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聘职位：

01 人才引进员3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人力资源部——— 人才引进职员
岗位说明：负责“鳌山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

负责拟定人才培养和引进相关管理办法，组织制定并发
布海洋国家实验室人才需求和引进计划，组织人才招
聘、评审遴选、管理考核等工作，组织落实人才计划后
续支持保障等。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具有英
语CET-6证书；3 .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学、法学、文
学、理学、工学专业；4 .有人才引进工作经验及出国
留学经历者优先。

02 党委办公室秘书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人力资源部——— 党委办公室秘书
岗位说明：负责党建和群团组织工作，做好人才

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创建等。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具有英

语CET-4证书；3 .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专
业；4 .有相关党务工作经验者优先。

03 鳌山科技项目主管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科研部——— 鳌山科技项目主管
岗位说明：1 .负责鳌山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立项

和过程管理；2 .负责鳌山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目标管
理和验收；3 .负责鳌山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档案管理；
4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资格条件：1 .具有博士学位；2 .具有英语CET-
6证书；3 .海洋科学等理学、工学相关专业；4 .有3
年及以上海洋科研(含研究生期间)或科技管理工作
经历优先。

04 开放基金项目主管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科研部——— 开放基金项目主管
岗位说明：1 .负责开放基金项目的征集、评审和

过程管理；2 .负责开放基金项目的目标管理和验收；
3 .负责开放基金项目的档案管理；4 .负责开放基金项
目评审和管理系统维护与完善；5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
他工作。

资格条件：1 .具有博士学位；2 .具有英语CET-
6证书；3 .海洋科学等理学、工学相关专业；4 .有3
年及以上海洋科研(含研究生期间)或科技管理工作
经历优先。

05 建设运行管理员2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公共平台部——— 建设运行管理员
岗位说明：1 .建立项目评价体系，开展项目可行

性分析及评价方法研究；2 .负责资源调查和统计，开
展平台资源监测分析和评价；3 .组织编制平台开放共
享管理制度、规范和标准，建立共享评价考核指标体
系，组织开展共享培训服务等。

资格条件：1 .全日制硕士(含)以上学历及学位；2 .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工程管理等管理学、工学专业；
3 .有相关科研成果和项目经验者优先。

06 资料、档案管理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基础建设部——— 资料、档案管理
岗位说明：1 .负责本部门的文件、工程技术资料

的归档管理，定期向档案室上缴归档。负责完成工程
竣工备案工作。2 .负责工程投资年度计划、工程款的
月报及审查，开展概结算的编制审查工作。负责工程
合同管理，审核、管理招标文件。

资格条件：1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本
科学历与学位需已取得中级职称；2 .专业不限，档案
管理专业优先；3 .熟练掌握办公自动化。

07 专业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基础建设部——— 专业工程师
岗位说明：1 .负责建设工程规划，地质勘察，建

筑方案、初设、施工图设计管理、土建专业的施工管
理；2 .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资格条件：1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
工程项目管理、土木工程及相关专业；3 .具备较好写
作、PPT制作、图形处理能力；4 .有工作经历者优先。

08 职员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档案资料室——— 职员
岗位说明：负责档案管理，开展档案管理制度建

设，实物档案管库、电子档案资料管理平台建设，组
织档案的收集、梳理、存放、借阅等常规工作。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具有英
语CET-4证书及以上；3 .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法
学、文学、理学专业。

09 职员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保密办公室——— 职员
岗位说明：负责保密管理，开展保密管理制度

建设、保密网络维护、保密区域管理、保密文件办
理等。

资格条件：1 .中共党员或预备党员；2 .硕士及以
上学历及学位；3 .具有英语CET-4证书及以上；4 .工
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计算机管
理科学、保密科学与技术专业优先。

10 学术助理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学委会秘书部——— 学术助理
岗位说明：1 .负责起草发布学术委员会相关文件

包括学术委员会决议、决定和纪要等。2 .组织学委会
委员会议及相关会议。3 .负责学委会所有文件、档案
的管理和保存工作。4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具有英
语CET-6证书；3 .海洋科学、信息类等理学、工学专
业；4 .具有科技文案写作经验者或参与举办过学术活
动者优先。

