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系

◎ 全国最早单独设立的物理学系之一
◎ 国家理科基础学科研究人才培养基地
◎ 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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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自远尘皆入咏，物含妙理总堪
寻”。 具 有 110 年 历 史 的 北 京 师
范大学物理学科，始终以追求真理、
献身科学以及教书育人为己任。在
一代又一代物理学人的努力下，为
国家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物理人
才。

◎ 物理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985”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院系概况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科已有百余年
历史。1904 年，京师大学堂优级师
范馆开设了物理学课程，1923 年正
式成立物理系。一批著名的物理学
家和教育家如吴有训、张贻惠、张
宗燧、赵忠尧、郑华炽、何育杰、
张维正、李意然、吕烈扬、张阜权、
黄祖洽等曾在此任教，培养了汪德
昭、乔登江、汪成为、凌永顺、刘
尚合、王广厚等多位院士。
物理学系拥有理论物理国家重点学
科和凝聚态物理北京市重点学科，
是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单位，同时具有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的二级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有

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理论物
理、凝聚态物理、光学、粒子物理
与原子核物理、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5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建有“应用
光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
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物理教育
专业是首批国家级二类特色专业。
在 2012 年最新一轮全国一级学科
评估中，物理学排名第 12 位。

◆优势特色
师资队伍
物理学系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师
87 人，其中教授 37 人，副教授 33 人；
专任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有双聘
院士 1 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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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3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3 人，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3 人，
教育部跨世纪人才 2 人，新世纪优
秀人才 7 人，中组部“青年千人”
计划引进人才 3 人，中组部“万人
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 3 人。

科学研究
近年来，
物理学系承担了一批国家级、
省部级研 究 项目。在研项目 100 余
项，其中国家基金委重大、重点项目
和“973”、
“863”、杰出青年基金等
国家级重要项目 20 余项。多项科研
成果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在
物理学顶级刊物 Phys. Rev. 系列发
表 论文 超 过 500 篇，其中 Physical
Review Letters发表论文超过50 篇。

国际交流
物理学系在凝聚态物理、引力与宇
宙学、软物质物理与非线性科学等
方面具有广泛的国际交流。为培养
高素质国际型物理人才，目前与多
个境内外大学建有交换生项目，如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等。此外
还有多个暑期学期的国际学校项目，
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暑期国际学校、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夏季学期项目以
及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暑期学校项目
等。此外，也聘请多位国外知名教
授为我系学生开设全英文课程。

人才培养
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建立了高质量、多元化、强调个性
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体系，学生
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兴趣和志向
选择培养计划。
依托国家物理学理科基础学科研究与
人才培养基地，以及北师大理科雄厚
的研究资源，物理学系招收物理学基
地班 / 物理学协同创新实验班，旨在
培养基础宽厚扎实、适应能力强、发
展潜力大，适应国家重大需求的高端
研究型人才和交叉研究领军之才。
此外，物理学系依托国家“基础学
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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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术类人才培养作为体制改革的
重点，突出强调给予学生个性化培
养，加强通识教育、注重学生自主
选择、推进研究性教学。实行导师
制，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可以自主选
修课程、跨年级修读课程，利用灵
活的课余时间制定符合自己兴趣与
特长的学习计划；推动小班化教学，
推广互动式、研讨式的研究性教学
理念和方式，激发拔尖学生的问题
意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开放各级各类重点实验室，为拔尖
学生进行科研训练提供支持与保障。
完备的本科科研训练平台
近几年来，物理学系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国家理科基地——人才
培养项目和条件建设项目”等的支
撑下，积极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
共 开 设 五 大 科 研 训 练 平 台， 覆 盖
90% 的学生，学生各方面能力得到
大幅度提高，受到深造高校或研究
机构，以及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2015 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 -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科研训练
基地，每年选派 10-20 名优秀学子
去物理所知名实验室参与为期一年
的科研训练。
效果显著的实践教学平台
为了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需要，结
合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物理系设置了
多种类型的实习实践环节，以促进专
业学习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机融合。
经过多年的持续建设，目前已经建立
的比较成熟的基地有：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
工程技术学院实践基地、
国家授时中心实践基地、国家天文台
兴隆观测站实践基地等等，物理系实
践教学取得显著成效，在人才培养中
发挥了很大作用。
多种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探索
物理系积极进行各种教学模式的探
索。在普通物理模块分层次开设研讨
课，实行“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教
学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基础
物理模块率先实施了“同伴教学法”
的教学模式，居全国同行领先水平；
在理论物理模块准备实施“双重预警
网络交换“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探索。

