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在院系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数学科学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2022北京大学应用数学专题讲习班 文再文

数学科学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学术论坛 胡俊

数学科学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2022计算与应用数学拔尖博士生研讨会 邵嗣烘

物理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中国空间站巡天望远镜星系科学暑期学校 吴学兵

物理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九届“PFUNT”五校联盟博士生学术论坛 彭良友

物理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二十届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钟盛标研究生学术论坛 王宇钢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四届物理化学研究生前沿论坛 来鲁华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四届化学生物学研究生前沿论坛 王初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化学发展前沿研究生论坛 王菲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非经典有机π分子和材料的合成与应用学术会议 甘良兵

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北京大学第十一届生命科学博士生论坛 张研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从太阳风暴到行星磁暴与环电流：空间能量粒子加速与传输”暑期学校 宗秋刚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定量遥感”暑期研究生课程班 任华忠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人工智能与地球物理暑期学校 马坚伟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定量遥感博士生学术沙龙 秦其明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国际心理与认知科学联合论坛 姚翔

新闻与传播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2022北京大学创意传播管理暑期学校 陈刚

中国语言文学系 博士生学术会议 “理论与实践：古典&现代文本的文献学观照”国际学术研讨会 王风

历史学系 博士生学术论坛 北京大学第十八届史学论坛 吴雅文

历史学系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二届土耳其历史研究博士生学术论坛 昝涛

历史学系 博士生学术论坛 “区域国别视野下的欧洲史研究”——第三届北大欧洲史博士生学术论坛 李维

历史学系 博士生学术会议 “海陆之间：近代中国区域空间的形成与互动”学术会议 王元周

考古文博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冶金实验考古暑期课程 陈建立

考古文博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文化遗产联合工作坊 张剑葳

考古文博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古代制瓷工艺实践暑期学校 崔剑锋

考古文博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铁器文明与科学保护”博士生学术论坛 胡钢

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十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国际政治研究的全球视野与情怀王逸舟

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2022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李寒梅

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中非一带一路合作与非洲的工业化”研讨会 刘海方

经济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二届北京青年量化经济史论坛 赵一泠

经济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三届北大“经济科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李博

经济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中外经济思想前沿暑期精品课程班 张亚光

经济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中外文化交融与中国金融业创新——以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展为中心”学术论坛 周建波

光华管理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会计与财务管理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 罗炜

光华管理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量化社会科学工作坊 任强

法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比较民事诉讼法学前沿暑期学校 傅郁林

信息管理系 研究生暑期学校 面向情报学研究的异构数据挖掘技术及其应用暑期学校 刘畅

信息管理系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十五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李世娟

信息管理系 博士生学术会议 情报学博士生专题学术会议 化柏林

信息管理系 博士生学术会议 2022年“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学术会议 李胜利

社会学系 博士生学术论坛 北大社会学博士生论坛 田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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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空间计量经济学前沿暑期学校 沈体雁

政府管理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政知坊”政治科学研究论坛 张长东

外国语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第二届“百年大变局下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 施越

外国语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全国研究生“东方文学与文明互鉴”暑期学校 林丰民

外国语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论坛 王丹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六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社会生态转型”博士生论坛 郇庆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第一届中共党报党刊研究学术研讨会 林绪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百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学术会议 裴植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大数据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生态建设学术会议 张权

艺术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艺术空间的价值共生与创意营造暑期学校 向勇

艺术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北京大学美术史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 刘晨

艺术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中国电影的艺术传统与学术资源学术论坛 李道新

艺术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艺术与媒介哲学学术会议 李洋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暑期高级研讨班 邓 丹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国际中文教育的新模式与新使命学术论坛 汲传波

教育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教育经济学前沿与中国实践”暑期学校 杨钋

教育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教育技术前沿”研究生暑期学校 缪蓉

教育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智能教育社会实验研究学术论坛 汪琼

教育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国际教育发展博士生论坛 哈巍

人口研究所 研究生暑期学校 生命历程理论和方法暑期学校 乔晓春

人口研究所 博士生学术论坛 “老龄健康与老龄福祉：面向未来的积极老龄化方案”学术论坛 陈功

人口研究所 博士生学术会议 第二届“人口与发展”博士生学术研讨会 张蕾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五届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 林思聪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北京大学第二届“博望天下”区域与国别研究博士生论坛 翟崑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定量生物学前沿研讨会 汤超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北大理科与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历程研讨会 张藜

工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渗流和多孔介质中的热质传输暑期学校 徐克

工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前沿工程科学讲堂 宋洁

计算机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普适计算与大数据暑期学校 张大庆

智能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数字人文的理论与方法》课程暑期学校 苏祺

城市与环境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地理学前沿2022：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与健康”暑期学校 卢晓霞

城市与环境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宏观生态学：物种分布与气候变化”暑期学校 王志恒

城市与环境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七届地理学研究生前沿论坛 彭建

城市与环境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区域环境过程和效应”博士生学术研讨会 沈国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支撑碳中和政策评估的IMED 模型云端平台暑期学校 戴瀚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一届“生态文明与碳中和”研究生论坛 李振山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大气环境化学博士生学术会议 郭松

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研究生暑期学校 “城乡建成环境文化遗产理论与方法：流域文明”暑期学校 汪芳

现代农学院 博士生学术会议 现代农学论坛 刘春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生学术论坛 博雅材思学术论坛 雷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