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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说明 

 

 

1. 按照上海科技大学相关规定执行，根据个人具体情况，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津贴和

福利。请应聘者通过上海科技大学人才招聘系统（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搜

索对应的岗位提交应聘申请，请填写完整应聘材料。应聘流程为：注册、填写并提交基本信

息、应聘选择岗位。同时，请应聘者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对应研究组负责人邮箱。 

 

2.本手册附录了教授的基本情况介绍。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网站。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szjs/list.htm 

 

3. 学校近期将会对人才招聘相关网站进行系统升级，如果遇到本手册内网页链接无法访问

的情况，请通过学校首页（http://www.shanghaitech.edu.cn/）“招聘”栏目搜索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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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 

虞晶怡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 名 

 

Associate Dean Jingyi Yu / 虞晶怡 副院长 

电 话：(021) 20685380 

Email ：yujingyi@@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217 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成像和摄影、医学图像处理、生物信息学 

个人简历 

    虞晶怡现任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正教授、副院长。2000 年获美国加州理

工学院（Caltech）应用数学及计算机科学双学士学位，2005 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

计算机与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在加入上科大前，曾历任美国特拉华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和

正教授。长期从事包括计算机视觉、计算成像、计算机图形学、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研究工

作。至今已发表 120 多篇学术论文, 其中超 60 篇发表于顶级会议 CVPR/ICCV/ECCV 和顶级期

刊 TPAMI，获得 10 余项美国发明专利。他因卓越的研究成果受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陆军研究所以及美国空军科学研究所等机构资助，并获得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NSF CAREER Award）、美国空军研究院杰出青年科学家奖（AFOSR YIP），

以及特拉华大学杰出青年教授奖。担任如 CVPR/ICCV/ECCV/ICCP/NIPS 等多个国际顶级会议的

程序主席、领域主席，多个国际期刊 IEEE TPAMI、Elsevier CVIU 和 Springer TVCJ 的编委。 

招聘信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虞晶怡教授研究组因研究工作需要，现招聘博士后 1名。虞晶怡教

授个人主页：http://vic.shanghaitech.edu.cn/vrvc/~yu/ 

    

一、岗位职责 

    1）独立开展研究工作； 

    2）协助项目组开展研究项目； 

http://www.shanghaitech.edu.cn/faculty/sist/people/10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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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协助指导研究生； 

    4）协助经费申报及管理。 

     

二、招聘条件 

    1）拥有或即将获得计算机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2）扎实的学术训练及数学基础 ； 

    3）在相关领域国际期刊发表过高质量论文； 

    4）精通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5）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三、申请方式 

    请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虞老师邮箱 yujingyi@shanghaitech.edu.cn，并在学校招

聘系统中进行申请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292。 

  

 

  

mailto:gaoshh@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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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旭明研究组（感知、学习与理解实验室）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Xuming He / 何旭明 副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378 

Email ：hexm@@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304D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计算机视觉：场景理解／语义分割／物体检测／视觉与语言 

机器学习：图论模型／结构化预测／弱监督和半监督学习／近似推理 

人工视觉：人工眼的视觉信息处理／人脸视觉分析和增强 

个人简历 

    何旭明博士 1998 年和 2001 年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并于

2008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系（机器学习组）获得博士学位。他从 2008 到 2010 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Alan Yuille 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之后，他加入了澳

洲国立信息技术研究院（NICTA)成为研究员（2010）并从 2013 年开始任高级研究员。同时，

他还兼任澳洲国立大学的研究员和高级研究员并指导博士生工作。他将于 2016 年 12 月成为

副教授、研究员入职上海科大。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和生物视觉。现在

的研究课题专注于语义分割，物体检测，三维场景理解，视觉运动分析，结构化模型的高效

推理和学习，以及人工视觉。他已经发表了超过 50 篇期刊和会议文章，包括 CVPR, ICCV, ECCV, 

AAAI, NIPS, IEEE TIP, IEEE TPAMI, Journal of Vision 等。 

 

招聘信息 

    何旭明教授研究组（感知、学习与理解实验室）诚聘博士后 1名。聘用人员将从事计算

机视觉、机器学习、场景理解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汇报对象为研究组 PI。何旭明教授研究

组主页链接为：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plus/ 

 

  一、主要职责： 

  1、独立从事课题研究；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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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撰写并发表顶级期刊/会议研究论文； 

  3、协助 PI组建实验室和培养研究生； 

  4、协助经费申报及管理。 

 

  二、招聘条件： 

  1、拥有或即将获得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拥有场景理

解、目标检测与分割、概率图模型等相关经验者优先； 

  2、在本领域知名会议或期刊发表过高质量研究论文； 

  3、具有良好的英文口头表达和写作能力； 

  4、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5、较强的独立思考、工作能力、进取心和良好的敬业精神 

 

  三、申请方式： 

   请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何老师邮箱：hexm@shanghaitech.edu.cn，并在学校招聘系

统中进行申请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English version: 

Professor Xuming He’s research group (Perception,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Laboratory, PLUS) is seeking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the areas of computer 

vision, machine learning and scene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on is available 

immediately and will report to Prof. Xuming He directly.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of. 

Xuming He can be found from the website: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plus/ 

 

Main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Conduct independent research; 

  2.Write and publish top journal/conference articles; 

  3.Assist PI in building the lab and supervising graduate students; 

  4.Assist PI in writing grant proposals. 

 

Qualifications: 

  1.A PhD degree in computer vision, machine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related areas; experiences in scene understanding, object detection and 

segmentation, or probabilistic graphical models would be a plus; 

  2.Good publication record in major conferences or journals; 

  3.Fluency in written and oral English; 

  4.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team work spirit. 

  5.Capable of working independently and good at critical thinking. 

 

mailto:hexm@shanghaitech.edu.cn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plus/


8 
 

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pplications to hexm@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hexm@shanghaitech.edu.cn


9 
 

范睿研究组（并行计算与机器学习领域）招聘博士后 2 名 

 

Prof. Rui Fan / 范睿 副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372 

Email ：fanrui@@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504E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并行、分布式计算 

算法和复杂度下界 

大数据，机器学习 

节能计算 

个人简历 

      范睿（副教授）于 2016 年 12 月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此前供职于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范睿 2000 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及数学理学学士学位，2008 年取得麻

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在多伦多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与 2010 年在以色列

理工学院维特比进行博后学习。其博士论文获麻省理工学院 Sprowls 最佳计算机科学论文

奖。他还两次获得 ACM 分布式计算原理（PODC）会议最佳学生论文奖。 

      范睿的研究领域跨越并行和分布计算领域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对大数据集问题的高效

算法和算法结算方案的设计特别感兴趣。其感兴趣的应用研究领域包括：机器学习、节能计

算和管理大规模系统。此外他还致力于研究分布式算法和同步相关问题及计算下界。 

招聘信息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Parallel Comput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Professor Rui Fan's research group is seeking postdoctoral fellows to work in the 

areas of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with emphasis on applications in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science. Other research interests of the group include 

the design of efficient scalable algorithms, energy efficient computing and fault 

tolerance. We invite highly motivated Ph.D. graduates to work with us in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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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iting areas. There are currently two positions availabl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r. Fan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hanghaitech.edu.cn/faculty/sist/people/1250.html 

 

Qualifications: 

(1) Ph.D.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applied mathematics or related areas. 

(2) Strong publication record in parallel or distributed computing, machine learning 

or algorithms and theory.  

(3) Strong programming and implementation skills.  Experience with parallel 

comput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s. 

(4)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bility to mentor graduate students. 

(5) Fluency in written and oral English.   

 

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CV, research statement 

(describing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plan), copie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fanrui@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548. 

