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聘用单位 岗位级别 学科
学科方向（二级学

科）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化学工程与技术 高效分离与反应工程 教授/研究员 开展高效分离与反应工程方向相关研究和教学，参与学科建设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工与产品工程 教授/研究员 开展材料化工与产品工程方向相关研究和教学，参与学科建设

化学工程与技术 智能与仿生化工 教授/研究员 开展智能与仿生化工方向相关研究和教学，参与学科建设

化学工程与技术 高效分离与反应工程 副教授/副研究员 开展高效分离与反应工程方向相关研究和教学，参与学科建设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工与产品工程 副教授/副研究员 开展材料化工与产品工程方向相关研究和教学，参与学科建设

化学工程与技术 智能与仿生化工 副教授/副研究员 开展智能与仿生化工方向相关研究和教学，参与学科建设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工程
高级实验师/高级工

程师
开展化学工程相关研究和教学，参与学科建设

化学
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

理化学/无机化学
教授/研究员

承担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基金委创新群体骨干，主持国家级科研项

目，推动一流学科建设

化学工程与技术 应用化学/工业催化 教授/研究员
承担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重点学科骨干，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促

进一流学科发展

化学(含实验.工程)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物理化学
副教授/副研究员 承担教学科研工作，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参与课程建设、专业建设

化学(实验.工程)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物理化学

高级实验师/高级工

程师
承担教学科研工作，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参与课程建设、专业建设

化学工程与技术 应用化学/工业催化 副教授/副研究员 承担教学科研工作，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参与课程建设、专业建设

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 教授/研究员 独立开展科研活动，承担教学和公共服务任务，建设生物工程一级学科

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教授/研究员 独立开展科研活动，承担教学和公共服务任务，建设生物学一级学科

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 副教授/副研 开展科研活动，承担教学工作和公共服务任务，协助建设生物工程一级学科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生物化工 副教授/副研 开展科研活动，承担教学工作和公共服务任务，协助建设生物化工二级学科

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微生物
副教授/副研 开展科研活动，承担教学工作和公共服务任务，协助建设生物学一级学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 副教授/副研
开展科研活动，承担教学工作和公共服务任务，协助建设食品科学与工程一

级学科

药学 药物化学 教授/研究员
结合本学科现有基础，从事天然药物化学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与学院内

相关教授进行团队合作，推动本学科发展

药学 药理学 教授/研究员
结合本学科现有基础，开展体外、体内药效学或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与学

院内相关教授进行团队合作，推动本学科发展

药学 药物化学生物学 教授/研究员
结合本学科现有基础，从事化学生物学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与学院内相

关教授进行团队合作，推动本学科发展

农药学 农药毒理学 教授/研究员
结合本学科现有基础，从事农药学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与学院内相关教

授进行团队合作，推动本学科发展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与技术 教授（教学型）

结合本专业现有基础，积极融入并推动一流本科建设，在教改教材与课程建

设、基层教学团队建设、教学名师团队培育与建设以及双创方面起到引领与

示范

生物工程学院

正高级

顾玫

021-64253019

shgb@ecust.edu.cn副高级

药学院

正高级

牛婧

021-64251033

2020年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需求

正高级

副高级

宋卓

021-64253135

songzhuo@ecust.edu.cn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

化工学院

正高级

孙莉

021-64253159

hgxy@ecust.edu.cn
副高级



药学 药理学 副教授/副研究员
结合药学学科现有研究基础，加入药理学相关研究团队，合作进行神经系统

疾病、肿瘤或者代谢性疾病等的创新药物发现研究

药学 药物化学生物学 副教授/副研究员
结合药学学科现有研究基础，加入药物化学生物学相关研究团队，合作进行

生物分子检测、诊疗研究

药学 药物化学 副教授/副研究员 结合药学学科现有研究基础，推动本学科发展

植物保护 农药学 副教授/副研究员 建立、完善农药学相关平台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与技术 副教授/副研究员 围绕学院十四五目标，开展与绿色制药工程领域相关的高水平研究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与技术
高级实验师/高级工

程师

1.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掌握本专业国内外现状和发展

趋势。

2.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业绩突出。

3.以第一（通讯）作者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至少发表4篇（其中在国内外重要

学术刊物上至少发表2篇）高质量技术论文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学 教授/研究员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物理与化学 教授/研究员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加工 教授/研究员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学 正高级实验师 承担实验任务,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学 副教授/副研究员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物理与化学 副教授/副研究员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加工 副教授/副研究员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学 高级实验师 承担实验任务,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教授/研究员
引领学科发展，获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完成学校对于正高级岗位的任

务要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教授
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SCI论文，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本

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任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教授（教学型）
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项目，发表高水平教学论文，培养

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任务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微电子与

固体电子
教授/研究员

申请国家级项目1项，讲授本科生课程1-2门，研究生课程1门，指导本科毕业

设计3-5人，指导研究生3-4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教授/研究员
申请国家级项目1项，讲授本科生课程1-2门，研究生课程1门，指导本科毕业

