 1051 

本科生 16328 

一年级 4052 

二年级 4135 

三年级 3824 

四年级 3745 

五年级及以上 572 

硕士研究生 17830 

一年级 6225 

二年级 7590 

三年级及以上 4015 

博士研究生 11816 

一年级 2841 

二年级 2785 

三年级 2673 

四年级 2300 

五年级及以上 1217 

（二）成人教育学生 6133 

（三）网络本专科学生 31396 

（四）外国留学生 6857 

其中：本科生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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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 921 

博士研究生 354 

培训 4074 

（五）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 90.94% 

博士后人数（单位：人）  

在站人数 2021 

累计进站人数 9549 

学科情况（单位：个） 

本科专业vi 128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50 

博士学位点（含一级学科覆盖） 261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50 

硕士学位点（含一级学科覆盖） 284 

国家重点学科（一级） 18 

国家重点学科（二级） 25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3 

省部级重点学科（一级） 5 

省部级重点学科（二级） 12 

博士后流动站vii 47 

全球前 1%的学科（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

据库”ESI 的统计）viii 
21 

教学科研（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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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院系ix 49 

国家研究中心x 1 

国家重点实验室xi 9 

国家工程实验室xii 3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xiii 2 

省部级设置的研究（院、所、中心）、实验室 124 

定期公开出版的专业刊物xiv 30 

医院xv 10 

 

i
教职工总数包括专任教师、教辅人员、行政人员、工勤人员、科研机构人员、校办企业职

工、其他附设机构人员，不包含离退休人员和博士后。 
ii
其中人事关系在本校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52人。 

iii
其中人事关系在本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11人。 

iv
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81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34人，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52人。 

v
包括：普通本专科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不包含在职研究生、成人教育、网络

教育及外国留学生（单列）。 
vi
本科专业名录（其中本部 119 个，医学部 10个，1个共有）： 

哲学、逻辑学、宗教学、经济学、经济统计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保险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知识产权、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事务与

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科学社会主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波斯语、

朝鲜语、菲律宾语、梵语巴利语、印度尼西亚语、印地语、缅甸语、蒙古语、泰语、乌尔都

语、希伯来语、越南语、葡萄牙语、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历史学、

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核物理、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科学、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科

学与技术、地质学、地球化学、古生物学、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心理学、应用心

理学、统计学、应用统计学、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能

源与动力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勘查技术与工程、航空航天工程、核工程与核

技术、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城乡规划、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药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实验技术、口腔医学技术、护

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

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图书馆学、艺术史论、广播电视编导、文物保护技术、

通信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整合科学、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人类学、马克思主义

理论、电子信息工程、机器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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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博士后流动站名录（47个）： 

校本部（39个）：数学、统计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大气科学、

地球物理学、生物学、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核科学与技术、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世

界史、考古学、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法学、社会学、外国语言文

学、政治学、教育学、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测绘科学与技

术、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部（8个）：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学、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viii

进入 ESI前 1%的学科名录（21个）： 

临床医学、化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物理学、材料科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工程

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动植物科学、社会科学总论、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药理学与

毒理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免疫学、农业科学、微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商学、

数学、综合交叉学科。 
ix
院系名录（49个）： 

理学部（8个）：数学科学学院、物理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城市与

环境学院、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信息与工程科学部（5 个）：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工学院、王选计算机研究所、软件与微电

子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人文学部（7个）：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外

国语学院、艺术学院、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社会科学学部（9 个）：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信息管理系、社会学系、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体育教研部。 

经济与管理学部（4个）：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国家发展研究院。 

医学部（5个）：基础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医学人文学院。 

跨学科类（3个）：元培学院、燕京学堂、现代农学院。 

深圳研究生院（8个）：信息工程学院、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环境与能源学院、城

市规划与设计学院、新材料学院、汇丰商学院、国际法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x
国家研究中心（1个）：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xi
国家重点实验室（9个）： 

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湍流与复杂系统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核物理与核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蛋白质与植物基因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大分室）、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北大分室）、区域光纤通信网与新型光

通信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大实验区）、微米/纳米加工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大分室）、

天然药物与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 
xii
国家工程实验室（3个）： 

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口腔数字化

医疗技术和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 
xiii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 个）： 

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xiv
定期公开出版的专业刊物（30种）： 

《物理化学学报》《大学化学》《数学进展》《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北京大学学报(医

学版)》《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中国生育健康杂志》《中国糖尿

病杂志》《中国疼痛医学杂志》《中国微创外科杂志》《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中国斜视与

小儿眼科杂志》《医院管理论坛》《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生理科学进展》《景观

设计学》《国际政治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人口与发展》、《China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刊）》、《广告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国际经贸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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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学》、《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经济科学》、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xv
医院：包括 6家直属附属医院（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口腔医院、肿瘤医院、

第六医院），4家共建附属医院（首钢医院、深圳医院、滨海医院、国际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