 

 

 

 

 

 

 

 

 

 

 

 

 

 

 

 

 

 

 

 

 

http://www.shanghaitech.edu.cn/faculty/sist/people/1250.html
mailto:fanrui@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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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杰研究组（智能健康数据科学）招聘博士后或助理研究员、研究助理各 1 名 

 

Prof. Jie Zheng / 郑杰 副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4861 

Email ：zhengjie@@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2-302D 室  

个人主页：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数据科学、生物信息学、健康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 

个人简历 

      郑杰博士于 2000 年 6 月获得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省级优秀毕业生），

于 2006 年 7 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获得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2006 年 8 月至

2011 年 2 月，郑博士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从

事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同时

担任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基因组研究所（Genome Institute of Singapore）客座研究

员。郑杰博士于 2018 年 6 月加盟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任副教授。 

      郑杰博士已发表 50 多篇杂志论文（其中 14 篇影响因子 5 以上）及 40 多篇会议论文。

他还担任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和审稿人（包括两个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并

每年多次为核心期刊审稿。他在新加坡主持完成 3 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总计两百多万新币），

并参与其它 10 多个合作项目。2015 年郑博士作为数学建模教练的南洋理工大学团队在国际

基因工程大赛（iGEM）获得金牌。他还获得 2017 年国际生物信息学大会（InCoB）最佳论

文奖（金牌）。郑博士曾连续两次获得南洋理工大学“优秀教师奖”提名。 

招聘信息 

    郑杰教授研究组（智能健康数据科学实验室）诚聘博士后或助理研究员 1名。聘用人员

将从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健康医疗数据科学的前沿研究，汇报对象为研究组 PI。

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机器学习算法、生物信息学、健康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生

物医学的应用等。详细信息可访问郑杰教授的网页：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cn/StaffDetail.asp?id=535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cn/StaffDetail.asp?id=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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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一：博士后或助理研究员 

一、岗位主要职责： 

1、独立开展具有原创性、有影响力的课题研究； 

2、撰写并发表顶级期刊和会议论文； 

3、协助 PI组建实验室和指导研究生； 

4、协助 PI的经费申报和管理； 

 

二、招聘条件： 

1、已获得或即将获得计算机科学、应用数学、或统计学等领域的博士学位；其他专业的博

士学位也可考虑，包括但不限于：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学； 

2、在国际知名期刊或会议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过 2 篇或以上高质量论文； 

3、具有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良好的中英文书面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 

6、有志于从事学术将来成为教授的申请者优先考虑。 

 

三、申请方式： 

请应聘者通过人才招聘系统（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提交应聘申请，请填写

完整应聘材料。请上传以下文件（并发电子邮件至： zhengjie@shanghaitech.edu.cn）： 

1. 详细的英文个人简历：包括学习工作经历、主要研究工作内容、代表论文论著清单、获

得的奖励情况； 

2. 研究陈述（Research Statement），介绍过去的研究经历、成果以及未来的研究计划； 

3. 2-3篇代表论文； 

4. 2-3封推荐信或推荐人的联系方式。 

 

岗位二：研究助理 

一、岗位主要职责： 

1、参与从事课题研究，有能力和志愿者鼓励开展独立研究； 

2、协助老师搭建和管理科研数据和软件平台； 

3、协助老师对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包括电脑硬件设备的购置和管理、实验室网站的更新）； 

4、协助老师撰写经费申请书等科研文档。 

 

二、招聘条件： 

1、已获得或即将获得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应用数学、自动化或统计学等领域的学士或硕士

学位；其他专业的学位视情况也可考虑； 

2、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具有良好的中英文书面文字表达能力，文字功底要强； 

4、责任心强，诚恳、细心、有耐心； 

 

三、申请方式： 

请应聘者通过人才招聘系统（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提交应聘申请，请填写

完整应聘材料。请上传以下文件（并发电子邮件至： zhengjie@shanghaitech.edu.cn）： 

1. 英文个人简历：包含学习工作经历、计算机技能、英语能力证明等； 

2. 2封推荐信或推荐人的联系方式。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zhengjie@shanghaitech.edu.cn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zhengjie@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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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华研究组（视觉与深度学习实验室）招聘博士后和科研助理各 1 名 

 

Prof. Shenghua Gao / 高盛华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094 

Email ：gaoshh@@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304C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计算机视觉： 物体识别、人脸识别等 

机器学习： 稀疏表示，深度学习等 

个人简历 

    高盛华，上海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研究员、博导。2008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2 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随后在伊利诺伊大学新加坡高等研究院做研究科学

家。2014 年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在 2015 年 1 月到 6 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

访问教授。迄今为止，在 IEEE TPAMI,IJCV, IEEE TIP,CVPR,AAAI 等国际计算机视觉领域顶级会

议和期刊发表 40 余篇，在包括 ACCV’2014 和 VCIP’2015 在内的国际计算机视觉著名国际

会议开设专题研讨班（Tutorial），并积极参与国际国内会议的筹办，如担任 ACCV’2014 特

征和相似度学习研讨会主席，ACCV’2016 监控系统中行人识别的方法和理论研讨会主席，

中国计算机学会 RACV’2016 本地主席，CVPR2017 行人场景理解研讨会主席等。他指导的

学生的关于个性化显著性区域检测的工作入围人工智能领域旗舰会议 IJCAI2017 的最佳学生

论文提名。他带领的学生多次在国际竞赛中获得佳绩，如在 MegaFace 百万级别人脸识别中

获得第三名的成绩，在 CVPR2017 基于网络图像识别竞赛获得第二名。高盛华入选 2015 年

ACM 上海青年科学家奖，并于 2010 年获得微软亚洲研究院颁发的该年度新加坡地区唯一的

微软学者奖,。现主持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海市优

秀学术带头人计划（重点培养对象）等。 

招聘信息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高盛华研究组因科研工作需要，现诚聘博士后 1名和科研助理 1

名。汇报对象为研究组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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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岗位职责 

  从事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压缩感知、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前沿研究。 

 

  二、岗位要求 

  1、博士后须获得计算机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研究助理需要计算机科学等相关领

域的学士或者硕士学位； 

  2、有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等领域的相关工作或者项目经历； 

  3、有良好的编程和数学基础，及英文能力； 

  4、博士后需要在相关相关领域发表过文章。 

   

  三、申请方式  

请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高老师邮箱 gaoshh@shanghaitech.edu.cn，并在学校招聘系

统中进行申请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638。 

 

English version: 

One postdoc research position is open in Assistant Professor Shenghua Gao’s Lab 

at ShanghaiTech University.This position reports to PI for group.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henghua Gao and his group can be found from Shenghua Gao’s 

website: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gaoshh/ 

 

Responsibilities: 

1.Research on computer vis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2.Assistance in student supervision and grant application of Shenghua Gao's group. 

 

Qualifications: 

1.The candidate should have or is about to have a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or a 

related field. 

2.Expertise in computer vis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is preferred. 

3.Strong programming skills are required. 

 

Application: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pplications to 

gaoshh@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638. 

 

 

  

mailto:gaoshh@shanghaitech.edu.cn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gaoshh/
mailto:hexm@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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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奇峰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Qifeng Liao / 廖奇峰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400 

Email ：liaoqf@@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404B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模型化简、不确定性量化、大数据算法、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有限元方法、区域分解方法 

个人简历 

     廖奇峰于 2010 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学学院获得数值计算博士学位，分别于 2007 年

和 2006 年获得曼彻斯特大学数学学院硕士学位和四川大学数学学院学士学位。2011 年 1 月

至 2012 年 6 月，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2 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5 年 3 月，作为助理教授、

研究员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招聘信息 

Assistant Professor Qifeng Liao’s research group has postdoc positions available 

in the areas of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reduced order modeling, numerical 

methods for PD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Qualifications: 

(1) PhD degree must be obtained by the start of the appointment in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or related areas. 

(2) Strong mathematical and computational skills. 

(3)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4) Fluent in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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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pplications to 

liaoqf@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199. 

 

  

mailto:hexm@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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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富研究组（系统安全领域）招聘博士后 2 名 

 

Prof. Fu Song / 宋富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397 

Email ：songfu@@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504C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系统自动分析与验证 

自动化测试 

模型检查 

系统安全 

个人简历 

    宋富博士于 2009 年 6 月获得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工程硕士学位，2013 年 4 月获得巴黎狄

德罗大学（巴黎七大）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同年 8 月加入华东师范大学任讲师，2016 年 1

月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期间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邀请参加访问研究三个月，并

于 2015 年分别荣获上海市“浦江人才”和上海市“晨光学者”称号。2016 年 8 月全职加入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担任 tenure-track 助理教授、研究员。宋富研究领域包

括系统自动分析与验证、自动化测试、模型检查、系统安全等，其提出的基于下推自动机模

型检查的恶意软件检查方法在第 18 届 TACAS/ETAPS 国际会议上获得了欧洲软件科学与技术

协会（EASST）颁发的最佳论文奖。 

招聘信息 

Two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Positions in System Safety and Security 

Professor Fu Song's research group is seeking postdoctoral fellows to work in the 

areas of system software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 techniques, with emphasis on 

applications in system safety and security. We invite highly motivated Ph.D. 

graduates to work with us in these exciting areas. There are currently two position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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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opic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are:  

- Binary-code analysis 

- Software security 

-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Type systems 

- Model-checking multi-agent system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r. Song is available 

at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songfu  

 

Your Responsibilities: 

- Conduct research in one or several areas of interest in the field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software security, and model-checking 

- Co-supervise M.S. and Ph.D. students 

 

Your profile:  

- Ph.D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or a relevant field  

- Fluent writte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Chinese is optional 

- Strong programming skills 

- An established research record on relevant subject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 Curriculum Vitae (including the list of publications and previous positions held) 

- Research statement (describing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plan) 

- Copies of two or three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 Two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songfu@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562.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songfu
mailto:songfu@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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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可伟研究组（人工智能实验室）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Kewei Tu / 屠可伟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089 

Email ：tukw@@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304B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自然语言处理 

机器学习 

知识表示 

计算机视觉 

人工智能 

个人简历 

    屠可伟博士，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于 2002 和 2005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2012 年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

获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2012 至 2014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统计系与计算机系从事

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知识表示等人工智能领域，目前

侧重于研究文法的表示、学习与应用。 

招聘信息 

Professor Kewei Tu’s research group is seeking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nd a 

research assistant in the areas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general. The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independent 

research,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group members, and supervision of junior 

student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search of Prof. Tu’s group, please see his 

homepage: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tukw/. 

