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人数 学历 职称 人员类型 岗位描述

专任教师
电子工程、微电子、自动化、

电气工程相关
2

副高及以
上

事业编制
专带培养对象，能用英语授课,“双一流”院校优先；必须有企业工作经历
。

实验实习指导教师 电子、微电子、自动化 1 事业编制 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

专任教师 信息安全相关专业 4 事业编制 应届毕业生或三年以上信息安全行业高水平企业工程师，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专业 4 事业编制
应届毕业生，或从事计算机网络、云计算技术、大数据应用等相关专业三
年以上工作经历技术人员，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3 事业编制 应届毕业生或同等学历三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35岁以下

实验实习指导教师 电子信息技术 4 事业编制 应届毕业生，或从事电子信息相关专业工作三年以上技术人员，35岁以下

3 软件与信息学院 专任教师 大数据 3 事业编制 45周岁以下优先。

 医学类教师 中医方向 1 事业编制
具有北京市户口，第一学历是医学类相关专业，
能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有临床医学工作经验优先
30岁以下优先

医学类教师 西医方向 1 事业编制
第一学历是医学类相关专业，
能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有临床医学工作经验优先
30岁以下优先

专任教师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电竞运

营）
4

助理及以
上

事业编制
电竞运营公司工作经验（赛事直转播、赛事编导等相关的工作经验），熟
练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软硬件技术设备，具有影视表演的相关专业工作经
验或教学经验优先。

专任教师 交互设计方向 4
助理及以

上
事业编制

具有3年以上的网页、软件行业交互设计工作经验，具备交互设计理论，较
强的教学、科研能力，能承担并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科研等任务；有电
视台、高校教学工作经历者优先。

专任教师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三维游戏

美术）
3

助理及以
上

事业编制
熟悉游戏（VR）引擎技术，精通3D max、Maya、Substance
designer\painter、C4D等相关三维动画制作软件；有较强的教学、科研能
力；有游戏公司工作经验者优先

实验实习指导教师 VR/视觉传达／UI交互 1
助理及以

上
事业编制

具有较好的项目制作经验，熟悉项目生产流程，掌握相关项目制作技术，
能够指导学生项目开发和制作，符合企业项目制作标准和规范。

6 基础教育学院 专任教师 语文、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 3 事业编制 40周岁以下博士及以上学位，带有学术成果者优先

专任教师 智能交通专业 1
副教授以

上
事业编制

计划引进智能交通专业领军人物，有机场智能化运行管理方面经验者优
先，45周岁以下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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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与自动化学院

硕

士

及

以

上

2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4 经济管理学院

5 数字艺术系

7 交通工程系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人数 学历 职称 人员类型 岗位描述

2020年度人员需求计划汇总表

序号 需求部门
人员需求计划

专任教师 轨道交通专业 1 事业编制
计划引进轨道交通信号方向专业教师，拟培养为该专业骨干或带头人，有
智能化运营管理相关经验者优先，40周岁以下优先。

专任教师 新能源汽车专业 1 事业编制
计划引进智能新能源汽车专业教师，拟培养为该专业骨干或带头人，有智
能汽车开发经验者优先，40周岁以下优先。

8 思政教育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

背景
3 事业编制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
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做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
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专职教师应
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或相关学科背景；新任专职教师原则上是中共党
员。应届毕业生或35岁以下优先

9 通用能力教学部 基础课教师 相关领域 4 事业编制 相关领域，应届毕业生或副高以上职称优先

专任教师 物理 1 不限 事业编制 从事物理及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和教科研工作。

专任教师 物理 1 教授 事业编制 从事物理及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和教科研工作。

专任教师 数学 1 不限 事业编制 从事数学课程的教学和教科研工作，辅导学生参加数学建模大赛。

11 国际教育部 留学生管理干事 俄语专业 2 事业编制
有海外留学经验者优先，，年龄25-35岁之间优先
俄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且英语6级者以上优先

12 团委 团委干事
思想政治、中文、新闻、教育

、管理等相关专业
2 事业编制

1.政治立场坚定，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意识；
2.身心健康，品行端正；
3.热爱并了解共青团工作，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公文写作等共青团岗位
要求的能力；
4.28周岁以下（1992年1月1以后出生），性别不限；
5.有文体特长、有青年工作经验者优先，中共党员优先。

13 保卫处 保卫干事 安全工程或消防工程 3 事业编制 40周岁以下优先。

14 法务办公室 内控管理干事 财务相关领域 3
助理及以

上
事业编制 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30周岁以下优先。

质量监控干事 计算机相关专业 1 事业编制 30周岁以下优先。

计划运行与教务档案管理干事 教育管理类 1 事业编制 30周岁以下优先。

医生 医学专业 2 双证齐全 事业编制 45周岁以下优先。

基建干事 基建工作 1 事业编制 负责协助基建主管完成专业的基建项目施工及材料归档工作。

17 信息中心 数据管理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 无 事业编制

1.数据收集、清洗、存储、展示、分析等
2.大数据技术应用
3.数据安全管理
4.撰写数据治理相关制度

18 财务资产处 财政专项执行监管会计 会计 4 无 事业编制 组织财政专项实施，监管财政专项的执行，申报项目预算

硕

士

及

以

上

7 交通工程系

10 基础教育学院

16

15 教务处

总务处

(1)全日
制大学
本科学
历及学
位；或
(2)硕士
研究生
及以上
学历或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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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人事处 人力资源开发干事 人力资源相关领域 1 事业编制 招聘、人才培养等工作。硕士及以上学历优先；35岁以下优先

系统管理干事 不限 1 不限 事业编制 招生录取系统运行维护

就业指导干事 不限 1 不限 事业编制
全校就业指导、相关活动组织、就业咨询服务等。有研究生学历或学位优
先

招生宣传干事 管理类 1 不限 事业编制 招生对外宣传及事务管理

21 学校办公室 综合行政管理干事
图书信息档案学类、中国语言
文学类、历史学类、新闻学类

1 事业编制

1.图书信息档案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历史学类、新闻学类等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
2.具备较高的文字水平及编研能力。
3.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及协调能力。
4.能够熟练掌握现代化、信息化设备的管理及使用。
5.中共党员，年龄35岁以下优先，身体健康，能承担较重的工作任务。

22 发展规划处 综合统计干事 统计学、教育管理学 1 中级 事业编制

熟练使用各种统计办公软件，具备较高的数据处理能力；
具备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
具有较高的组织、沟通及协调能力；
吃苦耐劳，细致、耐心，责任心强，具有教育系统相关岗位工作经验女士
优先。

硕士及
以上

招生就业处20

(1)全日
制大学
本科学
历及学
位；或
(2)硕士
研究生
及以上
学历或
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