11 职员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信息文献中心——— 职员
岗位说明：1 .组织实验室刊物的编辑、出版、发

行等工作；2 .文献、图书采集、采购；3 .信息采集、
分析。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具有英
语CET-6证书；3 .情报学、图书馆学、文献学、外国语
言文学专业。

12 科普活动策划岗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科普展览中心——— 科普活动策划岗
岗位说明：1 .负责海洋科普调研工作，确定科普

主题及宣传方向；2 .撰写策划文案，负责海洋科普专
题活动的策划以及宣传内容的前期准备；3 .宣传科普
活动，负责线上以及线下推广；4 .完成上级领导布置
的其他工作。

资格条件：1 .年龄在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
龄条件可放宽；2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3 .专业不
限，具有海洋学科背景优先考虑；4 .文字功底强，有
文案撰写经验。

13 宣传媒介运行岗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科普展览中心——— 宣传媒介运行岗
岗位说明：1 .负责海洋科普APP、微信、网站等

宣传媒介运营；2 .收集热点科普话题，结合新媒体特
性，对APP等宣传媒介科普内容实时调整和更新；3 .
负责线上活动策划、执行、反馈及总结工作；4 .分析
同行业新媒体，调研用户需求，扩大影响力；5 .完成
上级领导布置的其他工作。

资格条件：1 .年龄在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
龄条件可放宽；2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3 .具有英
语CET-6证书；4 .管理学、工学、理学专业，同时具
有海洋学科背景优先；5 .有海洋领域宣传媒介工作经
验者优先考虑。

14 科普外宣岗2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科普展览中心——— 科普外宣岗
岗位说明：1 .负责编辑中英文科普读物；2 .撰写

外文宣传材料，负责英文宣传媒介推广；3 .能使用双
语宣传海洋国家实验室，负责口译笔译相关工作；4 .
完成上级领导布置的其他工作。

资格条件：1 .年龄在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
龄条件可放宽；2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3 .外国语
言文学专业，同时具有海洋学科背景优先；4 .有TEM
-8证书或国外留学经历者优先考虑。

15 会计2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财务结算中心分账会计
岗位说明：1 .负责审核分管的分账各项费用报销

和款项支付业务原始凭证手续完备性，根据审核无误
的记账凭证提交出纳会计进行款项支付，按时登记入
账；2 .对分管分账已开出的转账或现金支票进行复
核，对记账凭证的金额进行复核；3 .对分管分账已记
账的凭单及原始凭证及时整理、定期装订、保管、归
档；在会计年度内保管本分账会计档案资料；4 .负责
编制分管分账的各种会计报表、财务分析报告和财务
决算报告，并对报表、报告的真实性负责；5 .掌握分
管分账的资金增减变化和结存情况，满足相关方面对
会计信息的需要；6 .配合总账会计做好分管分账的对
账、预算、决算、审计和财务管理工作；7 .纠正和制
止分管分账的违反财务管理制度行为和不执行预算计
划以及违反财经纪律的不良行为；8 .完成海洋国家实
验室财务部交办的其他会计工作。

资格条件：1 .年龄40周岁以下；2 .本科及以上学
历及学位，会计、财务管理等经济学、管理学专业；
3 .中级以上会计资格证书业；4 .熟练掌握会计电算化
技能，熟悉网络知识和操作；5 .熟悉国家、省市及行
业的有关政策法规。

16 研发工程师15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高性能科学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

研发工程师
岗位说明：1 .从事高性能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智能计算领域或物理海洋、药物、化学等应用领域
方向的技术研究，完成相应开发任务；2 .关注领域前
沿技术和发展方向，了解平台用户的计算和仿真需
求，协助上级制定课题研发计划；3 .配合团队进行项
目组织和实施，完成所承担的研发任务；4 .收集整理
相关技术资料，协助完成项目资料的编写和整理。

资格条件：1 .全日制硕士(含)以上学历及学位；2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数学、物
理海洋学、药学、化学、地质、生态环境、机械工
程、船舶与海洋工程、工学或理学专业；3 .有相关科
研成果和项目经验者优先。

17 机械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科学考察船共享平台——— 机械工程师
岗位说明：1 .负责海洋调查设备的保养、运行、

