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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21 年基本数据 
截止时间：2021 年 12 月 

 

 

总体数据  

（一）校园面积 2744451 平方米

（约 4117 亩） 

其中，绿化用地面积 1233576 平方米

（约 1850 亩） 

运动场地面积 153389 平方米

（约 230 亩） 

（二）校舍建筑面积 3164259 平方米 

（三）固定资产总额 1903120.26 万元 

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值 868085.02 万元 

（四）图书馆藏书 815.9609 万册 

（五）电子图书（含期刊、论文） 726.1446 万册 

教职工情况（单位：人）  

（一）教职工数（不包含博士后） 12683i 

专任教师数 3713 

其中，按职称划分：  

正高级 1634 

副高级 1650 

其中，按学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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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历 3376 

其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95ii 

中国工程院院士 28iii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38 

北大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0 

北大博雅讲席教授 92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 374 

北大博雅青年学者 457 

北大人文讲席教授 4 

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65 

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项目 295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 109 

“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入选者 87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特岗学者 205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74 

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74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18 

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 50 

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 182 

当代教育名家 3 

博士生导师 2633 



3 

行政人员 1651 

其中：专职辅导员 209 

教辅人员 2761 

工勤人员 1959 

科研机构人员 2109 

（二）附属医院临床教师 5143 

（三）离退休人员 7309 

学生情况（单位：人）  

（一）在校学生 iv 46148 

其中：共产党员 15085 

少数民族 2339 

华侨港澳台 737 

其中：本科生 16459 

一年级 4020 

二年级 3913 

三年级 3937 

四年级 3964 

五年级及以上 625 

硕士研究生 16769 

一年级 5875 

二年级 7004 

三年级及以上 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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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 12920 

一年级 3196 

二年级 3027 

三年级 3070 

四年级 2271 

五年级及以上 1356 

（二）成人教育学生 2302 

（三）网络本专科学生 14765 

（四）外国留学生 2833 

其中：本科生 1444 

硕士研究生 783 

博士研究生 259 

培训 347 

博士后人数（单位：人）  

在站人数 2554 

累计进站人数 11394 

学科情况（单位：个）  

本科专业 v 133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52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52 

国家一流学科 41 

省级一流学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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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流动站 vi 49 

全球前 1%的学科（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

库”ESI 的统计）vii 

22 

教学科研（单位：个）  

直属院系 viii 55 

国家研究中心 ix 1 

国家重点实验室 x 8 

国家工程实验室 xi 1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xii 4 

定期公开出版的专业刊物 30 

直属附属医院 xii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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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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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人。 
iii其中人事关系在本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13 人。 
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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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本科专业名录（13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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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

义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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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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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技

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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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生态学；整合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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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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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科学与技术；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机器人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智能科

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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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技术；口腔医学技术；

护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管理与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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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vi博士后流动站名录（49 个）： 
测绘科学与技术、大气科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电子科学与技术、法学、工

商管理、公共管理、核科学与技术、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

学、考古学、理论经济学、力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软件工程、社会学、生物学、生物医

学工程、世界史、数学、天文学、统计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外国语言文学、物理

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信息与通信工程、艺术学理论、应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

中国史、生态学、中国语言文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医学、药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生物学、护理学、中西医结合、医学技术。 
vii进入 ESI 前 1%的学科名录（22 个）： 
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工程、临床医学、数学、地球科学、植物和动物科学、生物学与

生物化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社会科学、药学与毒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和行为科

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经济学与商学、农业科学、免疫学、多学

科、微生物学、空间科学。 
viii院系名录（55 个）： 
理学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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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工程科学部（12 个）：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工学院、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王选计算机研究所、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未来技

术学院、集成电路学院、计算机学院、电子学院、智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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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国家研究中心（1 个）：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x国家重点实验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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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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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分室）。 
xi国家工程实验室（1 个）：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xii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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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与视觉技术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口腔生物材料和数字诊疗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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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直属附属医院（6 家）： 
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口腔医院、肿瘤医院、第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