 

http://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tu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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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s: 

(1) A PhD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or a related area for the postdoctoral position; 

a bachelor or master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or a related area for the research 

assistant position. 

(2)Prior research or engineering experience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Good programming skills and mathematical skills. 

(4)Good publication record in major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Application: 

Please email a cover letter briefly describing previous experience and future plan 

and a CV to tukw@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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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ören Schwertfeger 研究组（移动机器人实验室）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Sören Schwertfeger / 师泽仁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096 

Email ：soerensch@@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D-201A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Mobile Robotics 

Robo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specially Map Evaluation 

Mapping and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Robot Autonomy and Intelligence 

个人简历 

Dr. Sören Schwertfeger joined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in August 2014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He graduated with a Diploma (German equivalent of the Master) in Computer Science in 2005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remen in Germany. In 2012 he received his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the Jacobs University Bremen. Between 2012 and 2014 he w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Robotics Group of Prof. Andreas Birk at the Jacobs University Bremen. In 2010 Dr. 

Schwertfeger was a guest researcher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in Gaithersburg, Maryland, USA, and in 2015 he spend two months as a visiting researcher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robotics, especially in intelligent functions for mobile robots. Besides 

his work on map evaluation, Dr. Schwertfeger also worked and published on mapping, object 

detection and robot autonomy. He successfully participated in many robot competitions, both as 

team member and as judge and organizer. Dr. Schwertfeger was the general chair of the 2017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afety, Security, and Rescue Robotics (SSRR). He is an associate 

editor of the 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Magazine and a guest editor for a special issue on 

SSRR in the Journal of Field Robotics as well as a guest editor for an IEEE Transactions on 

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al Systems special issue on Introspective Methods for Reliable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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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The mobile robotics research group at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lead by Sören 

Schwertfeger, is working on various aspects of intelligent mobile robotic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robo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map evaluation, robot 

autonomy and intelligence, object detection,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and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robotics. 

We invite highly motivated individuals with a Ph.D. degree to work with us in these 

exciting research areas. The projects in our group are currently generously funded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More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on the robotics 

website: http://robotics.shanghaitech.edu.cn 

 

Responsibilities: 

1.Conduct research independently 

2.Contribute to the projects of the robotics group 

3.Help supervising students 

 

Qualifications: 

1.PhD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or related areas. 

2.Good publication track recor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3.Good hands-on experience in implementing and testing complex algorithms on real 

robots. 

4.Prior experience with ROS and field robotics is a big plus. 

5.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apability of co-supervising research students. 

6.Fluent in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cover letter, a CV 

including copie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two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soerensch@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214. 

 

 

 

  

http://robotic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hr-sist@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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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研究组（数据挖掘领域）招聘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各 1 名 

 

 

Prof. Haipeng Zhang / 张海鹏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4458 

Email ：zhanghp@@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C-303C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数据挖掘（金融数据、电商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网络数据） 

个人简历 

    张海鹏博士 2009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获软件工程学士学位，2007 年秋季学期在香

港科技大学交换学习。2014 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导

师为 Prof. David J. Crandall。研究成果发表于 WWW、WSDM 等顶级会议，并被英国 New 

Scientist 杂志以及美国计算机学会网站报道。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曾在日本东京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美国加州 eBay 研究院，英国剑桥微软研究院以及美国加州三星北美研

究院进行实习研究。2014 年至 2018 年分别在 IBM 研究院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从事数据科

学与金融科技研究工作。他于 2018 年 8 月全职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任

助理教授、研究员。 

招聘信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张海鹏教授研究组主要从事数据科学与金融、经济、电子商务等交

叉领域的前沿研究，涉及金融数据、网络数据、社交媒体数据挖掘，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可

转化为价值的有趣规律。详细信息可访问课题组网页：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cn/StaffDetail.asp?id=537。 

 

一、主要职责 

1、独立提出课题和开展研究，撰写研究论文 

2、协助 PI建立科研团队，并指导学生开展研究 

3、协助 PI对科研团队的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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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助 PI申请科研经费 

 

二、招聘条件 

1、具有计算机科学或金融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他专业视情况亦可考虑；在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领域有训练背景的优先考虑。对数据挖掘、金融科技有研究兴趣。 

2、在相关领域的国际期刊或会议上已经发表过至少 3 篇论文。 

3、有较好的英语阅读、交流和写作能力。 

4、掌握 Python、R、MATLAB、Java等编程语言（至少其中两门）作数学建模、数据分析、

软件开发等科研工作。 

5、既有独立开展科研的能力，又有团队合作的精神和沟通协调能力；有教学或指导过学生

研究等经验的优先考虑。 

 

三、申请方式 

    请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张老师邮箱 zhanghp@shanghaitech.edu.cn，并在学校招聘

系统中进行申请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903。 

 

 

 

  

mailto:gaoshh@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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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峰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Liangfeng Zhang / 张良峰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54207362 

Email ：zhanglf@@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504D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私有信息检索、可验证的计算、安全多方计算、局部可译码 

个人简历 

    张良峰博士分别在同济大学数学系，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和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科学系获

得学士(应用数学)，硕士(应用数学)和博士(密码学与信息安全)学位; 2012 年博士毕业后在卡

尔加里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密码学与代数编码

论。2015 年 3 月，张良峰博士作为助理教授、研究员加入上海科技大学。 

招聘信息 

Assistant Professor Liangfeng Zhang’s research group at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are seeking for highly motivat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s.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s will work on the cryptographic or coding 

techniques in the area of securely outsourcing computation or storage. This 

position will report to Mr.Liangfeng Zhang. 

 

Qualifications: 

(1) Ph.D.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applied mathematics or related areas. 

(2) Good publication record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3)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apability of supervising graduate students. 

(4) Fluent in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Applications: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shtech/eng/people/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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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ed applicants please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cover letter, CV, copies of 

two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two letters of reference 

to:zhanglf@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236. 

 

  

mailto:zhanglf@shanghaitech.edu.cn


27 
 

赵登吉研究组招聘博士后和研究助理各 1 名 

 

 

Prof. Dengji Zhao / 赵登吉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387 

Email ：zhaodj@@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304E室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人工智能、多智能体系统、算法博弈论、拍卖／机制设计、共享和数字经济、智慧城市 

个人简历 

    赵登吉于 2017 年 1 月以 tenure-track 助理教授／博导／研究员加入上科大。他于 2012

年获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和法国图卢兹大学计算机双博士学位(人工智能方向) 。 他于 2009

年获德国德雷斯顿工业大学和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双理学硕士学位(计算逻辑方向)，并于 2006

年取得了澳门科技大学计算机一等荣誉学士学位。 加入上科大之前，他于 2013 至 2016 年

作为博士后和研究员先后师从亚洲首位美国人工智能协会会士(AAAI Fellow)和前多智能体系

统基金会(IFAAMAS)主席 Makoto Yokoo 教授，和英国计算机领域唯一的皇家教授(Regius 

Professor)和前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Nick Jennings 教授。他获得了 2017 年度上海青年东方

学者，图卢兹大学 2012 最佳博士论文，2009、2011 国际市场机制设计大赛(Trading Agent 

Competition)冠军，和 2010 澳大利亚人工智能联合会议 Best Paper Award。 

 

    赵登吉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人工智能(特别是多智能体系统)和算法博弈论(特别是稀缺资

源的分配机制设计)。 他目前关心的主要应用是共享经济（社交网络中的可靠信息共享）、

智慧城市、无人驾驶（车与环境的博弈）等。赵登吉的大部分学术成果发表在人工智能多个

顶级会议和杂志如 AAAI, AAMAS, ECAI, IJCAI。他同时也持续担任这些顶级会议的评委 

(Program Committee)和相关杂志的评审。 

招聘信息 

  上海科技大学赵登吉教授研究组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多智能体系统，算法博

弈论和共享／数字经济等。现因科研工作需要，诚聘博士后 1名和研究助理 1名，汇报对象

为研究组 PI。赵登吉教授主页链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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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cn/StaffDetail.asp?id=408 

   

  一、主要职责 

  1.大数据和博弈论在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理论建模和分析。 

  2.共享经济的去中心化设计（如区块链应用）。 

  3.共享／数字经济中诚信评价体系的建设（如大众点评中的虚假评价过滤）。 

 

