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物理
学系

中级职
称岗位

物理学
理论物理

凝聚态物理
光学

运行、管理机械加工、电学及电工学、信息化实验室及相关设备，并进行相
关建设/网络教学及虚拟仿真实验的实验开发与建设/课外实践教学及实验室
的管理与建设/配合其他实验仪器的改进、加工/实践教学条件的规划与管理
/承担物理系和实验中心的各种临时教学任务

1. 遵纪守法，爱国爱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操守；

2. 具有大局观念、安全意识、身体健康，能全职投入工作；
3. 境内外知名大学相关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原则上年龄不
超过31周岁。
4. 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期刊论文至少2篇。

杨老师
010-58808135

wloffice@bnu.edu.cn

生命
科学
学院

中级职
称岗位

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植物生理学实验和生物技术实验的课程准备、课程实验教学与教学改革（实
验课程建设、开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等）、实验室管理与建设、实验教
学中心数字化建设。

1.遵纪守法，爱国爱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操守；
2.具有大局观念、安全意识、身体健康，能全职投入工作;
3.境内外知名大学相关专业出站博士后或应届博士生；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31岁。
4.熟悉生物学实验室工作；
5.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2篇。

王老师
010-58802047

hrcls@bnu.edu.cn

信息
科学
与技
术学
院

中级职
称岗位

信息与通
信工程

通信与信息
系统

信号与信息
处理

1.人才培养：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实验教学任务；设计硬件电路实验；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工作；辅导电子领域学科竞赛，开展相关培训；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的申报、建设与管理工作。
2.实验室建设：学院公共设备、实验设备和实验环境的日常维护与管理。
3.科学研究：挖掘学院实验设备的潜力，研究实验技术和测试方法的改进；
开发设备新功能；解决关键性工程技术，支撑高水平科研工作。

1.遵纪守法，爱国爱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操守。
具有大局观念、安全意识、身体健康，能全职投入工作。有责
任心、工作热情和团队协作能力。
2.境内外知名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相关
专业博士学位，同等条件下博士后优先。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1
岁。
3.具有2年及以上在大学的电子实验教学工作和电子设备维护
经验，或2年以上硬件设计开发经验。独立完成过硬件电路产
品的设计加工调试工作，或在电子领域学科竞赛中获得高等级
奖项。
4.精通和熟悉：（1）数字/模拟电子线路的设计、制版、测
试，电路设计相关软件、设计PCB；（2）嵌入式系统设计开
发，FPGA编程；（3）通信与数字信号处理；（4）机器人等智
能硬件开发。

叶老师
010-58802620

yeqing@bnu.edu.cn

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度工程实验岗位人才引进招聘信息表

用人
单位

岗位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常用邮箱
联系人及
电话

遴选引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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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用人
单位

岗位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常用邮箱
联系人及
电话

遴选引进条件

心理
学部

中级职
称岗位

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1.协助主管领导开展两个国家级心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管理工作；
2.开展心理学虚拟仿真项目建设与实验教学；
3.负责心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建设与运维工作；
4.协助学部教师开展大数据专项科学研究；
5.负责学部各类实验软件系统的开发及专利与软件著作权的申报工作；
6.参与本科生心理学实验教学。

1. 遵纪守法，爱国爱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操守；
2. 具有大局观念、安全意识、身体健康，能全职投入工作；
3. 境内外知名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原则上年龄
不超过31周岁。
4. 精通两门以上计算机语言，熟练掌握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
算法；具有一定的网站开发与运维能力；
5. 具有采用大数据技术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经验，相关软件著
作权或发明专利至少1项；
6. 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EI期刊论文至少2篇。

刘老师
010-58805302

psyoffice@bnu.edu.cn

tianhq@yeah.net

1、专业设备管理；

2、实践辅助教学；

3、专业机房管理。

艺术
与传
媒学
院

戏剧与影
视学

数字媒体艺
术学

蒋老师
010-58800705 296025881@qq.com

1、开设心理学研究方法、用户体验等实验教学课程；

2、设计及实施心理学与戏剧影视学、传播学等学科交叉实验，并辅导研究

生实验团队；

3、承担科研任务，争取每年发表SSCI（SCI）或CSSCI论文一篇；
4、承担实验室及专业设备管理、维护。

 副高
及以上
岗位 1.遵纪守法，爱国爱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操守；

2.具有大局观念、安全意识、身体健康，能全职投入工作；
3.境内外知名大学心理学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具有副高及以
上职称。原则上副高职称者年龄不超过40周岁，正高职称者年
龄不超过45周岁；
4.熟悉高校实验教学工作，具有三年以上心理学与戏剧影视学

