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求专业 研究方向
需求
人数

岗位
类型

学历
学位

职称要
求

其他条件要求 用人单位及联系方式

作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生态学、植
物营养学、土壤学、大气科

学

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生物信
息生态、栽培、生理、植物营

养、土壤、农业气象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SCI收录论文累计影响因子8.0以

上，且单篇影响因子3.0以上的不少

于1篇。

              农学院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18661981886

邮箱：
LY18661981886@163.com

园艺学、农学、生物学
果树分子育种、分子生物学、
智慧设施农业、茶树分子育种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Plant Journal水平以上SCI收录论

文不少于1篇，毕业于国际一流研究

团队。或发表的论文累计影响因子
10.0以上。

            园艺学院

联系人：王老师，孟老师
联系电话：0532-58957740

邮箱：qauyyxy@163.com

农药学、药学、农业昆虫与
害虫防治、生态学

农药制剂加工、生物农药、天
然产物农药、农业入侵害虫防
控、蔬菜果树有害生物的生物
防治、昆虫行为生态及分子生

态学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SCI收录论文不少于3篇，其中

二区以上论文不少于2篇或发表的论

文累计影响因子10.0以上或单篇影响

因子5.0以上。

       植物医学学院

联系人：于老师
联系电话：0532-58957776

邮箱：zwyxxy@qau.edu.cn

草学

草地生态学、草类植物栽培与
种子学、杂草学、草地遥感与
地理信息系统、草业信息技术

学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SCI收录论文不少于3篇，或发

表SCI收录论文不少于2篇，其中一

区论文不少于1篇。

草学 饲草加工与利用、草畜营养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SCI收录论文不少于1篇。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动

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SCI收录论文不少于3篇，或单

篇影响因子10以上。

畜牧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SCI收录论文累计影响因子8.0以

上，其中2区论文不少于1篇。参与

国家级项目或获得国家级奖励。

       动物科技学院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13573253672

                0532-58957780

邮箱：limy6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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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职称要
求

其他条件要求 用人单位及联系方式

基础兽医学、临床兽药学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SCI收录论文不少于4篇，或单

篇影响因子2.0以上的不少于3篇。

     动物医学院

联系人：姜老师
联系电话：13589242292

邮箱：
xyd2922067@163.com

生物学
植物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或动物遗传育种与

繁殖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达到学校人才引进四层次条件要
求，其中发表SCI收录论文单篇影响

因子5.0以上的不少于2篇。

畜牧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达到学校人才引进四层次条件要
求，其中发表SCI收录论文单篇影响

因子5.0以上的不少于1篇。

农业工程、电气工程
农业机械化工程、电机及其驱

动控制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及以上
职称

发表SCI收录论文不少于5篇，以第

一位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2件。

农业工程、电气工程 电机及其驱动控制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SCI收录论文不少于5篇。

无机化学、制药工程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达到学校人才引进三层次条件要求
。

       化学与药学院

联系人：龚老师
联系电话：0532-58957213

邮箱：lydhny@163.com

农业资源与环境、环境科学
与工程

土壤养分循环与高效利用、土
壤矿物与微生物界面过程及调
控、障碍土壤修复、污染土壤

修复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SCI收录论文不少于3篇，或二

区及以上论文不少于2篇。

     资源与环境学院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13325014310

邮箱：532775065@qq.com

        生命科学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0532-58957640

邮箱：bgslhz@126.com

       机电工程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13658693216

邮箱：xwliu@q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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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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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食品

科学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达到学校人才引进四层次条件要求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程老师
联系电话：0532-58957771

邮箱：406655484@qq.com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畜产品加工及贮藏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达到学校人才引进五层次条件要
求，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食品研究院

联系人：邓老师
联系电话：15066869683

邮箱：
dengyang719@hotmail.com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类相关专业、电子信息
类相关专业、软件工程类相关

专业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联系人：岳老师
联系电话：15621188616

                0532-58957499

邮箱：yuebin@qau.edu.cn

     qdyuebin@163.com

水产、生物学、海洋科学
生物学、病毒学、寄生虫、生

态学
2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SCI收录论文单篇影响因子4.5以

上的不少于2篇。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13465885965

邮箱：llhore@163.com

土木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建筑工程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15966945491

邮箱：21562793@qq.com

风景园林学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高水平论文不少于1篇。

        园林与林学院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532-58957696

邮箱：
yuanlinyulinxu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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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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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金融学、电子商务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C刊论文不少于1篇。

        经济学院

联系人： 高老师

联系电话：15192009235

邮箱：
gaofeikaixin@naver.com

艺术学
艺术美学、艺术理论、美术与

设计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艺术学院

联系人：于老师
联系电话：0532-58957952

邮箱：419525259@qq.com

戏剧与影视学、哲学 影视动画方向、儒家文化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动漫与传媒学院

联系人：孙老师
联系电话：13808992796

         0532-58957022

邮箱：yksun@qau.edu.cn

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 1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发表C刊论文不少于1篇。

      国际教育学院

联系人：和老师
联系电话：0532-58957568

邮箱：cie@qau.edu.cn

 注：其他条件要求中，均为近五年成果，发表论文为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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