设计3-5人，指导研究生3-4人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副教授/副研究员
推动学科发展，获得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完成学校对于副高级岗位的任务要

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副教授
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培养硕士生，承担本科生

和研究生教学任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副教授（教学型）
承担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项目，编写出版高水平教材、发表教学

研究论文，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任务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微电子与

固体电子
副教授/副研究员

力争国家级项目1项，讲授本科生课程1-2门，研究生课程1门，指导本科毕业

设计3-5人，指导研究生3-4人，、作为骨干参与本科工程教育认证和学科评

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副教授/副研究员
力争国家级项目1项，讲授本科生课程1-2门，研究生课程1门，指导本科毕业

设计3-5人，指导研究生3-4人，作为骨干参与本科工程教育认证和学科评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化工过程机械 教授/研究员 从事化工过程机械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加工工程 教授/研究员 从事材料加工工程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

副高级

正高级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

正高级

许浩

021-64253325

xuhao@ecust.edu.cn

副高级

药学院 021-64251033

nj@ecust.edu.cn

副高级

正高级
承担科研教学任务,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顾婷

021-64253365

clyb@ecust.edu.cn
承担科研教学任务,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机械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 教授/研究员 从事机械设计及理论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教授/研究员 从事机械电子工程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化工过程机械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化工过程机械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工程热物理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工程热物理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动力机械及工程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动力机械及工程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流体机械及工程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流体机械及工程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机械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机械设计及理论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机械电子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机械工程 智能制造与智能装备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机械电子工程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加工工程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材料加工工程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力学 固体力学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固体力学领域相关教学、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化工过程机械
高级实验师/高级工

程师
从事材料加工工程领域相关工程技术研究研活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教授/研究员

从事该学科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学术声誉，履

行重要的学科建设与管理职责，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等做出

重要贡献

能源与动力工程 热能工程 教授/研究员

从事该学科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学术声誉，履

行重要的学科建设与管理职责，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等做出

重要贡献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工程 教授/研究员

从事该学科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学术声誉，履

行重要的学科建设与管理职责，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等做出

重要贡献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该学科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学术声誉，承

担学科建设与管理相关工作，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等做出较

大贡献

能源与动力工程 热能工程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该学科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学术声誉，承

担学科建设与管理相关工作，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等做出较

大贡献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工程 副教授/副研究员

从事该学科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学术声誉，承

担学科建设与管理相关工作，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等做出较

大贡献

数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教授
学位点建设；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承担

国家级科研项目；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工作

数学 基础数学 教授
学位点建设；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承担

国家级科研项目；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工作

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教授（教学）

负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上海市精品课程建设并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数

理统计专业课程建设；发表高水平教学论文；负责统计专业建设；承担本科

生和研究生教学

物理学 原子与分子物理 教授 参与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承担本科教学任务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

院

正高级

李煜佳

021-64252954

yujiali@ecust.edu.cn

副高级

正高级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

院

副高级

石晶

021-64252737

shijing@ecust.edu.cn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教授（教学）

负责大学物理上海市精品课程建设并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大学物理课

程建设；发表高水平教学论文；承担大学物理教研室主任工作；承担大学物

理教学任务

数学 应用数学 副教授
硕士学位点建设；培养硕士研究生；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承担国家级科研

项目；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工作

数学 基础数学 副教授
硕士学位点建设；培养硕士研究生；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承担国家级科研

项目；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工作

数学 计算数学 副教授（教学）
发表高水平教学论文；负责矩阵论课程建设；负责文科高等数学大面积课程

建设；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工作

物理学 等离子体物理 副教授 参与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承担本科教学任务

物理学 光学 副教授 参与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承担本科教学任务

物理学 光学 高级实验师 参与大学物理实验中心建设；承担实验室管理工作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系统与知识管理/

技术管理与能源系统给

分析/运营与供应链管

理/金融工程/优化理论

与方法

教授
从事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工作；从事岗位规定的科研工作；完成学校和学院的

各项公共事务

工商管理

组织管理/战略管理/市

场营销/组织行为、比

较管理和跨文化管理/

财务管理与会计

教授
从事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工作；从事岗位规定的科研工作；完成学校和学院的

各项公共事务

应用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

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
教授

从事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工作；从事岗位规定的科研工作；完成学校和学院的

各项公共事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系统与知识管理/

技术管理与能源系统给

分析/运营与供应链管

理/金融工程/优化理论

与方法

副教授
从事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工作；从事岗位规定的科研工作；完成学校和学院的

各项公共事务

工商管理

组织管理/战略管理/市

场营销/组织行为、比

较管理和跨文化管理/

财务管理与会计

副教授
从事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工作；从事岗位规定的科研工作；完成学校和学院的