维护；2 .承担各类相关机电产品的维修、改造、技术
保障；3 .配合开展平台船舶和设备信息、航次资料的
收集和管理，相关资料的审核与上报。

资格条件：1 .全日制硕士(含)以上学历及学位；2 .
机械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等理学、电子科学与技
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工学与理学
专业；3 .能接受短期出差与海上作业。

18 行政秘书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科学考察船共享平台——— 行政秘书
岗位说明：1 .负责平台日常事务工作、综合材

料编写、宣传、对外联络等工作；2 .负责平台项目
文件、档案、合同等材料的收集和整理；3 .大型国
内外活动的组织策划、组织；4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
他任务。

资格条件：1 .年龄在35周岁以下；2 .全日制硕士
(含)以上学历及学位；3 .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和写作
能力；4 .专业不限。

19 加速器质谱工程师2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海洋同位素与地质年代测试平台———

加速器质谱工程师

岗位说明：1 .从事加速器质谱仪等重要设备的使
用、研发和日常维护工作；保证加速器质谱仪的正常
运转；2 .具备一定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在平台负责人
的统筹下组织完成实验和课题；3 .关注相关领域前沿
技术水平和发展方向，协助制定平台年度发展计划；
4 .组织撰写测试报告等技术文件。

资格条件：1 .硕士、博士各一名；2 .物理学、
离子物理与技术等工学、理学专业 (研究方向为加
速器技术、离子物理、高能物理优先)；3 .外语水平
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 )具有C E T -6(425)(2 )雅思(6 )
(3)托福(85)(4)GRE(1600)(5)近10年内曾在英语国家留
学一学年(8—12个月)；4 .有相关加速器质谱操作经
验或科研成果者优先。

20 实验技术员2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 位 名 称 ： 海 洋 同 位 素 与 地 质 年 代 测 试 平

台——— 实验技术员
岗位说明：1 .从事碳、铍、铝等同位素年代测试

实验样品的制备工作；2 .从事稳定同位素质谱仪的使
用、维护工作及样品分析；3 .具备一定的协调和管理
能力，在平台负责人的统筹下组织完成实验和课题；
4 .关注相关领域前沿技术水平和发展方向，协助制定
平台年度发展计划；5 .撰写测试报告等技术文件。

资格条件：1 .本科及硕士学位；2 .同位素地球
化学、地球化学、地质学、化学等理学专业；3 .外
语水平达到以下条件之一：(1)具有CET-6(425)(2)雅
思(6) (3)托福(85)(4)G R E(1600)(5)近10年内曾在英语
国家留学一学年(8—12个月)；4 .有相关实验经验或
科研成果者优先。

21 项目管理员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 位 名 称 ： 海 洋 分 子 生 物 技 术 公 共 实 验 平

台——— 项目管理员
岗位说明：1 .协助平台负责人组织平台研发项

目的申报、进度管理、中期评审、结题验收等活
动，负责组织撰写和上报有关材料；2 .协助编制平
台研发项目预算、年度建设运行预算；3 .协助平台
负责人做好平台工作计划、总结等材料；4 .领导交
办的其他工作。

资格条件：1 .年龄35周岁以下；2 .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及学位；3 .具有英语CET-6证书；4 .
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专业；5 .有相关工作经
验者优先。

22 研发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 位 名 称 ： 海 洋 分 子 生 物 技 术 公 共 实 验 平

台——— 研发工程师(生物大分子检测技术方向)
岗位说明：1 .从事面向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

药学、生态、食品等学科的生物大分子和活性物质检
验检测等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2 .负责质谱仪、气相
色谱仪、液相色谱仪等设备的功能开发和设备管理；
3 .关注相关领域前沿技术和发展方向，了解平台用户
的检验检测需求，协助上级制定课题研发计划；4 .具
备一定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在平台负责人的统筹下参
与项目组织和实施；5 .负责撰写项目相关技术文件。

资格条件：1 .博士学历及学位；2 .生物学、药
学、化学、生态环境相关专业；3 .外语水平达到以下
条件之一：(1)具有CET-6(425)(2)雅思(6)(3)托福(85)(4)
GRE(1600)(5)近10年内曾在英语国家留学一学年(8—12
个月)；4 .有相关科研成果和项目经验者优先。

