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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介绍 

（一）地理位置 

北京外国语大学坐落于首都高校和高新技术产业云集的海淀区，地处西三环

北路，在三环路两侧分设东、西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为 49.2 万平方米，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 

（二）院校特色 

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建于 1941 年，是教育部直属、首批“211 工程”高校、

“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北外获批开设 101 种

外国语言，欧洲语种群和亚非语种群是目前我国覆盖面最大的非通用语建设基地，

是教育部第一批特色专业建设点。 

学校形成了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文、法、经、管、教等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格局，现有本科专业 121 个，其中 46 个专业是全国唯一专业点。在全国第

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学校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评级为 A+，位居全国榜首。在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学校语言学位列 60，英语语言文学位列 151-200

位，位居国内同类院校之首。 

学校本科在校生 5800 余人，研究生（硕士、博士）3700 余人，留学生 1200

余人。 

（三）师资力量 

北外注重创新人才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现有在职在编教职工

1300 余人，另有来自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教师近 200 人。学校拥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

“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四个一批”人才、“长江特聘”“青年长江”等高水平师资。

教师中超过 90%拥有海外学习经历。 

（四）对外交流 

北外坚持高端引领、整体推进的国际化办学思路，与世界上 81 个国家和地区

的 324所高校和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美国布朗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海德

堡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学校承办了 23 所海外孔

子学院及独立孔子课堂，位于亚、欧、美 18个国家，居国内高校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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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院 

学院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是目前全国范围内顶尖的学院。拥有全国最早的两

个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点之一和英语语言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是北京市特色学

科建设点。英语学院下设英语系和翻译系，并设有十一个研究中心，以全人教育、

跨文化取向、创造性学习和跨学科课程设置为特色和优势。 

在半个多世纪的办学历史上，英语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驻外大使和高级

外交官，为国内兄弟院校输送了一大批教学与学术领军人物，为中国改革开放与

对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优秀的校友也促进了学院的发展。 

英语学院与 10 多所英语国家知名大学相关院系确立了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建

立了本科生、研究生短期留学和夏令营机制；并推出了本、硕、博三层次的对外

合作办学。 

学生就业率及就业质量较高。毕业生在外交、外事、国际经贸、对外文化交

流、国际传播、英语教育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可以顺利

进入英语专业乃至所有相关人文社科领域进一步深造。 

学院网站：https://seis.bfsu.edu.cn/ 

招生专业 

英语：点击此处参考相关介绍 

  

https://seis.bfsu.edu.cn/
https://seis.bfsu.edu.cn/zysz/bkz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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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学院 

学院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学院（简称“西葡语学院”）是新中国高

校首个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专业教学单位。西班牙语专业建于 1952年，1959年成

立西班牙语系；葡萄牙语专业建于 1960年。2006年，西班牙语系更名为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系；2018 年又更名为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学院。60 多年来，西葡语学院为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语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交流以及中国语言文化在对象国的

传播与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西葡语学院现有专业教师 30 名，其中教授 3 名、副教授 11 名、讲师 16 名，

每年聘请 5 名外国专家。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专业方向齐全，

师资力量位居全国之首，为国内外高校输送或培训大量西班牙和葡萄牙语专业教

师，为国家或国际重大活动提供大量高水平翻译服务。 

西葡语学院下设两个系，即西班牙语系和葡萄牙语系；四个中心，即拉丁美

洲研究中心、墨西哥研究中心，西班牙研究中心和北外－里斯本大学－卡蒙斯葡

萄牙语言文化中心；一个基金会，即董燕生教育基金；两种学术集刊，即《西班

牙语论丛》和《中拉互鉴》。 

1979 年西班牙语专业开始录取硕士研究生，1981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成

为全国第一个具有西班牙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96 年，西班牙语专业

又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 年，葡萄牙语专业成为全国第一家葡萄牙语

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西葡语学院的教学、科研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至今