各项公共事务

应用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

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
副教授

从事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工作；从事岗位规定的科研工作；完成学校和学院的

各项公共事务

社会学 应用社会学 教授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学 教授

社会工作学 副教授

社会学 副教授

社会政策学 副教授

行政管理学 副教授

土地资源管理 副教授

正高级

李宏辉

021-64253896

hhli@ecust.edu.cn

副高级

副高级

何丽雅

021-64252839

heliya@ecust.edu.cn

李晓明

021-64252590，

lixm@ecust.edu.cn副高级

社会学

二级学科骨干教师

公共管理

商学院

理学院

正高级 二级学科研究方向带头人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社会保障学 副教授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教授/研究员 工业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艺术工学研究、产品战略研究、设计管理

社会文化与设计发展 教授/研究员 设计理论研究、设计产业管理研究、设计战略研究。

环境艺术与规划设计 教授/研究员 空间环境设计、会展设计

景观规划设计（交叉学

科硕士点）
教授/研究员 现代景观规划理论研究，现代景观工程管理研究，景观规划与设计方法研究

品牌塑造与设计管理 副教授/副研究员 品牌塑造与设计管理研究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

体艺术）
副教授/副研究员 视觉传达设计与理论

社会文化与设计发展 副教授/副研究员 设计理论研究、设计产业管理研究、设计战略研究

景观规划设计（交叉学

科硕士点）
副教授/副研究员 现代景观规划理论研究，现代景观工程管理研究，景观规划与设计方法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教授
从事英语教学科研工作，负责学科点建设，筹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

外国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 教授
从事日语教学科研工作，负责学科点建设，筹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

外国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学 教授
从事德语教学科研工作，负责学科点建设，筹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副教授
从事英语教学科研工作，协助学科点建设，筹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

外国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 副教授
从事日语教学科研工作，协助学科点建设，筹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

外国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学 副教授
从事德语教学科研工作，协助学科点建设，筹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

法学 法学理论 教授
从事法学理论、法学方法论的教学科研工作，带领法社会学研究中心团队积

极建言献策扩大社会影响，进一步完善学院法工交叉学科布局

法学 宪法与行政法 教授
从事宪法与行政法教学科研工作，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团队开展相关研究，

进一步完善学院法工交叉学科布局

法学 国际法 副教授 从事国际法教学科研工作，进一步完善学院法工交叉学科布局

法学 民商法 副教授 从事民商法教学科研工作，进一步完善学院法工交叉学科布局

正高级 教育学 体育学 教授/研究员
根据所在部门及岗位特点，完成对应岗位约定责任书中规定的教学、科研及

有关工作

教育学 体育学 副教授/副研究员
根据所在部门及岗位特点，完成对应岗位约定责任书中规定的教学、科研及

有关工作

教育学 体育学 高级实验师
根据所在部门及岗位特点，完成对应岗位约定责任书中规定的教学、科研及

有关工作

正高级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思想政治教育

教授/研究员
承担本学科带头人作用，发表本学科较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承担本学科的

国家级项目，从事本科教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含社会发展研究方

向）

副教授或副研究员 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发挥骨干作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哲学
马哲、中哲、西哲、科

哲
副教授或副研究员 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发挥骨干作用，积极参与学科建设

范素娟

021-64253358

sjfan@ecust.edu.cn

设计学

副高级 设计学

刘海宾

021-64252541

liuhaibin @ecust.edu.cn

副高级

外国语学院

正高级

熊祥军

021-64250795

xxj@ecust.edu.cn

副高级

法学院

正高级 王义坤

021-64252051

fxyuan@ecust.edu.cn

副高级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体育科学与工程学

院

曾理

021-64253348

tyzl@ecust.edu.cn副高级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

院

正高级



正高级 教授（思政）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副高级 副教授（思政）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正高级 研究员

副高级 副研究员

后勤保障处 副高级
副主任医师（专

技）
门诊医疗岗位

吉海娟

021-64252608

jihaijuan@ecust.edu.cn

高等教育研究所 副高级 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副教授

1.开展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工作；

2.开展研究工作，申请国家、省部级课题，发表高质量论文；

3.开展学校服务工作；

4.完成高教所安排的其他工作

赵延斌

021-64252242

dee@ecust.edu.cn

正高级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情报学 情报服务与研究

负责推进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位点建设，承担学位点专业课程及信息

素养相关课程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参与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学科发展

所开展的情报分析与决策咨询服务等相关工作

副高级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情报学
情报分析与决策咨

询

参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位点建设，承担学位点专业课程或信息素养

相关课程的教学及课程建设工作，参与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学科发展

所开展的情报分析与决策咨询服务

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副研究员 现代远程教育招生、教学研究、教学教务管理及质量保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级工程师 在线教育体系的研究，全日制本研与继续教育学习平台的研究与开发

卫生系列

党务及行政管理
党务及行政管理

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党务及行政管理工作研究，推进相关工作高水平发展

高乐

021-64253621

rsgl@ecust.edu.cn党务及行政管理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征春秀

021-64253524

chunxiu@ecust.edu.cn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图书馆

朱照华

021-64253196

zhzhu@ecust.edu.cn

副高级
继续教育学院（网

络教育学院）

姚俊

021-64252438

yaojund@ecus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