  二、招聘条件 

  1.研究助理岗位需取得计算机，数学或经济学硕士及以上学位，博士后岗位需取得计算

机，数学或经济学博士学位 

  2.在相关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或期刊发表过论文 

  3.具备独立完成一个科研项目的能力 

  4.具备很好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 

 

  三、申请方式 

  请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赵老师邮箱 zhapdj@shanghaitech.edu.cn，并在学校招聘系

统中进行申请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637。 

 

 

  

mailto:gaoshh@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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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 

杨旸研究组（雾计算实验室）招聘助理研究员、高级系统工程师各 1 名 

 

 

Prof. Yang Yang / 杨旸 教授 (IEEE Fellow) 

电 话：(021) 54201338 

Email ：yangyang@@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C-503B室 

专业方向: 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领域 

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无线传感器网络 

个人简历 

      1996 年和 1999 年于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获本科和硕士学位。2002 年于香港中文大

学信息工程系获博士学位。之后，留在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担任助理教授。2003 年 8

月到英国布鲁奈尔大学（Brunel University）的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担任讲师。2005 年 3 月

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电子与电气工程系担任讲师，后升职

为高级讲师（终生教职）。在英国工作期间，与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空中客车（Airbus）

和劳斯莱斯（Rolls-Royce）等公司合作，自主研发了一系列高效率的媒质接入控制协议、路

由协议和网络优化算法，在国际上率先将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应用于“飞机动态气流控制和

磨擦阻力消减”（EP/F004532/1）和“飞机喷气式发动机中采集测试数据”（TS/G002614/1）

等前沿课题。2008 年，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资助，杨旸回国加入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

息技术研究所任研究员，牵头承担了“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课

题“IMT-Advanced 关键技术试验平台开发”，带领研发团队构建了一个先进的、开放式、可

扩展、可重构的室内外集成测试验证平台，包括多种实际无线通信场景和信道环境的模拟，

系统性能的软硬件综合仿真、测试和评估，试验数据的采集和统计分析，以及无线宽带多媒

体业务和新型无线服务的模拟和概念演示。 

招聘信息 

    上海科技大学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培养未来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技术领

袖。上海科技大学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拥有一个全新的现代化校园，将在中国实施新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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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系。除了取得世界级研究成果外，上海科技大学还期望研究团队候选人推动国际标准制

定和产学研协同发展。2017 年 1月 16日，经国际开放雾计算联盟（OpenFog Consortium）

董事会选举，上海科技大学被任命为大中华区主任单位，领导和促进包括台湾、香港、新加

坡和中国大陆在内的大中华区的雾计算研究、开发、测试和标准化工作，以加速采用雾计算

来解决带宽、延迟以及与物联网（IoT）、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触觉互联网以及数字化世

界中相关的挑战。同年 4月，上海科技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共同

成立了“上海雾计算实验室”，主要从事以下研究领域： 

 - 雾计算和网络 

 - 雾计算体系结构和理论 

 - 雾计算中的大数据处理 

 - 雾计算安全 

 - 物联网（IoT）雾计算 

 - 雾计算赋能的下一代通信 

 - 雾计算试验床、专利和标准研发 

 

    杨旸教授研究组（雾计算实验室）诚聘以下人员，汇报对象为研究组 PI。雾计算实验

室主页链接为：http://shift.shanghaitech.edu.cn/  

 

助理研究员一名 

  一、主要职责： 

1. 开展雾计算能效、任务调度、存储优化等研究，撰写相关专利，发表高水平论文； 

2. 参与省部级和国家重大相关项目申请和实施；  

3. 协助指导研究生。 

   二、招聘条件： 

1. 获得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2. 发表 JCR二区文章 3篇以上； 

3. 具有参与过国家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或省市科委项目

申请经历； 

4. 具有 2年以上相关领域研究经历，且已获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员

资格； 

5. 具有 1年以上电子/通信业界领先企业研发经历者优先。 

高级系统工程师一名 

  一、主要职责： 

1. 设计雾计算试验床系统架构，并领导组织团队研发、测试和演示； 

2. 支撑雾计算领域专利研发、国际和国内标准制定； 

3. 完成国家相关重大专项、省市级科研项目中雾计算软硬件系统设计和领导研发； 

4. 促进雾计算技术在机器人、智能制造和智能驾驶等领域产业落地。   

http://shift.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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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聘条件： 

1. 具有相关专业硕士学位； 

2. 具有相关领域专利 10项以上，论文发表 5篇以上，标准提案 5项以上； 

3. 精通 MATLAB、C和 Python编程，熟悉 Linux、ROS编程； 

4. 熟悉 Tensorflow、Storm、Spark和 OpenStack等技术，深刻理解分布式计算、雾计

算、边缘计算和云计算； 

5. 具有雾计算试验床系统和网络架构设计和领导团队研发经历，并成功开展雾计算试

验演示； 

6. 具有 10年以上在电子/通信业界领先企业的通信/网络系统设计和研发经历， 5年

以上国内相关研究机构的通信/网络系统研发经历，且已获高级工程师资格。 

申请方式： 

 请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杨老师邮箱：yangyang@shanghaitech.edu.cn，并在学校招聘

系统中进行申请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English Version： 

ShanghaiTech is founded as a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y for training future 

generations of scientists, entrepreneurs, and technical leaders. Boasting a new 

modern campus in Zhangjiang Hightech Park of cosmopolitan Shanghai, ShanghaiTech 

shall trail-blaze a new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Besides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world-class research profile, faculty candidates are also expected 

to contribute substantially to both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s. 

ShanghaiTech now invites highly qualified candidates to join our newly established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g Computing Technology (SHIFT), which is a leading member 

at the OpenFog Consortium and i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research areas in fog 

computing networks and applications.  

1. Fog computing architecture design 

2. Fog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 theories 

3. Interactive mechanisms between things, edge, fog and cloud 

4. Big data processing and task management in fog computing 

5. Security, trust and privacy in fog computing 

6. Fog-enabled intelligent Internet-of-Things (IoT) 

7. Fog-enabled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8. Fog-enabled collaborative AI technologies  

9. Fog computing testbeds 

mailto:yangyang@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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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Yang Yang’s research group (SHIFT) is seeking a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a senior system engineer. The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immediately and 

will report to Prof. Yang Yang directly.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HIFT, please check 

the website: http://shift.shanghaitech.edu.cn/ 

 

For the assistant researcher, main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 Research on energy efficiency, task scheduling, storage optimization, etc. 

of fog computing, write relevant patents, and publish high-level papers; 

2. Participate in the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key projects; 

3. Assist in guiding graduate students. 

Qualifications: 

1. PhD degree in related fields; 

2. Published more than 3 articles in the JCR second district; 

3.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key projects,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s, 

natural science fund projects or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projects; 

4. More than 2 years’ research experience in related fields, and qualified as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releva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5. Experience in R&D experience in the electronics/communication industry for 

more than 1 year is preferred.  

   

For the senior system engineer, main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 Design the fog computing testbed architecture and lead the team for the 

development; 

2. Support the pat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tandards of fog computing; 

3. Design and lea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fog comput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systems in major national special projects and provin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4. Promote fog comput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s of robotic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intelligent driving. 

Qualifications: 

1. Master degree in related fields; 

2. More than 10 patents in related fields, more than 5 papers published, and 

more than 5 standard proposals; 

3. Proficient in MATLAB, C and Python programming, familiar with Linux, ROS 

programming; 

http://shift.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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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amiliar with technologies such as Tensorflow, Storm, Spark and OpenStack, 

and deeply underst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fog computing, edge computing 

and cloud computing; 

5. Fog computing testbed and network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leadership 

experience, and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the fog computing demonstration; 

6. More than 10 years’ experience of communication/network system design and 

R&D in the electronics/communication industry, more than 5 year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communication/network systems of relevant 

domest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qualified as a senior engineer. 

 

This post offers highly competitive salary and benefit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pplications to yangyang@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yangyang@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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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喜良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Xiliang Luo / 罗喜良 副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60213024 

Email ：luoxl@@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C-403A室 

专业方向: 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领域 

无线通信： 

人工智能(AI)在 5G 中的应用，大规模 MIMO，异构网络，物联网等 

信号处理： 

分布式信号处理与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与处理，基于无线信号的行为感知等 

个人简历 

    2001 年北大物理系获得学士学位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留学，并于 2006 年获

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随后，加入位于加州圣地亚哥的无线通信领导者高通研发中心从事下

一代无线通信系统的研究。在全职加入上科大前，在高通任高级主管工程师。在高通任职期

间，参与了从 LTE Rel-8 到 Rel-11 的标准制定。同时，从最初的概念到最终的实现，领导研

制了世界上第一款支持异质网络中参考信号干扰消除（RS-IC）的 LTE 芯片（MDM9x35），极

大地推动了刚在 LTE-Advanced 标准中被定义并具有开创性的小区之间干扰协调技术(FeICIC)

的商用化进程。 

 

    罗喜良博士一直致力于下一代无线通信和信号处理方向的研究和创新，已作出多项重要

成果。迄今为止，已在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发表 50 多篇论文，拥有超过 70 个美国专利，其中

30 多个已经获得授权。在 LTE 标准化过程中，共提交标准提案 100 多篇，涵盖物理层各个

方面。 

 

    罗喜良博士的研究兴趣包括无线通信，信号处理和信息理论。特别是将信号处理理论和

信息理论相结合的能对下一代通信和信息处理技术，如大数据处理和机器学习，起到定义和

指导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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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Position at Prof. Xiliang Luo’s research group 

 

China is wholeheartedly supporting Shanghai’s developing into a city of innovations 

and Pudong District is undoubtedly the center of innovations in Shanghai.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located at the center of Pudong, is regarded as the key 

innovation power. If you wa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novations and eager to see 

the broad impacts of your innovations,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join Prof. 