已为国家培养了数百位知名学者、教授、高级外交官、记者、企业家，为中国对

西葡语国家的研究、“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以及双边或多边

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学科和专业建设方面，2007 年，西葡语系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

设点；2008 年成为北京市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10 年，西班牙语专业被评

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19 年，西班牙语专业和葡萄牙语专业双双入选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 

西葡语学院结合自身实际，确立了“培养品德优良，外语基本功扎实，专业

知识丰富，有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外语

人才”的办学思路；同时，保持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两个专业在全国的领先地

位；在研究生教育中重点培养有研究能力、事业心强的教师、公务员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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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努力把两个专业建设成为教学质量优良、学生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科研水

平高、科研成果在全国同类型专业中起带头作用的学科专业。 

近年来，西葡语学院对原有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逐步建设成包括外语

技能核心课程和多个专业方向在内的更为完整丰富的课程体系。本科教学分基础

教学和高年级教学两个阶段，在基础教学阶段，通过外语技能课对学生进行全

面、严格的口笔语基本功训练，帮助学生掌握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基础知识，达到

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交流、沟通的中等水平，并对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国家有基

本了解；高年级教学阶段，开设语言学和翻译学、文学与文化、国别和区域研究

（政治与经济）3个专业方向，在提高学生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同时，着重培养学

生对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国家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中国与对

象国家关系等方面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兴趣，为顺应新时代国家建设对人才的实际

需求，培养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创造条件。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西葡语学院积极开展国际校级合作与交流，与西班

牙、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葡萄牙、巴西以及中国澳门等

海外 20 多所知名高等学府签署了校际交流协议，互派教师、学生，开展联合培

养，极大地提升了办学的国际化程度。 

西葡语学院将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开拓创新，不断完善办学条件和教学设

施，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本功扎

实、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强的高级专业人才，把学院建设成为高水平、有特色的

西葡语复合型人才培养基地。 

学院网站：https://xpyx.bfsu.edu.cn/index.htm 

招生专业 

葡萄牙语：点击此处参考相关介绍 

 

 

 

 

 

 

https://xpyx.bfsu.edu.cn/index.htm
https://xpyx.bfsu.edu.cn/zspy/bk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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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学院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于 2014年。 

早在 1985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就在英语系开设了国际新闻专业方向，是改革

开放以后首批开办国际新闻传播学科的高校之一。2001 年，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正

式成立；2009 年，国际新闻本科专业被批准为教育部特色专业；2013 年教育部批

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北外－博尔顿全媒体国际新闻硕士教育项目”；2014 年，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从英语学院独立出来；2019 年，学院“新闻学”专业入选首

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双万计划）。 

学院网站：https://sijc.bfsu.edu.cn/index.htm 

招生专业 

新闻学：点击此处参考相关介绍 

 

 

 

 

 

 

 

 

 

 

 

https://sijc.bfsu.edu.cn/index.htm
https://sijc.bfsu.edu.cn/zspy/rcp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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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学院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于 2001 年成立法律系，2006 年成立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简称“北外法学院”或 BFSULAW)。 

北外法学院于 2006年获批国际法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获批法学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招生方向为国际法、民商法、知识产权法、国际司法与执

法合作及国际与区域安全学），2012 年入选首批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经

过十余年的努力，北外法学院在办学规模、办学层次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与发

展，2016 年取得国际法律与区域治理二级学科博士点，2018 年取得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点。2019 年，北外法学院法学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

家“双万计划”，法学专业总数为 137个，首批 68个）。 

目前北外法学院共有专职教师 25人，其中教授 6人，副教授 11人，获得博士

学位的有 24人，具有出国留学经历的 24人，常年聘请外籍法学专家和教师 6人。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教授曾担任法学院名誉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万鄂湘同志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期间曾任法学院首席教授，原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教授担任北外法学专业特聘专家，还有包括来自国家部

