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编码 岗位名称 引才单位 所属系部室 学历学位
人才
类型

引才
数量

招聘学科专业条件要求
（含学科专业代码）

其他条件和要求

2021GW201B 教学科研 地球科学学院 地球化学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1B 教学科研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1B 教学科研 地球科学学院 空间信息技术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705）地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1B 教学科研 地球科学学院 测绘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1B 教学科研 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1C1 教学科研 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1C1 教学科研 地球科学学院 地球化学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1C1 教学科研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1C2 教学科研 地球科学学院 空间信息技术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705）地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1C2 教学科研 地球科学学院 测绘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2B 教学科研 能源学院 油气地质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709） 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至少两级学历和招聘要求一致

2021GW202B 教学科研 能源学院 新能源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709） 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2B 教学科研 能源学院 开发地质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至少两级学历和招聘要求一致；
从事油气开发地质工作者优先。

2021GW202B 教学科研 能源学院 油气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2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至少两级学历和招聘要求一致
城市燃气研究方向优先。

2021GW202C1 教学科研 能源学院 油气地质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709） 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至少两级学历和招聘要求一致

2021GW202C1 教学科研 能源学院 新能源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709） 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401） 岩土工程

2021GW202C1 教学科研 能源学院 油气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至少两级学历和招聘要求一致
城市燃气研究方向优先。

2021GW202C2 教学科研 能源学院 油气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2 2
（081404）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油气井工程、油气储运工程）

至少两级学历和招聘要求一致
城市燃气研究方向优先。

2021GW202C2 教学科研 能源学院
石油地质及工程专业

实验室
博士研究生 C2 1

（0804） 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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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GW203B 教学科研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3B 教学科研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3B 教学科研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3B 教学科研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3C1 教学科研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01）力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3C1 教学科研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3C1 教学科研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3C1 教学科研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3C2 教学科研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801）力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3C2 教学科研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工商管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204）公共管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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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GW204B 教学科研 地球物理学院
地球物理与空间科学
系、地球探测与信息

技术系、物理系
博士研究生 B 4

（0702）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8）地球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3）光学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4C1 教学科研 地球物理学院
地球物理与空间科学
系、地球探测与信息

技术系、物理系
博士研究生 C1 3

（0702）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8）地球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3）光学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4C2 教学科研 地球物理学院
地球物理与空间科学
系、地球探测与信息

技术系、物理系
博士研究生 C2 2

（0702）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8）地球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3）光学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B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B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核仪器与测控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B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核技术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27）核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B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08）电气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C1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核仪器与测控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C1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核技术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27）核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C1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08）电气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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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GW205C2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系

（工程图学部）
博士研究生 C2 2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C2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系（智能制
造工程技术中心）

博士研究生 C2 1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C2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核仪器与测控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C2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核技术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827）核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5C2 教学科研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2 2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8）电气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6B 教学科研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703）化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学科专业优先。

2021GW206B 教学科研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703）化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学科专业优先。

2021GW206B 教学科研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1GW206B 教学科研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0414T）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021GW206C1 教学科研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703）化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学科专业优先。

2021GW206C1 教学科研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6C1 教学科研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17）化学工程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6C2 教学科研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817）化学工程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6C2 教学科研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817）化学工程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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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GW207B 教学科研 管理科学学院

工商管理系、人力资
源管理系、物流管理
系、电子商务系、大

数据管理系

博士研究生 B 3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5）软件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工商管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多学科背景优先。

2021GW207C1 教学科研 管理科学学院

工商管理系、人力资
源管理系、物流管理
系、电子商务系、大

数据管理系

博士研究生 C1 2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5）软件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工商管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多学科背景优先。

2021GW207C2 教学科研 管理科学学院

工商管理系、人力资
源管理系、物流管理
系、电子商务系、大

数据管理系

博士研究生 C2 2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5）软件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工商管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多学科背景优先。

2021GW208B 教学科研 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研部
博士研究生 B 2

（0101）哲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201）理论经济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301）法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302）政治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305）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401）教育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602）中国史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

2021GW208C1 教学科研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101）哲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201）理论经济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301）法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302）政治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401）教育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