Xiliang Luo’s research group where innovations start melting into your blood. 

Professor Xiliang Luo and his research group in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are seeking 

for highly motivat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candidates with interests on enabling theory and technologies for next-generati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interference coordination and management 

- massive MIMO 

- mm wave 

- heterogeneous networks 

- cognitive radios 

- cloud RAN 

- signal processing for big data 

- signal processing on graphs 

- indoor positioning etc. 

 

Prof. Luo joined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ugust 2014. Before that, Prof. Luo worked 

in Qualcomm Research at San Diego for more than 8 years, where he was working on 

the theories and designs for next-generati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In 2015, Prof. 

Luo was selected to the national “Yong 1000-Talents Program” and the “Shanghai 

1000-Talents Plan”. 

You can check Prof. Luo’s group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luoxl 

About ShanghaiTech, you can check the following link: 

 http://www.shanghaitech.edu.cn/ 

 

Qualifications: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luoxl
http://www.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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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r postdoc research fellow, you need to have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ith emphasis on signal processing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or related 

areas. For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you need to have some previous postdoc 

experience. 

(2) Good publication track recor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3)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apability of co-supervising graduate students. 

(4) Fluent in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 a cover letter 

- a CV including copies of 3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 and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luoxl@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355 

 

 

 

  

mailto:luoxl@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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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子瑜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Ziyu Shao / 邵子瑜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086 

Email ：shaozy@@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C-403D室 

专业方向: 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领域 

网络智能与数据科学 

云计算与雾计算 

机器学习与优化算法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 

个人简历 

    邵子瑜博士在北京大学获得本科与硕士学位，在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获得博士学

位，毕业后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邵博士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

院，任助理教授，研究员。 他曾于 2012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 2017 年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  

    邵博士长期从事信息网络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宄，致力于通信，计算与控制的 

3C 技术融合。 邵博士目前是网络与信息领域多个顶级期刊（如 TON，TIT,  TMC,  JSAC 等）

的审稿人，同时担任领域内旗舰会议 INFOCOM, ICC 和 GLOBECOM 的程序委员会委员。 邵

博士目前还担任深圳市发改委高科技领域评审专家，上海市计算机协会理论计算机专委会副

主任，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招聘信息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Position at Assis. Prof. Ziyu Shao's research group 

Prof. Ziyu Shao and his research group are seeking for highly motivat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candidates with interest on application of coding theory, learning theory and 

optimization theory for cloud and fog(edge) computing system. The projects in our group are 

generously funded by NSFC and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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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shaozy/.  

  

Responsibilities: 

1) Carry out research projects independently 

2) help with the student supervision and education 

3) lead some of Prof. Shao's exter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4) help with organizing scientific events such as workshops and conferences 

  

Qualifications : 

1）PhD degree in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pplied mathematics, operational research or related fields 

2）Good publication track recor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3）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apability of co-supervising research students 

4）Fluent in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Applications :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cover letter and a CV including 

copie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to: shaozy@shanghaitech.edu.cn （cc 

to ziyu.shao@gmail.com）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631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shaozy/
mailto:shaozy@shanghaitech.edu.cn
mailto:ziyu.sh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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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远明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Yuanming Shi / 石远明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60213013 

Email ：shiym@@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C-403C室 

专业方向: 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领域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物联网与通信网络 

深度与强化学习 

高维概率与统计 

优化理论与算法 

个人简历 

    石远明博士于 2011 年 7 月获得清华大学电子工程学士学位（2007-2009 学年于“数学物

理基础科学班”培养）； 2015 年 8 月获得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师从

Khaled B. Letaief 教授。他于 2015 年 9 月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任助理教授。

他于 2016 年秋季学期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教授，访问统计机器学习领域 Martin J. 

Wainwright 教授。他的研究成果荣获 2016 IEEE 通信学会马可尼最佳论文奖(无线通信领域最

重要学术奖项之一)，以及 2016 IEEE 信号处理学会最佳青年作者论文奖。他主要的研究方向

为深度与强化学习，大规模优化，高维统计，及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以及通信网

络中的应用。 

招聘信息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or Post-doc positions at Assis. Prof. Yuanming Shi's 

research group 

 

Assistant Professor Yuanming Shi and his research group are currently working in 

broad areas of data sciences,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heory and signal 

process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ense Cloud-RAN, index coding,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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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fog computing, large-scale convex optimization, Riemannian optimization, 

sparse and low-rank modeling, and computational big data analytics.You can check 

Assis. Prof. Yuanming Shi’s group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www.shanghaitech.edu.cn/faculty/sist/people/1162.html. 

We currently have two open positions which report to PI for group.We are looking 

for self-motivated individuals with strong mathematical and computing background, 

and are interested in large-scale optimization, optimization on manifolds, big data 

analytics and applications in machine learning, signal processing and wireless 

networking. 

 

Responsibilities: 

1.Research on mobile edge/fog computing over dense wireless networks. 

2.Research on large-scale optimization for big data systems. 

 

Qualifications: 

1.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pplied mathematics, computer science, or 

related fields. 

2.Expertise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optimization, machine learning, 

information theory, signal processing or operation research is preferred. 

3.Strong mathematical and computing skills are required. 

 

Applications: 

Please email a cover letter briefly describing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a CV 

and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or contact information to shiym@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337 . 

 

 

 

  

http://www.shanghaitech.edu.cn/faculty/sist/people/1162.html
mailto:shiym@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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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幼龙研究组（信息论与无线通信）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Youlong Wu / 吴幼龙 助理教授、研究员（洪堡学

者） 

电 话：(021) 20685369 

Email ：wuyl1@@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404D室 

专业方向: 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领域 

网络信息论、无线通信 

个人简历 

    吴幼龙于 2007 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电子工程系，2011 年硕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信

息工程系，并于 2014 年博士毕业于巴黎高等电信学校。2014～2017 年，他加入慕尼黑工大

进行博士后工作，并获得洪堡学者称号，随后于 2017 年 4 月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他的研究

兴趣包括多用户信息论和无线通信。 

招聘信息 

Assistant Professor Youlong Wu’s group is seeking for postdoctoral fellows to work 

in the areas of information theory,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ded caching, coded computing, fog-computing, or 

classical problems on information theory. We are looking for self-motivated 

individuals with strong mathematical background. There are currently two positions 

availabl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of. Wu is available 

at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wyl/ 

 

Qualifications: 

1. 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pplied mathematics, computer science, or 

related fields. 

2. Expertise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heory, or signal processing. 

3. Solid mathmatical skills on probability and stochastic processes, matrix theory, 

and to some extent also optimization 

 

Applications: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faculty/w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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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email a cover letter briefly describing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a CV 

and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or contact information to wuyl1@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wuyl1@shanghaitech.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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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Yong Zhou / 周勇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4451 

Email ：zhouyong@@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A-404C室 

专业方向: 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领域 

非正交多址接入、毫米波通信、干扰分析、网络切片、5G 异构蜂窝网络、随机几何及随机

优化 

个人简历 

    周勇于 2008 年获得山东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学士学位，于 2011 年获得山东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硕士学位，于 2015 年获得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博

士学位。2015 年至 2017 年，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从事博士后

研究。2018 年 3 月，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担任助理教授、研究员。主要

研究方向包括无线通信与网络和物联网。 

招聘信息 

Assistant Professor Yong Zhou and his research group in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are 

currently seeking for one highly motivat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who is 

interested in working in the area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nterference characterization, non-orthogonal multiple 

access (NOMA), millimeter wave (mmWav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 and machine learning.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r. Yong Zhou can be found at 

https://zhouyong.wixsite.com/yongzhou.  

 

Responsibilities:  

1.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f UAV networks 

2. Research on NOMA in mmWave networks  

 

https://zhouyong.wixsite.com/yo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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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s:  

1.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pplied mathematics, computer science, 

or related fields;  

2. Expertise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Internet of Things, or machine learning 

is preferred;  

3. Good publication track recor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4. Fluent in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cover letter briefly 

describing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a CV, and two letters of references or 

contact information to zhouyong@shanghaitech.edu.cn.  