委、法律实务部门、知名企业、律所等法律实务部门的 80 余名专业人士担任兼职

教师。 

学院拥有完整的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体系，现在读本科生 270 名，在读法学

硕士及法律硕士共计 148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1名。 

学院网站：https://sl.bfsu.edu.cn/ 

招生专业 

法学：点击此处参考相关介绍 

 

 

https://sl.bfsu.edu.cn/
https://sl.bfsu.edu.cn/index/xyj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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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学院 

学院简介 

亚洲学院前身为始建于 1961 年的亚非语系，是全国外语院校中开设亚洲语种

专业最多、历史最悠久的院系之一。亚洲学院目前共开设了 30 个语种专业，其中

22 个专业（含 23 个语种）已进行招生。朝鲜语、马来语、僧伽罗语、泰语、土耳

其语，波斯语、柬埔寨语、老挝语、缅甸语 9个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印地语专业为“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同时

长期聘请亚洲各国文教专家及短期聘请国际关系、法律、历史等领域专家来校任

教。 

亚洲学院致力于培养复合型、复语型、国际化、高素质的亚洲非通用语种人

才。学生在接受语言专业教育的同时，可通过公共选修课、院系平台课等形式选

修国别区域课程；除了学习非通用语之外，还可以辅修英语，参加全国英语专业

四、八级考试；并且可以选择辅修某一方向的专业或学位课程。学生在校期间均

有机会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或通过校际交换项目自费赴对象国留学深造。 

亚洲学院毕业生活跃在中央各部委、各大媒体、国家企业、各大银行、国家

及各省外办、高等院校等部门，为我国与亚洲国家的友好交往发挥着重要作用，

仅在外交部工作的校友中，就有十多人先后出任大使。近 5年来，毕业生就业率一

直保持在 95%以上。 

学院网站：https://asian.bfsu.edu.cn/ 

招生专业 

泰语：点击此处参考相关介绍 

 

 

 

 

https://asian.bfsu.edu.cn/
https://asian.bfsu.edu.cn/jyjx/bksp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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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语言文化学院 

学院简介 

北外法语专业始建于 1950 年，历史悠久，办学层次齐全，拥有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第一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北京市重点学科、法语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 

法语学院学科方向完备，下设法语文学系、翻译与语言学系和法语国家与地

区研究系。全部教师拥有海外学习经历，四分之三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法语学

院在 70 多年的办学历程中薪火相传，培养了一代代法语教学名师，并为全国其他

法语教学单位输送了大量师资。 

法语学院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与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

化学院、巴黎第三大学、巴黎第四大学、瑞士弗里堡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等 20余所国际知名院校开展校际交流合作。 

学院设有进入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的法国研究中心和法语国

家与地区研究中心以及教育部中法人文交流研究中心。2018 年以来，学院创办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学术期刊，每年组织编写和发布《法国发展报告》。 

学院网站：https://french.bfsu.edu.cn/ 

招生专业 

法语：点击此处参考相关介绍 

 

 

 

 

 

 

 

 

https://french.bfsu.edu.cn/
https://french.bfsu.edu.cn/jyjx/bk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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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学院 

学院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于 1958 年创建，1981 年独立为阿拉伯语系，

2015 年更名为阿拉伯学院。北外阿拉伯语专业于 1981 年和 1986 年成为我国第一

个阿拉伯语语言文学硕士和博士授予单位，1992 年被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并在

2002 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07 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重点学科”和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08 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建设点”和“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2019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和“北京高校重点建设一流专业”。此外，学院下属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研

究中心于 2018年入选“CTTI来源智库”。 

学院现有专业教师 15 人，13 人具有博士学位，占教师总数 87%；具有高级职

称的教师为 8 人，占教师总数的 47％；所有教师均有在阿拉伯国家留学、工作的

经历。现有教师中，多人入选省部级以上人才项目，并在教育部外指委、中国中

东学会、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中国宗教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等机构中担任