23 研发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 位 名 称 ： 海 洋 分 子 生 物 技 术 公 共 实 验 平

台——— 研发工程师(生物影像技术方向)
岗位说明：1 .从事面向生物学、药学、生态等学

科的微观和宏观影像观测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2 .负
责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共聚焦显微镜
等设备的功能开发和设备管理；3 .关注相关领域前沿
技术和发展方向，了解平台用户的需求，协助上级制
定课题研发计划；4 .具备一定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在
平台负责人的统筹下参与项目组织和实施；5 .负责撰
写项目相关技术文件。

资格条件：1 .博士学历及学位；2 .生物学、生物
医学工程、药学、生态环境相关专业；3 .外语水平达
到以下条件之一：(1)具有CET-6(425)(2)雅思(6)(3)托福
(85)(4)GRE(1600)(5)近10年内曾在英语国家留学一学年
(8—12个月)；4 .有相关科研成果和项目经验者优先。

24 研发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 位 名 称 ： 海 洋 分 子 生 物 技 术 公 共 实 验 平

台——— 研发工程师(生物信息学方向)
岗位说明：1 .从事面向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的

方向的计算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技术开发和技术应
用；2 .关注相关领域前沿技术和发展方向，了解平台
用户的需求，协助上级制定课题研发计划；3 .具备一
定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在平台负责人的统筹下参与项
目组织和实施；4 .负责撰写项目相关技术文件。

资格条件： 1 . 博士学历及学位； 2 . 计算生物
学、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相关专
业；3 .外语水平达到以下条件之一：(1)具有CET-6
(425)(2)雅思(6)(3)托福(85)(4)GRE(1600)(5)近10年内
曾在英语国家留学一学年(8—12个月)；4 .有相关科
研成果和项目经验者优先。

25 行政秘书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海洋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功能实验

室——— 行政秘书
岗位说明：根据功能实验室主任安排及功能实验

室工作要求，专职开展本功能实验室的秘书工作，包
括：1 . 功能实验室日常事务；2 .实验室运行管理，包
括经费管理、资产管理等；3 .各种会议的会务组织安
排、会议报告编写等；4 .实验室宣传工作；5 .功能实
验室其他相关工作。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具有英
语CET-4及以上证书；3 .理学、工学、农学、管理
学、文学专业, 生物学专业优先。

26 行政秘书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海洋渔业科学与食物产出过程功能实

验室——— 行政秘书
岗位说明：1 .为海洋渔业科学与食物产出过程功

能实验室科研人员在项目预算编制、经费支出、财务
决算和审计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2 .为功能实验室科
研人员在海洋国家实验室日常报销提供服务。

资格条件：1 .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
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2 .管理学、经济学专业，其
中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学、金融学等相关专业优
先；3 .了解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过程，具有相关工作经
验者优先录用。

27 行政秘书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 位 名 称 ： 海 洋 动 力 过 程 与 气 候 功 能 实 验

室——— 行政秘书
岗位说明：1 .主要开展功能实验室办公室事务性

工作，负责功能实验室网站的运行维护；2 .做好功能
实验室财务报销，资产、档案管理相关工作；3 .协助
功能实验室各种学术会议的筹备、组织和会务工作；
4 .完成功能实验室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资格条件：1 .年龄在40周岁以下；2 .硕士学历，
专业不限；3 .具有良好的中英文写作及口头表达能
力，熟悉基本办公软件的操作使用，具有较强的组织
协调能力。

28 行政秘书1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 位 名 称 ： 海 洋 地 质 过 程 与 环 境 功 能 实 验

室——— 行政秘书
岗位说明：负责功能实验室正常运转所需的学

术、外事、人事、财务、宣传等相关工作，包括编写
相关报告材料、协助组织国内外学术会议、组织实验
室学术交流、实验室日常管理、运行事务、信息统
计，协助课题经费预算及执行效率、实验室日常接待
任务等。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2 .海洋地质相关
专业；3 .有科研项目管理经验者优先。