、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经历；

5.精通眼动追踪、生理多导、脑电等实验室专业设备；

6.发表SSCI或SCI论文至少一篇（一区） ，一区以下至少两篇
。

电影学
广播电视艺

术学
戏剧戏曲学

1.遵纪守法，爱国爱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操守；
2.具有大局观念、安全意识、身体健康，能全职投入工作；
3.境内外知名大学电影学或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学位获得者，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原则上副高职称者年龄不超过40周岁，
正高职称者年龄不超过45周岁；
4.熟悉高校实验教学工作，具有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5.熟悉影视制作设备；有相关实验设备管理经验者优先。

6.发表相关领域论文者优先。

戏剧与影
视学

田老师
010-58807531

mailto:psyoffice@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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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296025881@qq.com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用人
单位

岗位

设岗学科

岗位职责和任务内容 常用邮箱
联系人及
电话

遴选引进条件

信息
网络
中心

成熟型
人才

信息化相
关专业

1、协助制定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负责信息化专题研究工作。
2、协助制定学校信息化建设的相关标准与规范
4、指导开展高校大数据调研与应用规划
3、负责配合开展管理及教学信息化相关工作；
                  

1、遵纪守法，爱国爱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操守。
2、具有大局观念、 安全意识、身体健康，能全职投入工作。
3、有责任心、工作热情和团队协作能力；
4、计算机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
5、具有三年以上从事高校信息化相关工作经验；
6、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拥有相当的技术水平。
                                                                           
                                                   

谢彤芳
58806001-601 xtf@bnu.edu.cn

化学
学院

成熟型
人才

化学

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
物理化学

高分子化学

1.在化学学院实验中心从事基础实验教学技术支持及保障工作， 开展实验
室日常管理工作。
2.负责化学实验中心的日常运转服务工作。
3.负责化学学院大型仪器采购管理及安全工作。
4.完成学院及实验中心交办的其他工作。

1.遵纪守法，爱国爱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操守。
2.具有大局观念、安全意识、身体健康，能全职投入工作。
3.化学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年龄不超过40周岁。
4.熟悉高校实验教学工作，具有两年以上高校化学实验教学相
关工作经验。
5.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拥有相当的技术水平。
6.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一篇以上。

乔老师
010-58802850

qiao_jinping@bnu.edu.cn

地理
科学
学部

应届博
士毕业
生/出
站博士
后

地理学

1. 协助负责同位素仪、液相、气相色谱质谱仪、元素分析仪以及 显微镜等
设备的管理和使用。
2. 协助实验室的日常管理。提供样品的测试、仪器调试、运转和维护、耗
材试剂的采购、实验药品整理等实验室日常管理工作。
3. 根据学部的科研工作的需求，协助相关硬件和测试方法的优化和改善以
及仪器功能的拓展等工作。
4. 负责实验室检测项目的数据追踪、反馈、审核以及编写测试报告；确保
测试项目符合标准要求，实验室年度各项审核工作。
5. 完成领导交办的实验室其他工作。
或
1. 负责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和运行；
2. 负责对仪器设备的使用进行技术指导，负责仪器设备的维修、维护；
3. 根据学部的科研工作需求，开展与岗位工作相关的研究工作，开展相关
硬件和测试方法的优化、改善以及仪器功能的拓展等工作。
4. 负责实验室仪器设备采集数据的收集、汇总、追踪、审核等；
5. 负责统计仪器设备使用数据及编写相关报告，确保实验室各项检查、评
估工作顺利进行。
6. 协助完成实验室组织开展的各类野外实验。

符合学校相关选拔条件，且
1. 对分析仪器、检测技术，具有浓厚的兴趣者优先考虑。熟
练土壤、植被、水文等室内化学分析。化学分析、土壤农化分
析、环境、植物化学分析以及仪器分析相关专业优先。应届博
士毕业生。
2. 工作踏实，认真负责，责任心强，做事严谨细致。
3. 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较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
4. 熟练电脑技术和基本的网络知识。
5. 具有很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或
符合学校相应选拔条件，且
1.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测绘、计算机、光学、机
械、电子等相关专业，能够完成实验室各类实验的开展，具有
高校与科研院所仪器管理、实验组织经验者优先；
2. 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篇以上；
3. 能够胜任野外工作；工作踏实，认真负责，责任心强，做
事严谨细致；
4. 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较好的语言表达、沟通协调能力和
团队合作精神；
5. 能够保证全职在校工作。

罗俊凌
010-58800322 luojunling@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