重要职务。 

阿拉伯学院现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培养阿拉伯语高级人才的摇篮、从事

阿拉伯学研究的重镇、向阿拉伯世界传播中国的平台、促进中阿文化交往与人民

友谊的桥梁。 

学院网站：https://arab.bfsu.edu.cn/ 

招生专业 

阿拉伯语：点击此处参考相关介绍 

 

 

 

 

 

 

 

 

https://arab.bfsu.edu.cn/
https://arab.bfsu.edu.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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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学院 

学院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成立于 2001 年，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规模最大

的院系之一。其人才培养项目涵盖计划内本科、学术硕士、专业硕士、博士，以

及出国留学、来华留学等。国际商学院设有国际经济系、金融系、会计与财务管

理系、企业管理系、国际商务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共六个系部；二十国集团研

究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创新创业中心、中国商业案例中

心等多个研究机构。 

学院目前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国际商务与

区域治理”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

三个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外交学（国际经济方向）二级学科学术型

硕士学位授予权；国际商务硕士（MIB）、金融硕士（MF）、会计硕士（MPAcc）、

工商管理硕士（MBA）四个专业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工

商管理、会计学、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国际商务八个本

科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金融学、国际商务、电子商务五个双学士学

位专业。经济、管理、IT、传播四大门类出国留学专业。 

国际商学院大量开设全英文授课的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同时为学生提供西班

牙语、法语等全球通用语言作为学生的第二外语。 

学院拥有一支强大的师资力量，来自全球各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

背景和专业领域，涵盖经济、管理、理学、工学、文学、哲学、法学、外语等各

个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相互渗透与融合。他们既具有深厚现代经济学、管理学

专业理论功底，同时又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学院专职教师中，

90%以上拥有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70%以上拥有海外学位或半年以上海

外学习经历。截至 2018年 12月，国际商学院共有在职员工 124人，其中教学科研

岗员工 54 人，教辅 4 人，外教 10 人，外聘员工 50 人，BFSU-SOLBRIDGE 中韩合作

项目韩方工作人员 6 人。从职称结构来看，国际商学院目前共有教授 10 人，副教

授 19人，讲师 25人。学院有五名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两名

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学院致力于向来自全球的未来商业领袖搭建探索世界文明和知识谱系之平台，

开发独立思考与自我发展之潜能，传递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我们的人才培

养目标是通过构建多层次、跨文化的培养模式，让学生成为具备全球化视野、深

https://ibs.bfsu.edu.cn/Info.aspx?m=20140924163042640117
https://ibs.bfsu.edu.cn/Info.aspx?m=20151201170144637934
https://ibs.bfsu.edu.cn/Info.aspx?m=20151201163022960892
https://ibs.bfsu.edu.cn/Info.aspx?m=20170314104517990977
https://liuxue.bfsu.edu.cn/
https://solbridge.bfsu.edu.cn/
https://ibs.bfsu.edu.cn/news_info.aspx?m=20140924134210263073&n=20140924134210263073
https://ibs.bfsu.edu.cn/news_info.aspx?m=20140924134210263073&n=20140924134210263073
https://ibs.bfsu.edu.cn/news_info.aspx?m=20140924134210263073&n=20150515094011720805
https://ibs.bfsu.edu.cn/news_info.aspx?m=20140924134210263073&n=20150515090413097795
https://ibs.bfsu.edu.cn/news_info.aspx?m=20140924134210263073&n=20150929125250553404
https://ibs.bfsu.edu.cn/news_info.aspx?m=20140924134210263073&n=20181101165615787775
https://ibs.bfsu.edu.cn/news_info.aspx?m=20140924134210263073&n=2018110116561578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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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理解中国文化的，能够在中国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担当重要责任的复合型、复语

型国际商业人才。让学生具备在复杂商业竞争中的沟通、分析、操作和决策能力。

建设跨国公司中国管理人才培养基地和中资公司国际管理人才培养基地。 

学院的建设得到教育部、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力支持，

在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等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2002 年