◆专业介绍
物理学系设有物理学 1 个本科专业。
包括物理学基地班、物理学协同创
新实验班、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实验班（物理专业）。

物理学基地班
依托国家物理学理科基础学科研究
与人才培养基地，物理学系招收物
理学基地班。基地班致力于培养具
有高度科学文化素质和良好道德风
貌，具有宽厚和扎实的物理专业基
础及良好的数学基础与实验技能，
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能在物
理学领域从事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精
英人才，以及能在其它交叉学科或
相关应用领域工作的高端复合型人
才，或者在中等和高等院校中从事
教学工作的研究性教学人才。

物理学协同创新实验班
自 2013 年起，物理学系招收物理
学协同创新实验班。实验班依托北
师大物理学系、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以及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院的优势科研力量和高水平师资，
在强化物理基础的同时，充分提升
学生的探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实践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实验班学生可以分享物理系、核科
学与技术学院、全球变化与地球系
统科学研究院的高水平科研平台，
根据个人兴趣，自大学二年级起，
选择进入相关研究单位，接受科研
训练，以早日培养学生协同创新能
力。实验班从大三开始，学生可以
根据需要，选择核物理模块和大气
物理模块课程学习，为将来进入相
关领域继续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主要基础课程：高等数学、普通物
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
量子物理学）、数学物理方法、理
论物理（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
子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实验课程（普通物理
实验、近代物理实验、电子线路等）、
信息技术（计算机基础、C 语言编
程等）等。

主要专业方向课程：理论物理、凝聚
态物理、现代光学、数学、信息技术、
物理学前沿、设计性和研究性物理实
验、课程与教学论等近 30 门选修课。
理论物理课程分级开设，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特点或志向自主选择。选修
课程满足了学生从事物理科学研究或
跨学科研究工作的需求。

◆毕业生去向
近年来，除免费师范生需直接就业
外，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有 70% 左右
的学生保送或考取研究生，其中：
保 送 生 约 占 学 生 总 数 的 50%， 有
15% 左右的学生获得全额奖学金出
国（出境）深造。
在国内攻读研究生的院校有中国科
学院各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等，在国外
就读的院校有：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美国斯坦福大学、Rice 大学、康奈
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
宾夕法西亚州立大学、布朗大学、
佐治亚理工学院等知名学校。

◆优秀学子

吴益诚

贺文宇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吴益诚同学，在
校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各
方面全面发展。连续两年获得国家
奖学金，连续四年获得唐仲英德育
奖学金。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三年级时以第一作者
身份在 SCI 期刊发表文章一篇。积极
参加科技竞赛活动，先后获得全美
数学建模竞赛 Meritorious Winner，市
物理实验竞赛一等奖，中国大学生
物理学术竞赛二等奖等奖励，并获
得北京市“先锋杯”优秀团员、北
京师范大学“十佳”大学生荣誉称
号。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 Rice
大学全额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

2013 届本科毕业生贺文宇同学在校
期间积极参加科研训练项目，荣获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第二届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二
等奖、2011 年北京市物理实验竞赛
二等奖、北京师范大学“十佳大学生”
称号。在校期间共发表 SCI 论文六篇，
其中第一作者五篇，Nature Commun.
一 篇，Phys. Rev. Lett. 一 篇，Phys.
Rev. B 三篇。经我系推荐，到香港
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杰出校友

1
1 徐莉梅

2

1992 至 1999 年在我系完成大学和硕
士研究生学业，2011 年入选中组部
“青年千人”计划到北京大学工作，
2015 年获得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
金资助。
3
2 李晓勤

1997 届物理学专业毕业生，现执教
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获得
美国 2009 年“青年科学家总统奖”、
“斯隆研究奖”。

4

3 葛新元

1995 届物理学专业毕业生，因其带
领的国信金融工程的团队在量化投
资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获得中国第八
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金融工程类别
第一名。

4 杨俊

2001 届物理学专业毕业生，现任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民航系统部总工程
师，因其所带领的团队因大幅度提高
了通信传输的效率而获得 2008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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