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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8 年基本数据 
截止时间：2018 年 12 月 

 

教职工情况（单位：人） 

（一）教职工数（不包含博士后） 11337i  

专任教师数 3358 

其中，按职称划分：  

正高级 1486 

副高级 1451 

其中，按学历划分：  

博士学历 2904 

其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78ii 

中国工程院院士 18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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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北大博雅青年学者 266 

北大人文讲席教授 7 

“千人计划”入选者 64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169 



 

2 

“万人计划”入选者 42 

“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入选者 41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青年学者 
250iv 

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68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 74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54 

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40 

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 40 

当代教育名家 4 

博士生导师 2582 

行政人员 1827 

其中：专职辅导员 197 

教辅人员 2134 

工勤人员 1987 

科研机构人员 1485 

校办企业职工 133 

（二）附属医院教职工 10279 

其中：临床教师 4232 

（三）离退休人员 5640 

学生情况（单位：人） 

（一）在校学生v 4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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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共产党员 13822 

少数民族 3552 

华侨港澳台 1138 

本科生 16058 

一年级 4165 

二年级 3941 

三年级 3837 

四年级 3558 

五年级及以上 557 

硕士研究生 17403 

一年级 6713 

二年级 6598 

三年级及以上 4092 

博士研究生 11268 

一年级 2801 

二年级 2509 

三年级 2351 

四年级 2246 

五年级及以上 1361 

（二）成人教育学生 8284 

（三）网络本专科学生 37690 

（四）外国留学生 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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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科生 1463 

硕士研究生 914 

博士研究生 365 

培训 3970 

（五）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 94.26% 

博士后人数（单位：人）  

在站人数 1896 

累计进站人数 8756 

学科情况（单位：个） 

本科专业vi 125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49 

博士学位点（含一级学科覆盖） 258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51 

硕士学位点（含一级学科覆盖）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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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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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单位：个） 

院系ix 49 

医院x 10 

实体研究机构xi 44 

国家研究中心xii 1 

国家重点实验室xiii 9 

国家工程实验室xiv 3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xv 2 

省部级设置的研究（院、所、中心）、实验室 126 

定期出版的专业刊物xvi 46 

 

i教职工总数包括专任教师、行政人员、教辅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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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人。 
iii其中人事关系在本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9人。 
iv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70 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37 人，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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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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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英语）/英语（医学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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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八年制；六年制；五年制）、口腔医学（八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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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制；五年制）、基础医学（八年制）、医学实验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口腔医学技术、

药学、预防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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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整合科学、人类

学。 
vii博士后流动站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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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理、临床医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分子生物学

与遗传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工程科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药学与

毒理学、动物和植物学、社会科学、数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免疫学、经济学/商学、计

算机科学、微生物学、农学、多学科（21 个）。 
ix院系名录（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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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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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工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软件与微电子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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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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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国家发展研

究院、人口研究所、元培学院、燕京学堂、现代农学院、基础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

学院、护理学院、医学人文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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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包括 5 家附属医院（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口腔医院、第六医院），1

家与北京市双重管理医院（肿瘤医院），4 家共建医院（首钢医院、深圳医院、滨海医院、

国际医院）。 
xi实体机构（44个）： 

核磁共振中心、分子医学研究所、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科维理

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量子材料科学中心、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高能效计算与应用

中心、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统计科学中心、定量生物学中心、合成与功能生物学中心、麦

戈文脑科学研究所、崔琦实验室、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中心、海洋研究院、应用物理与技术

研究中心、前沿计算研究中心、生态研究中心、天然气水合物研究中心、儒藏编纂与研究

中心、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歌剧研究院、中国画法研究

院、西方古典学中心、高等人文研究院、社会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院、新媒体研究

院、国家竞争力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人文社科研究院、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医药卫生分析中心、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医学信息学中心、医学教育研究所、临床研究所、北京大学全国医学

教育发展中心、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医学部精准医疗多组学研究中心。 
xii国家实验室：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1个）。 
xiii国家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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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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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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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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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国家工程实验室：数字视频编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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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3 个）。 
xv国家工程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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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 
xvi定期出版的专业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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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正畸学》《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中国新生儿科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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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外法学》

《经济科学》《国外文学》《国际政治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人口与发展》《北京大学教

育评论》《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经济学（季刊）》《金融法苑》《北大法律评论》

《刑事法评论》《法律和社会科学》《行政法论丛》《营销科学学报》《中国会计评论》《国际

政治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中西文

化比较与翻译研究（英文版）》《语言学研究》《北大艺术评论》《哲学门》《道家文化研究》

《语言学论丛》《新诗评论》（46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