2021GW209B 教学科研 文法学院 法学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30101）法学理论
（030102）法律史
（03010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2021GW209C1 教学科研 文法学院 法学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3010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2021GW209C1 教学科研 文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1204）公共管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9C2 教学科研 文法学院 法学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30109）国际法学（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2021GW209C2 教学科研 文法学院 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303）社会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09C2 教学科研 文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系 博士研究生 C2 2
（0202）应用经济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204）公共管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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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GW210B 教学科研 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401）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育技术学）
（0501）中国语言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502）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课程与教学论限英语方向；教育史、比较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限本科和硕士是英语相关专业；
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限本
科和硕士是英语相关专业。

2021GW210C1 教学科研 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 博士研究生 C1 2
（0401）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
（0501）中国语言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502）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课程与教学论限英语方向；教育史、比较教育学
限本科和硕士是英语相关专业；
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限本
科和硕士是英语相关专业。

2021GW210C1 教学科研 外国语学院 日语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50205）日语语言文学

2021GW210C2 教学科研 外国语学院 翻译系 博士研究生 C2 2
（0501）中国语言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502）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限本
科和硕士是英语专业。

2021GW211B 教学科研 商学院 应用经济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202）应用经济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1B 教学科研 商学院 金融投资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202）应用经济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1C1 教学科研 商学院 金融投资系 博士研究生 C1 3 （0202）应用经济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1C2 教学科研 商学院 应用经济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202）应用经济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1C2 教学科研 商学院 财务会计系 博士研究生 C2 3 （1202）工商管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1C2 教学科研 商学院 市场营销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1202）工商管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2B 教学科研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新闻传播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501）中国语言文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503）新闻传播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2B 教学科研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编导戏文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501）中国语言文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1）艺术学理论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3）戏剧与影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2C1 教学科研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编导戏文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501）中国语言文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1）艺术学理论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3）戏剧与影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2C1 教学科研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表演播音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501）中国语言文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1）艺术学理论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3）戏剧与影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2C2 教学科研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新闻传播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501）中国语言文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503）新闻传播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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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GW212C2 教学科研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1304）美术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5）设计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2C2 教学科研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教育中心 博士研究生 C2 1

（0501）中国语言文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1）艺术学理论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2）音乐与舞蹈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3）戏剧与影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4）美术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305）设计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3C2 教学科研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403）体育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具备一定的教学经验，能独立承担术科教学；
2.科研能力教强，具备胜任科研岗的潜力；
3.具有高水平运动队经历且带队成绩优异的可优先
考虑。
4.本科或硕士阶段专业为体育学，博士取得管理学
（体育管理）、传播学（体育传媒）也可报名。

2021GW214B 教学科研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网
络安全学院、牛津布鲁克

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系、信
息工程系、通信工程
系、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系、软件工程系、

网络空间安全系

博士研究生 B 4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2）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8）地球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1）系统科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4）统计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27）核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5）软件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7）安全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9）网络空间安全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4C1 教学科研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网
络安全学院、牛津布鲁克

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系、信
息工程系、通信工程
系、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系、软件工程系、

网络空间安全系

博士研究生 C1 5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2）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8）地球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1）系统科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4）统计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27）核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5）软件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7）安全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9）网络空间安全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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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GW214C2 教学科研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网
络安全学院、牛津布鲁克

斯学院）
物联网与智能科学系 博士研究生 C2 4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4）统计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5）软件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9）网络空间安全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4C2 教学科研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网
络安全学院、牛津布鲁克

斯学院）
人工智能系 博士研究生 C2 2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4）统计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5）软件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9）网络空间安全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4C2 教学科研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网
络安全学院、牛津布鲁克

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系、信
息工程系、通信工程
系、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系、软件工程系、

网络空间安全系

博士研究生 C2 4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2）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8）地球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1）系统科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4）统计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27）核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5）软件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7）安全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9）网络空间安全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5B 教学科研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城乡规划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705）地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3）城乡规划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5B 教学科研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风景园林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33）城乡规划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34）风景园林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本科专业为风景园林或园林或环境设计或城乡规
划或建筑学专业，具备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等方
面的教学与科研能力。

2021GW215C1 教学科研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建筑学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13）建筑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5C1 教学科研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旅游开发与管理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202）应用经济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5）地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1202）工商管理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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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GW215C2 教学科研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城乡规划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202）应用经济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902）地球化学