国际商学院经济管理学科群被北京外国语大学确定为国家“211 工程”建设的重点

支持学科；2007 年在教育部、财政部实施的高等学校“质量工程”中，被批准为

“跨国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实验区”；2009 年，学院跨国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成果被评为“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2 年，经济管理学科实验教学中心

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5 年，国际商学院跨国经济管理人才培

养实验教学中心获批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院贯彻“一体两翼”的全球化办学战略，以与欧美高校合作为基础，大力

拓展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国对外投资国高校的关系，以最积极的姿态参与中

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商学院鼓励计划内本科和硕士学生赴海外交流学习，并

为全体学生提供各种国际交流机会。通过这些交流，不仅仅学会分享各国经济和

企业发展的经验，也能够总结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推向世界。 

学院同中国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以及跨国公司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各

级政府机构、公司企业提供高层管理培训课程，与业界建立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合作培养机制、合作研究机制，开发撰写中国企业商业案例，确保学生就业水平

领先全国。 

无论是在教学、研究还是在社会服务领域，北外国际商学院始终坚持的理念

是：用全球化的视角推动中国经济、用全球化的视角参与经济管理理论创新，用

全球化的视角进行人才培养。建设具有鲜明北外特色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

独特作用的全球化商学院。  

学院官网：https://ibs.bfsu.edu.cn/ 

招生专业 

工商管理类、国际经济与贸易：点击此处参考相关介绍 

 

 

https://ibs.bfsu.edu.cn/
https://ibs.bfsu.edu.cn/zylb.aspx?m=2014092416311093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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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院 

学院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建于 2006 年，由原英语学院外交学系与原国

际问题研究所合并组成，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为我院题

写院名并揭牌。2007 年，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同志出任我院名誉院长。2009 年，

由我院主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贸促总会”校外教学实践与研究基地被评

为北京市校外人才培养基地。2010 年，我院外交学专业被教育部评为全国第六批

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也是国内相同专业中的首个。我院外交学专业继承和

发扬北外“共和国外交官摇篮”的传统，近年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和社会服务方面逐渐形成了北外外交学特色，取得各界认可，在中国校友会 2017

年中国大学外交学本科专业排行榜中名列第二，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

2017-2018年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分专业排名中进入前十强。 

学院现下设三系、一所、一刊和四个研究中心，分别为外交学系、国际政治

学系、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国际问题研究所、CSSCI 期刊《国际论坛》杂志编辑部、

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东西方关系研究中心、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

心、公共外交研究中心。 

学院现有在编教学、科研和教辅人员 26 人，90%以上的专任教师拥有博士学

位，70%以上有一年以上出国访学或学术交流经历。除此之外，我院的教学和研究

队伍还包括短期聘用外国专家、兼职和客座教授、校内其它院系相关专业教师、

从事外交工作的北外校友等。2015 年，我院成为国内第四家与外交部合作，设立

现任外交官驻院研究机制的学院。 

学院现拥有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辖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

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区域学、公共外交和商务外交 8个二级学科硕

士研究生专业，同时拥有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形成了从学士到

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作为北外“外交官摇篮”美誉的重要代表，外交学专业设立于 1999 年，是北

外最早建立的非外语专业之一。2010 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

业建设点，也是国内相同专业中的首个；2021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外交学专业已形成特色鲜明的复合型、复语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特色。本专业学

生在修满专业课程的同时，还可辅修英语等其他专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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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后，可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本专业学位证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颁发的辅修学位

证书。 

学院积极为学生搭建国际化的学习平台。目前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丹佛大学、夏威夷大学、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新潟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合作关系。 

学院网站：https://sird.bfsu.edu.cn/index.htm 

招生专业 

外交学：点击此处参考相关介绍 

 

 

 

 

https://sird.bfsu.edu.cn/index.htm
https://sird.bfsu.edu.cn/zsxm/bkxm.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