 

 

  

mailto:zhouyong@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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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 

哈亚军研究组招聘助理研究员或博士后、研究助理各 1 名 

 

Prof. Yajun Ha / 哈亚军 教授 

电 话：(021) 20685371 

Email ：hayj@@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D-401A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FPGA 结构、设计工具及应用 

超低功耗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 

硬件安全、智能与无人驾驶汽车、机器学习相关嵌入式系统研究及应用 

个人简历 

    哈亚军于 1996 年获浙江大学电子工程学士学位，2000 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电子工程硕

士学位，2004 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他将于 2017 年 1 月全职加入上海科

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担任教授。他目前担任新加坡资讯与通信研究院科学家及比亚迪

联合实验室主任，曾历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助理教授、兼职副教授，并曾

在比利时欧洲微电子中心 (IMEC) 和上海航天局航天测控通信研究所参加研究工作。他主要

从事可重构计算、低功耗数字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智能与无人驾驶汽车以及和硬件安全相

关的嵌入式系统研究及应用。他已在 TCAS I & II 、TVLSI、TC、JSSC 以及 DAC 和 ISSCC 等国际

知名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并获得 1 项美国专利。他是或曾是包括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 Systems I、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 Systems II、IEEE Transactions 

on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VLSI) Systems 等国际期刊的副主编，并曾担任过 FPT2010 和

FPT2013 国际会议的的技术委员会共同主席 (TPC Co-Chair) 以及 ASP-DAC 2014 国际会议的共

同大会主席 (General Co-Chair) 等。他是 ASP-DAC 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 (Steering Committee) 

的委员。他也是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高级会员。 

招聘信息 

    哈教授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以来筹建了“可重构与智能硬件实验室”从事他在 FPGA、超

低功耗和智能硬件领域的研究。现招聘助理研究员或博士后 1 名、研究助理 1 名，汇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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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组长。 

  一、主要职责 

  （一）助理研究员 

  1.独立提出和开展课题研究，并指导究生和技术员进行科研工作 

  2.独立或协助团队申请科研经费撰写英文科学专题报告和出版物 

  3.协助课题组主持科研团队的日常管理 

  （二）博士后 

  1.独立提出和开展课题研究； 

  2.独立或参与撰写英文科学专题报告和出版物 

  3.协助撰写经费申请书等科研文档 

  4.协助课题组进行课题组的日常管理 

  （三）研究助理 

  1.协助老师开展课题研究 

  2.在工程上为同学们提供支撑，协助其完成相关软硬件设计 

  3.配合课题组需求撰写经费申请书等科研文档 

  4.协助课题组进行课题组的日常管理； 

 

  二、招聘条件 

  （一）助理研究员 

  1.拥有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或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以及博士毕业两年以上的相关科研工

作经验 

  2.在相关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或期刊发表过论文 

  3.具备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 

  4.具有较好的英语沟通与写作能力，扎实的学术训练基础 

  5.很强的独立思考、工作能力、进取心和良好的敬业精神 

  （二）博士后 

  1.获得或即将获得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或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35周岁以内； 

  2.在相关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或期刊发表过论文 

  3.具备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 

  4.具备良好的英文写作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 

  （三）研究助理 

  1.获得或即将获得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或相关专业的学士或硕士学位 

  2.有丰富的电路设计经验和过硬的软硬件动手能力 

  3.具备良好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三、申请方式 

  请应聘者通过上海科技大学人才招聘系统（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提交

应聘申请，请填写完整应聘材料。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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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佰乐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Baile Chen / 陈佰乐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596 

      Email ：chenbl@@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信息学院 1D-401C 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III-V 族半导体材料和器件 

短红外和中红外光电二极管和激光二极管 

高速，高功率光电二极管 

宽禁带半导体材料 

硅光子器件 

 

个人简历 

      陈佰乐于 2007 年本科毕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后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深造。

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3 年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随后加入位于美国俄勒冈

的 Qrovo 总部任射频产品研发工程师，从事多种不同频段的功率放大器和体声波滤波器等无线

通信元器件的研发和量产工作。他于 2016 年 1 月全职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任助理教授、研究员。 

招聘信息 

Professor Baile Chen’s research group is seeking a research associate in the areas 

of optoelectronics semiconductor devic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work 

independently on novel projects involving the design, process, characterization of 

optoelectronics device.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laboratory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job. 

 

The position is available immediately for two year, with extension as an option based 

on productivity and funding. The position will report to Dr Bail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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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s of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position: 

A 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optics, nanoscience, or materials science.  

The applicant show have a good command of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and is 

expected to demonstrate creativity. The applicant who have solid experience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research areas are especially welcome. 

High speed III-V semiconductor photodiodes and laser diodes area. 

Nano-photonics, meta-materials or meta-surface area (with either theoretical or 

experimental background ) 

 

III-V semiconductor growth with strong MBE experience 

 

Qualifications of Research assistant position: 

(1)A master degree or bachelor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hysics, or 

materials science. 

(2)Good skills in LABVIEW programming for device test automation such as I-V, C-V, 

bandwidth test . 

(3)Basic knowledge of semiconductor device fabrication and device characterization 

is highly desirable. 

(4)Ability to work with PI on equipment procurement and maintenance, ordering of 

supplies and maintaining records on lab safety and compliance. 

(5)Good writte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pplication: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resume (including 

completing list of publication and two references that we can contact) and research 

statement (describing your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main research results, 

research plan) to Professor. Baile Chen (email: chenbl@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825 (for Postdoctoral fellow position) 

or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347 (for research assistant position). 

 

 

  

mailto:chenbl@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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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旻帆研究组（先进电能变换实验室）招聘博士后和研究助理各 1 名 

 

 

Prof. Minfan Fu / 傅旻帆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4455 

Email ：fumf@@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2-202C 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无线电能传输：谐振拓扑的开发与应用，多线圈系统耦合机理，系统建模与参数优化，能量

流控制与最优效率追踪。 

电力电子：高频能量变化，高频磁集成及其优化设计，宽禁带半导体功率器件的应用。 

 

个人简历 

    傅旻帆博士分别于 2010 年，2013 年及 2016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取得本科，

硕士及博士学位。他于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电力电子中心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合作导师为李泽元教授（中美工程院院士, IEEE life Fellow）。他于 2018

年 3 月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担任助理教授，研究员，博导。他目前从事无

线电能传输及电力电子相关研究，在 IEEE Trans. Power Electronics, IEEE Trans. Ind. Electronics, 

IEEE Trans. Ind. Informa., IEEE Trans. Micro. Theory Tech.等国际顶级期刊和会议上累计发表 30

篇论文。他为中国中车开发了新一代基于氮化镓器件的 DCDC 功率模块，该模块在峰值效率

（96%）及功率密度（195 瓦每立方英寸）上都远超目前市面最好的产品（SynQor: 91%，80

瓦每立方英寸），预估年产值为 2000 万人民币。 

招聘信息 

岗位一：博士后 

Dr. Minfan Fu and his research group (AEPCL) at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are seeking 

for highly motivat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candidates in board areas of power 

electronics and power engineer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wide bandgap power devices, high-frequency power converters, magnetic 

design and integration, and etc. We invite highly motivated individuals to work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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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in those exciting research areas. You can check Dr. Fu’s group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www.minfanfu.icoc.cc/ 

 

Responsibilities: 

1.Conduct independent research; 

2.Write and publish top journal/conference papers; 

3.Assist PI in building the lab and supervising graduate students; 

4.Assist PI in writing grant proposals. 

 

Qualifications:  

(1) 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ith emphasis on power electronics or related 

areas.   

(2) Good publication recor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3) Fluent in English and technical writing.  

(4)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apability of coaching graduate students.  

(5) No more than 35 years old. 

