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医学部仪器设备系级管理员一览表 
 
 

院系名称 管理员姓名 联系方式 

主任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王欣怡 82805295 

人事处 白砚华 82801248 

计划财务处 马文韬 82801308 

审计室 于艳领 82805587 

教育处 甘锐琦 82801260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 陈菲 82801338 

继续教育处 胡玮 82802692 

科学研究处 许术其 82801339 

医院管理处 李清 82801261 

国际合作处 毕志林 82805198 

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 徐继革 82801348 

保卫处 糜琳娜 82801554 

总务处 王雨丽 82805265 

产业管理办公室 王莹 82801566 

党委组织部 许申 82801212 

党委宣传部 张湄芷 82801273 

党委统战部 杨丽丽 82802300 

中共北京大学医学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室 刘馨阳 82801235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工会委员会 邵海中 82805396 

共青团北京大学医学部委员会 郭雪 82801167 

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杨绍军 82801863 

离退休工作处 王雪 82801545 

基建工程处 王砚迪 82801576 

北京医科大学校友会 冯江星 82806669 

图书馆 高勇 82801188 

档案馆 代静 82801540 

学报（医学版）编辑部 刘淑萍 82801551 

出版社 陈然 82802681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潘文 82805684 

网信中心  莫希宁 82801060 

医药卫生分析中心 杨建茹 82801739 

实验动物科学部 李霞 15600660667 

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张杰 82802458 

医学教育研究所 刘珵 82805567 

医学信息学中心 于娜 82805900 

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 杨羽 62757196 

精准医疗多组学研究中心 黄超兰 15618073380 



生物医学工程系 杨慧芳 18800011726 

医学继续教育学院 陈非 82802245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陆充 83572231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赵超颖 88325827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李帅 82265383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张苑苑 82195963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北京肿瘤医院） 李宁 88196640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刘慧 82801977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王雪莉 82805783 

学生工作部 郭昀 82802240 

北京大学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 胡金彪 82805509 

医学技术研究院 苑桂红 82801419 

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 李娜 82805560 

北京大学-云南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 张娟 82805129 

在职教育培训中心 孙婓 82801748 

北京大学眼科中心 杨丽萍 82266595 

肿瘤研究中心 张春凤 82801547 

创新药物研究院 王铁军 8280157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赵耀辉 62767847 

科研处 北大临床研究所 朱淑兰 82805834-208 

教育技术中心 孙建华 82802151 

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系 王建伟 82802466 

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系 毕振武 82802438 

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 赵晶 82805008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李慧 82805552 

细胞生物学系 张小燕 82802164 

生物物理学系 王丽珺 82802444 

病理学系 李宁 82805493 

药理学系 任红 82801421 

免疫学系 孙秀媛 13811607400 

病原生物学系 鱼艳荣 82801423 

病原生物学系 许强 82805137 

神经生物学系 廖斐斐 82805864 

生物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冉令杰 82801385 

医学遗传学系 闫明 82801729 

北京大学心血管研究所 沈蔷 82802881 

医学信息学系 姚蓬英 82801585 

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 李宇华 82805571 

放射医学系 沈嵚剑 82801452 

基础医学院 行政办公室 刘德亮 82802939 

北大医学部天士力微循环研究中心 霍新梅 82802867 

中西医结合教研室 马治中 82802404 

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 曾克武 82801404 



化学生物学系 张悦 82801539 

药物化学系 刘雅萌 82805573 

天然药物学系 赵明波 82802859 

药剂学系 何冰 82805935 

分子与细胞药理学系 刘晓岩 82802652 

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 海沙尔江 82805020 

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郭莹 82801709 

应用药物研究所 王颉 82801721 

天然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 冉福香 82805777 

药学院 行政办公室 马小艳 82805656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 赵茜 82801523 

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系 胡润华 82801191 

妇女与儿童少年卫生学系 宋洁云 82801186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樊蕊 82801575 

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 崔涛 82802637 

毒理学系 蒋建军 82801628-802 

公共卫生学院 中心仪器室 黄宁华 82805453 

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统计系 贾金柱 82802690 

公共卫生学院 行政办公室 刘杰 82801620 

预防医学函授部 王涛 82801620 

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  王斌 0016185032@bjmu.edu.cn 

全球卫生学系 刘芳静 82802144 

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 张华明 82801743 

循证医学中心 王燕玲 82801743 

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肖倩倩 82802357 

营养与保健品评价中心 许雅君 82802552 

护理学院 内外科护理学室 陆悦 82801609-8021 

护理学院 妇儿科护理学室 杨园园 82801610-8018 

护理学院 护理学基础室 王艳 82801610-8013 

护理学院 护理学人文室 郭记敏 82801609-8012 

护理学院 社区护理学教研室 孙静 82802248 

护理学院 实验教学中心 韩凤萍 82801612 

护理学院 行政办公室 任国华 82802447 

护理学院 教室管理中心 臧娴娴 82802248 

公共教学部 行政办公室 黎润红 82802512 

医用理学系 郭建光 82802408 

医学人文学系 徐震雷 82801543 

应用语言学系 蔡歌欣 82802420 

哲学与社会学系 张莉 82801269 

体育学系 卢凤 82801428-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