29 海工装备研发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海洋观测与探测联合实验室(西安光

机所部分)——— 海工装备研发
岗位说明：1 .参与装备研制的总体论证；2 .负责

研发过程的数据采集、整理、统计和分析工作，负责
研发过程质量控制。

资格条件：1 .年龄在40周岁以下；2 .海洋类相关
专业；3 .硕士学位；4 .沟通及文字表达能力强；5 .优先
考虑有相关工作经验人员。

30 声学工程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海洋观测与探测联合实验室(西安光

机所部分)——— 声学工程
岗位说明：1 .负责基于光学原理的水声装备的研

制及仿真；2 .负责相关仪器设备海试试验技术保障。
资格条件：1 .年龄在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龄

可适当放宽；2 .声学类相关专业；3 .硕士及以上；4 .优
先考虑3年以上声学相关工作经验者。

31 电子学工程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海洋观测与探测联合实验室(西安光

机所部分)——— 电子学工程
岗位说明：1 .负责水下光学仪器/产品电子学设

计、PCB制版、电路仿真调试等；2 .负责水下光电仪器
海试试验电子学部分技术保障。

资格条件：1 .年龄在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条
件年龄可适当放宽；2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号工程、
控制工程等相关专业；3 .硕士及以上；4 .优先考虑3年
以上电子学设计工作经验者。

32 光学工程3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海洋观测与探测联合实验室(西安光

机所部分)——— 光学工程
岗位说明：1 .负责水下光学仪器/ 产品光学设

计、水下光学系统设计及仿真等；2 .负责水下光电仪
器海试试验技术保障。

资格条件：1 .年龄在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条
件年龄可适当放宽；2 .光学类相关专业；3 .硕士及以
上；4 .优先考虑3年以上光学相关工作经验者。

33 通信网络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海洋观测与探测联合实验室(天津大

学部分)——— 通信网络工程师
岗位说明：针对海洋仪器与海洋装备，从事海

上通信设备的软件或者硬件开发、设备调试、现场
测试等。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2 .具有英语CET-4
证书及以上；3 .电子、通信、信号处理、电路、微波、
计算机、自动化等电类相关专业；4 .有相关的项目经
历，从事过通信相关的软硬件或设备开发者优先。

34 仿生技术研究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深蓝渔业工程装备联合实验室(水科

院渔机所部分)——— 仿生技术研究
岗位说明：负责海洋哺乳动物驯养、疾病防治及

环境调控。
资格条件：1 .具有海洋哺乳动物驯养经历或较强

的兴趣和常识；2 .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熟练工作经
验者可放宽至本科学位；3 .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和沟
通协调等能力，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和日常办公软件，
具有较强的保密意识、协调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

35 仿生技术研究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深蓝渔业工程装备联合实验室(水科

院渔机所部分)——— 仿生技术研究
岗位说明：负责海洋哺乳动物生物声学、仿生学

以及相关应用工程技术研究。
资格条件：1 .具有海洋哺乳动物仿生研究经历或

水声、生物声学专业背景；2 .硕士以上学历和较强的
动手能力；3 .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和沟通协调等能
力，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和日常办公软件，具有较强的
保密意识、协调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

36 软件开发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联合实验室——— 软件开发工程师
岗位说明：1 .进行高性能计算、大数据、机器学

习、云计算等方向的应用技术研究，完成相应开发任
务；2 .进行海洋环境预报、可视化、产品制作、环境仿
真软件设计、开发、调试；3 .撰写项目相关技术文件。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具有英
语CET-4证书及以上；3 .计算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科学计算与可视化、电子科学与技术、海洋科学、
水声工程等专业；4 .熟悉MPI、C、C#、.Net等语言开
发环境；5 .具有高性能计算平台开发使用和软件工程
开发相关经验者优先。

37 海洋环境模式预报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联合实验室——— 海洋环境模式预报工

程师
岗位说明：1 .进行海洋动力环境预报模式研发、

软件调试、预报实验与数据分析处理；2 .进行海洋环
境敏感区诊断技术研究、适应性观测实验设计与组织、
实验数据分析处理；3 .进行海洋环境不确定性、海洋—
声学耦合模式以及环境不确定性捕捉方法研究及技术实
现；4 .撰写项目相关技术文件。

资格条件：1 .博士学历及学位；2 .具有英语CET-
4证书及以上；3 .海洋学、物理海洋、海洋调查、卫
星海洋学等相关专业；4 .数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5 .具有动态海洋环境建模、环境预报和数值预报模式
开发、数理统计经验者优先。

38 水声信号处理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联合实验室——— 水声信号处理工程师
岗位说明：1 .进行水听器设计、制作与测试；2 .