(6) The candidate with following experiences will be considered with priority: 

research fund application, hands-on experiences on design and testing of power 

circuit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or magnetic components, and embedded system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cover letter, CV, 

copies of two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two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fumf@shanghaitech.edu.cn and ShanghaiTech recruitment website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b.asp?id=841 

 

岗位二：研究助理 

    傅旻帆教授研究组（先进电能变换实验室）诚聘研究助理 1名。聘用人员将从事高频电

力电子领域的前沿研究，汇报对象为研究组 PI。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无线电能传输，

高频功率变换，磁集成优化设计，及宽禁带半导体功率器件的应用等。详细信息可访问实验

室官网：http://www.minfanfu.icoc.cc/  

 

一、主要职责： 

  1、参与实验室课题研究，有能力者鼓励开展独立科研； 

  2、协助 PI管理实验室； 

  3、硬件电路的设计、调试、测试； 

  4、配合课题组需求撰写经费申请书等科研文档。 

http://www.minfanfu.icoc.cc/
mailto:fumf@shanghaitech.edu.cn
http://www.minfanfu.ico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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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聘条件： 

  1、获得或即将获得电气工程，电子工程、自动化或相关专业的学士或硕士学位 

  2、有丰富的电路设计经验和过硬的软硬件动手能力 

  3、具备良好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有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 

  5、有以下经验者优先考虑：论文发表，功率变换器开发，嵌入式编程等 

   

三、申请方式 

  请应聘者通过上海科技大学人才招聘系统（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提交

应聘申请，请填写完整应聘材料。应聘流程为：注册、填写并提交基本信息、应聘选择岗位。

应聘者请同时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fumf@shanghaitech.edu.cn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fumf@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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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飞研究组招聘博士后、研究助理各 1 名 

 

 

Prof. Fei Gao / 高飞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379 

Email ：gaofei@@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D-301A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混合模态成像（光声，热声，磁声成像） 

生物医学传感与成像系统 

医学人工智能成像算法 

 

个人简历 

    高飞于 2009 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士学位，并于 2015 年获得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他于 2017 年 1 月全职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担任助理

教授、博导。他在博士期间获得新加坡政府集成电路奖学金，以及中国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

奖学金（2014）。他的博士论文获 2016 年 Springer Thesis Award。他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5-2016）。他已在 Scientific Reports, 

Adv. Func. Mat., Nano Energy, Small, Nanoscale, Photoacoustics, APL, OL, OE, IEEE TBME, IEEE 

TMI, IEEE JSTQE, IEEE Sensors Journal, IEEE Sensors Letters 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 30 多篇期刊论

文。他入选 2017 年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涵盖了多个学科的交叉与

融合，包括混合成像机理研究，重大医疗问题探索，以及医疗器械电路，系统与算法设计。

他的博士研究成果已申请四项专利，并获得工业界关注。 

招聘信息 

    高飞教授研究组简介：高飞于 2009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士学位，并于 2015

年获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他于 2017年 1月全职加入上海科技

大学信息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博导。他在博士期间获得新加坡政府集成电路奖学金，以及中

国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2014）。他的博士论文获 2016年 Springer Thesis Award。

他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15-2016）。他已在 Scientific Reports, Adv. Func. Mat., Nano Energy,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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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scale, Photoacoustics, APL, OL, OE, IEEE TBME, IEEE TMI, IEEE JSTQE, IEEE Sensors 

Journal, IEEE Sensors Letters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 30多篇期刊论文。他入选 2017 年上

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他领导的混合成像系统实验室致力于多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包括混合成像机理研究，重大医疗问题探索，以及医疗器械电路，系统与算法设计。 

高飞教授个人主页：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cn/StaffDetail.asp?id=412  

混合成像系统实验室主页：http://fgao16.wixsite.com/shanghaitech-gaofei 

 

招聘岗位一：博士后 

   主要职责： 

  1）独立进行课题研究； 

  2）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3）协助 PI管理实验室，参与实验室常规性的管理工作； 

  4）负责与医疗器械，医学成像系统相关的研究与开发，包括硬件、算法设计。 

   

   招聘条件： 

  1）具有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自动化，计算机，光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 

  2）发表过高水平科研论文 

  3）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4）具有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 

  5）熟悉硬件电路的设计、调试和测试；或者熟悉相关编程语言（C, MATLAB, Python）

和图像处理算法。 

  6）身心健康，责任心强。 

 

招聘岗位二：研究助理 

  主要职责： 

  1）参与实验室课题研究； 

  2）负责硬件电路的设计、调试、测试; 或者熟悉相关编程语言（MATLAB, Python）和图

像处理算法； 

  3）负责实验室部分科研设备的维护管理工作； 

  4）协助 PI管理实验室，参与实验室常规性的管理工作。   

   

    招聘条件： 

  1）具有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光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相关专业硕士

学位或即将获得硕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 

  2）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3）具有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 

  4）熟悉硬件电路的设计、调试和测试；或者熟悉相关编程语言（MATLAB, Python）和图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cn/StaffDetail.asp?id=412
http://fgao16.wixsite.com/shanghaitech-gaofei


54 
 

像处理算法。 

  5）身心健康，责任心强。 

 

三、申请方式 

    请应聘者通过上海科技大学人才招聘系统（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提交

应聘申请，请填写完整应聘材料。应聘流程为：注册、填写并提交基本信息、应聘选择岗位。

应聘者请同时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 gaofei@shanghaitech.edu.cn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gaofei@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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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煦丰研究组招聘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1 名 

 

 

    Prof. Xufeng Kou / 寇煦丰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386 

    Email ：kouxf@@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信息学院 1D-401B 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微纳电子器件与电路设计 

自旋电子学 

拓扑量子体系应用 

个人简历 

      寇煦丰 2009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信息学院（光电系）及竺可桢学院混合班，并获得竺可

桢学院特优毕业生荣誉。后于 2009 年至 2015 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子工程系深

造，师从 Raytheon 讲座教授 Kang L. Wang，获得微电子器件方向硕士及博士学位, 之后于

2016 年 2 月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任助理教授、研究员。寇煦丰博士至今

共发表了 47 篇论文，并且大部分见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如 Nature Materials (2), Nature 

Nanotechnology (2), Nature Communications (2),Phys. Rev. Lett. (2), Nano Lett. (8), J. Amer. 

Chem. Soc. (1), Proc. Natl.Acad. Sci. (1), Proc. IEEE（1），总引用 1900 余次，H 因子为 24。此外，

他还获得了 2012年度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 Innovationfellowship奖学金, 2013年度国家优

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以及 2015 年度 UCLA 电子工程系杰出毕业论文奖学金。 

招聘信息 

Professor Xufeng Kou’s research group is seeking a research associate in the areas 

of semiconductor/spintronics physics and devic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work 

independently on novel projects including: (1) MBE growth of novel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2) Exploration of emerging physics on electron/spin/magnetism; (3) 

Design of low-power, high-speed, non-volatile devices. In addition,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laboratory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job. 

The position is available immediately for one year, with extension as an option based 

on productivity and funding. The position will report to Dr Xufeng 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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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s: 

A 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hysics, or materials science. Hands-on, in-depth 

experience with semiconductor physics, device fabrication and device 

characterization is required. We are especially seeking candidates with rich 

experience of MBE growth and/or low-temperature /high-field measurement.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III-V high-speed device and spintronic (e.g spin-orbit coupling, 

spin Hall effect, STT-RAM) will be a huge plus. Hands-on experience with integrated 

circuit is also highly desirable. 

 

Application: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resume, research 

statement (describing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career plan), copies of two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two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Dr. Xufeng Kou 

(email: kouxf@shanghaitech.edu.cn). We provide very competitive salary and 

benefits for this post. 

 

 

  

mailto:kouxf@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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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俊睿研究组招聘助理研究员或博士后 1名、研究助理 1名 

 

 

Prof. Junrui Liang / 梁俊睿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268 

Email ：liangjr@@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D-301D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电力电子与物联网(IoT)电能解决方案 

电源管理集成电路(PMIC) 

动能收集技术与振动控制 

机电一体化与机电能量转换 

嵌入式系统与人因物联网(IoT)解决方案 

个人简历 

    梁俊睿博士获上海交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士与硕士学位。2010 年获香港中文大学

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博士学位。自 2013 年 11 月起，他在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担

任助理教授和机电与能量转换实验室负责人。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将阻抗建模和分析（通

常仅用于线性系统）的方法扩展到某些非线性功率转换系统中，例如 E 类功率放大器和压电

能量收集系统。他还为机电耦合动能收集系统开发了数个创新的电路解决方案。他近期的研

究兴趣包括：物联网设备的电源解决方案，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动能收集技术和振动控制，

机电一体化和机电能量转换，嵌入式系统和人因物联网解决方案等。自 2008 年以来，梁博

士在国际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 40 多篇同行评审的技术论文。他曾获得四项研究奖项，

包括 2008 年自适应结构技术国际会议最佳学生贡献奖，2009 年 IEEE 国际信息与自动化国际

会议自动化最佳论文奖，2010 年 IEEE 信息与自动化国际会议最佳信息论文奖，和香港中文

大学 2010 年研究生研究成果奖。梁博士是 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ASME（美国机

械工程师学会）和 CPSS（中国电源学会）的会员。他目前担任 SCI 索引期刊 IET Circuits，Devices 

& Systems 的副主编。他还是 SPIE（国际光学工程学会）智能结构与无损检测会议程序委员

会委员，IEEE 电路与系统分会电力和能源电路与系统技术委员会委员，以及 ASME 航空航天

学部 自适应结构和材料系统分部能源收集技术委员会委员。 

招聘信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机电与能量转换实验室”主要从事电路理论、环境动能收集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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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电源解决方案的研究。有关实验室和研究组的具体信息可查阅实验室网页:  

http://metal.shanghaitech.edu.cn。现诚邀对以下方向有兴趣的优秀人才加盟本研究组： 

  •功率管理集成电路设计（涉及电力电子，功率管理集成电路设计） 

  •人因物联网解决方案（涉及嵌入式系统，机器学习） 

  •机电耦合功率转换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涉及结构力学，电力电子建模分析） 

 