地球化学应当具有生态环境地球化学的科研工作
经历。

2021GW215C2 教学科研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风景园林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70905）第四纪地质学
具有园林或生态学本科专业背景，具备地景规划
和生态地质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能力。

2021GW215C2 教学科研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风景园林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834）风景园林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907）林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本科专业为园林或园艺专业，具备园林植物与观
赏园艺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能力。

2021GW217B 教学科研 沉积地质研究院 古地理研究室 博士研究生 B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地质与计算机交叉学科人才，擅长以下一项或多
项的人才：古地理重建、地质数值模拟、大数据
分析、基于地质-地震数据的源汇分析、地理信息
系统、统计。

2021GW217B 教学科研 沉积地质研究院 碎屑岩沉积研究室 博士研究生 B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从事碎屑岩沉积学特别是源-汇系统研究的国内外
优秀人才。

2021GW217B 教学科研 沉积地质研究院
古海洋、古气候和古

生物研究室
博士研究生 B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从事地质历史重大转折期古海洋，古气候，古生
物研究的国内外优秀人才

2021GW217C1 教学科研 沉积地质研究院 古地理研究室 博士研究生 C1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地质与计算机交叉学科人才，擅长以下一项或多
项的人才：古地理重建、地质数值模拟、大数据
分析、基于地质-地震数据的源汇分析、地理信息
系统、统计。

2021GW217C1 教学科研 沉积地质研究院 碎屑岩沉积研究室 博士研究生 C1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从事碎屑岩沉积学特别是源-汇系统研究的国内外
优秀人才。

2021GW217C1 教学科研 沉积地质研究院
古海洋、古气候和古

生物研究室
博士研究生 C1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从事地质历史重大转折期古海洋，古气候，古生
物研究的国内外优秀人才。

2021GW217C1 教学科研 沉积地质研究院 碳酸盐岩沉积研究室 博士研究生 C1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熟悉碳酸盐岩沉积，成岩规律和新兴测试技术，
擅长碳酸盐岩沉积，成岩模拟者优先。

2021GW217C2 教学科研 沉积地质研究院 碳酸盐岩沉积研究室 博士研究生 C2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的二级学科专业

熟悉碳酸盐岩沉积，成岩规律和新兴测试技术，
擅长碳酸盐岩沉积，成岩模拟者优先。

2021GW219B 教学科研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环境化学方向。

2021GW219B 教学科研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地球化学方向。

2021GW219B 教学科研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B 1 （0713）生态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9C1 教学科研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01）力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方向。

2021GW219C1 教学科研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9C1 教学科研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713）生态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2021GW219C2 教学科研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实验室工作，沙土固化专业方向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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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GW222B 教学科研 数理学院
应用数学系、应用统
计（信息与计算科

学）系
博士研究生 B 2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4）统计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J7）数学地质等相关专业领域

2021GW222C1 教学科研 数理学院
应用数学系、应用统
计（信息与计算科

学）系
博士研究生 C1 1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4）统计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J7）数学地质等相关专业领域

2021GW222C2 教学科研 数理学院
应用数学系、应用统
计（信息与计算科

学）系
博士研究生 C2 1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14）统计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J7）数学地质等相关专业领域

2021GW401B 教学科研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

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博士研究生 B 3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5）地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6）大气科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1）力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5）水利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侧重仪器设备研发、
自动化专业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侧重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等方向

2021GW401C1 教学科研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

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博士研究生 C1 3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705）地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706）大气科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01）力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5）水利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706）大气科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侧重气象
学全球气候变化方向。

2021GW401C2 教学科研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

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博士研究生 C2 1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705）地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01）力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5）水利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

（0814）土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侧重于岩土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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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GW402B 教学科研
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博士研究生 B 3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8）地球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侧重于油气勘探、开
发、开采研究方向。

2021GW402C1 教学科研
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博士研究生 C1 3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8）地球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侧重于油气勘探、开
发、开采研究方向。

2021GW402C2 教学科研
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博士研究生 C2 1

（0701）数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8）地球物理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709）地质学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2）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机械工程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侧重于油气勘探、开
发、开采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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