进行水声信号处理、数据采集与分析；3 .进行水声阵
列信号处理与分析；4 .进行水声传感器实验及实验数
据分析；5 .撰写项目相关技术文件。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具有英
语CET-4证书及以上；3 .信号与信息系统、水声信号
与信息处理、水声物理、水声设备、水声技术等专
业；4 .具有水听器研制、水声信号处理、水声阵列信
号处理以及海上实验经验者优先。

39 海洋环境适应性分析评估研发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智慧海洋联合实验室(中国船舶工业

系统工程研究院部分)——— 海洋环境适应性分析评估
研发工程师

岗位说明：1 .技术方向：水声探测效能评估技
术；2 .负责该方向相关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3 .负责
该方向前沿技术跟踪和分析；4 .负责该方向新项目立
项争取。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专业：
水声工程，海洋声学；3 .技术能力：具备良好信号处
理、仿真技术、数学专业能力；4 .博士或具有2年以上
相关领域工作经验者优先。

40 数据处理工程师1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智慧海洋联合实验室(中国船舶工业

系统工程研究院部分)——— 数据处理工程师
岗位说明：1 .大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框架应用与

二次开发；2 .对工业大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跟踪船舶
状态形成报告；3 .数据分析及处理工作。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专业
要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电子科学与技
术、通信工程、自动化、海洋科学、工学专业；3 .
至少精通C/C++/java/python/matlab中一门程序语
言 ， 能 使 用 L i n u x 操 作 系 统 ； 4 . 数 据 k a f k a 、
sensorflow等开源框架。

41 技术专家3人
岗位类别：管理岗位
岗位名称：智慧海洋联合实验室(中国船舶工业

系统工程研究院部分)——— 综合行政专员
岗位说明：1 .协助开展联合实验室前期建设和运

行管理；2 .协助开展联合实验室制度建设；3 .负责联
合实验室日常文件、计划、工作总结、报告、会议纪
要、新闻稿等材料编写；4 .负责日常事务工作(人员接
待、采购、报销、办公用品管理、文件档案管理
等)；5 .协助组织联合实验室科技交流活动、会议等；
6 .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及学位；2 .英语CET-
6以上；3 .年龄在32周岁以下；4 .专业要求：管理学、经
济学、法学、社会学专业、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5 .具
有2年以上综合行政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42 技术专家3人
岗位类别：技术岗位
岗位名称：海洋高端装备联合实验室(中船重工

集团部分)——— 技术专家
岗位说明：1 .负责海洋观测信息技术应用、海洋

观测装备标准的制定；2 .负责海洋观测信息技术应
用、海洋观测装备预研项目的筹划及项目争取立项工
作；3 .负责组织海洋观测信息应用产品、海洋观测装
备产品的研制，总体测试及海试；4 .负责海洋环境分
析预报工作。

资格条件：1 .硕士及以上学历，有军工行业相关
工作经历的人可放宽至本科学位；2 .海洋环境、机
械、电子、软件等相关专业；3 .从事海洋观测领域、
观测信息处理领域、军工行业相关领域等工作；4 . 5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二、简历投送方式：

请在http://www.qnlm.ac/resume填写《招聘报名
表》并上传个人简历，每人限一个岗位。

三、截止时间：

2017年8月20日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0532—58719765

海洋国家实验室诚邀天下英才加盟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以下简称“海洋国家实验室”)，是由国

家科技部等11个部委和山东省、青岛市，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海洋强
国”的战略部署，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建设海洋强国”和构建“21世
界海上丝绸之路”等国家战略而建立的，是国家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抢占世

界海洋科技创新制高点、打造国家海洋领域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载体。
海洋国家实验室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在青岛·即墨·鳌山卫成立，是一家

青岛市市属国有企业，主要为海洋国家实验室提供服务。经前期运行，现面
向社会诚邀各界勇于接受挑战、德才兼备的人才加盟，携手共创蓝色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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