  助理研究员岗 

  主要职责： 

  1.独立提出和开展课题研究，并指导究生和技术员进行科研工作 

  2.独立或协助团队申请科研经费撰写英文科学专题报告和出版物 

  3.协助课题组主持科研团队的日常管理 

  招聘条件： 

  1.拥有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或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以及博士毕业两年以上的相关科研

工作经验 

  2.具有较好的英语沟通与写作能力，扎实的学术训练基础 

  3.很强的独立思考、工作能力、进取心和良好的敬业精神 

   

  博士后岗 

  主要职责： 

  1.独立提出和开展课题研究； 

  2.独立或参与撰写英文科学专题报告和出版物 

  3.协助撰写经费申请书等科研文档 

  4.协助课题组进行课题组的日常管理 

  招聘条件： 

  1.获得或即将获得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或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 

  2.在相关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或期刊发表过论文 

  3.具备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 

  4.具备良好的英文写作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 

 

  研究助理岗 

  主要职责： 

  1.协助老师开展课题研究 

  2.在工程上为同学们提供支撑，协助其完成相关软硬件设计 

  3.配合课题组需求撰写经费申请书等科研文档 

  4.协助课题组进行课题组的日常管理； 

  招聘条件： 

  1.获得或即将获得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或相关专业的学士或硕士学位 

  2.有丰富的电路设计经验和过硬的软硬件动手能力 

http://metal.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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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具备良好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申请方式：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提交应聘申请。或直

接联系梁俊睿老师 liangjr@shanghaitech.edu.cn。 

简历：包括学习工作经历、主要研究工作内容、代表论文论著清单、两

篇代表著作、获得的奖励情况。应聘者请附加研究兴趣简要说明。 

 

 

 

The Mechatronic Energy Transformation Laboratory (METAL)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topics of circuit theory, ambient kinetic energy harvesting, and power solutions 

for Internet of Things (Io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ETAL can be referred 

to http://metal.shanghaitech.edu.cn.Currently METAL invited highly motivated 

candidates to apply for jobs in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related knowledge includes: power 

electronics, IC design) 

•Human factored IoT solutions (related knowledge includes: embedded system, machine 

learning) 

•Analysis and design of electromechanically coupled energy conversion systems 

(related knowledge: structural dynamics, power electronics) 

 

The opening positions include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Qualifications: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electronic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related areas, and at least two years research experience in the related area 

afterwards. 

Good publication recor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Candidates 

with research fund applying experience will be considered with priority.  

Good hands-on experiences on design and testing of power circuits and/or 

mechatronic system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apability to co-supervise graduate students. 

Fluent in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Postdoctoral Fellow 

Qualifications: 

  PhD degree or going to get the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electronic engineering,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liangjr@shanghaitech.edu.cn
http://metal.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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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related areas,within 35 years old. 

Good publication recor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Good hands-on experiences on design and testing of power circuits and/or 

mechatronic system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willing to help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Fluent in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cover letter, a CV 

including copies of 2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2 reference letters 

to: liangjr@shanghaitech.edu.cn. We provide competitive salary and benefits for 

this post. The position will be open until filled. 

 

 

 

  

mailto:liangjr@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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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研究组（电力系统保护与自动化实验室）招聘博士后和研究助理各 1 名 

 

Prof. Yu Liu / 刘宇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358 

Email ：liuyu@@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2-202G 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电力系统/微电网继电保护与故障定位 

电力系统状态/参数估计 

电力系统网络安全 

个人简历 

      刘宇 2011 年获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士学位。2012 年于佐治亚理工学院电

力系统控制与自动化实验室担任访问学者。2013 年获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硕士学位，

同时获美国佐治亚理工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2017 年获美国佐治亚理工电气工程博

士学位。他曾获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佐治亚理工 stellar 奖学金以及 2015 夏季 PSERC IAB 

Meeting Best Poster Award（最佳海报奖）。2017 年 7 月刘博士全职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任助理教授、研究员。 

招聘信息 

岗位一：博士后 

刘宇教授研究组（电力系统保护与自动化实验室）诚聘博士后 1名。聘用人员将从事电力系

统/微网的保护、故障定位、控制与优化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汇报对象为研究组 PI。刘宇组

的其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电力系统状态/参数估计以及电力系统网络安全等。刘宇教授主页

链接为：http://pspal.shanghaitech.edu.cn/ 

 

  一、主要职责： 

  1、独立从事课题研究； 

  2、撰写并发表顶级期刊/会议研究论文； 

  3、协助 PI组建实验室和培养研究生； 

  4、协助经费申报及管理。 

 

http://pspal.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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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招聘条件： 

  1、拥有或即将获得电气工程、电力系统、电力电子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拥有电力系统

/微电网保护、故障定位、控制或优化等相关经验者优先； 

  2、在本领域的知名期刊发表过高质量研究论文； 

  3、具有良好的英文口头表达和写作能力； 

  4、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5、年龄不超过 35周岁。 

 

  三、申请方式： 

    感兴趣者请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刘老师邮箱：liuyu@shanghaitech.edu.cn。 

 

  Professor Yu Liu’s research group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and Automation 

Laboratory, PSPAL) is seeking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the area of power 

system/microgrid protection, fault locating,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The position 

is available immediately and will report to Prof. Yu Liu directly. Other research 

interests of the group include power system state/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power 

system cyber security.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of. Yu Liu can be found from the 

website:http://pspal.shanghaitech.edu.cn/ 

 

  Main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Conduct independent research; 

  2.Write and publish top journal/conference articles; 

  3.Assist PI in building the lab and supervising graduate students; 

  4.Assist PI in writing grant proposals. 

 

  Qualifications: 

  1.A PhD degree in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power system, power electronics 

or related areas; experiences in power system/microgrid protection, fault locating, 

control or optimization would be a plus; 

  2.Good publication record in major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3.Fluency in written and oral English; 

  4.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team work spirit. 

  5.No more than 35 years old. 

 

  This post offers a highly competitive salary and benefit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pplications to liuyu@shanghaitech.edu.cn 

 

岗位二:研究助理 

mailto:liuyu@shanghaitech.edu.cn
http://pspal.shanghaitech.edu.cn/
mailto:liuyu@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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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 

  1、参与从事课题研究； 

  2、协助 PI管理实验室，参与实验室常规性的管理工作； 

  3、负责软硬件平台的设计、调试和测试； 

  4、负责实验室部分科研设备的维护管理工作。 

 

招聘条件： 

  1、具有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硕士学位或即将获得硕士学位的

应届毕业生； 

  2、在本领域期刊发表过研究论文； 

  3、熟悉软硬件平台的设计、调试和测试； 

  4、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 

  6、身心健康，责任心强。 

 

申请方式 

  请应聘者通过人才招聘系统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提交应聘申请，请同

时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liuyu@shanghaitech.edu.cn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liuyu@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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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鑫研究组（VLSI 信号处理实验室）招聘助理研究员或博士后 1 名 

 

Prof. Xin Lou / 娄鑫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375 

Email ：louxin@@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D-301E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数字信号处理电路与系统 

计算机视觉电路与系统 

数字图像处理电路与系统 

加解密电路与系统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个人简历 

娄鑫博士 2010 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信息技术及仪器系，随后赴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Royal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TH, Sweden）学习并于 2012 年获得片上系统设计硕士学位。

之后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Singapore）继续深造，

并于 2016 年获得电器与电子工程博士学位。随后加入南洋理工大学 VIRTUS 集成电路设计中

心担任研究科学家。他于 2017 年 3 月全职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任助理

教授、研究员。 

招聘信息 

  娄鑫教授研究组简介：娄鑫博士为 IEEE会员，迄今为止在 IEEE TCAS-I, TCAS-II, TCAD

以及 ISCAS等电路与系统领域国际顶级发表论文十余篇, 同时担任 TCAS-I，TCAS-II, 

TVLSI, TCASVT等多个领域内顶级期刊的长期评委。娄鑫研究组的研究方向包括低功耗数字

信号处理电路与系统，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等。研究组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现招聘助理研究

员或博士后 1名、研究助理 1名，汇报对象为研究组 PI。 

 

一、招聘岗位 

  助理研究员或博士后 1名 

  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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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独立从事课题研究； 

  2.撰写并发表顶级期刊/会议研究论文； 

  3.协助 PI组建实验室和培养研究生； 

  4.协助经费申报及管理。 

  招聘条件： 

  1.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集成电路设计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或即将

获得博士学位 

  2.在相关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或期刊发表过论文 

  3.具备独立完成一个科研项目的能力 

  4.富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5.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6.具有良好的英文口头表达和读写能力 

 

二、申请方式 

  1.请应聘者通过上海科技大学人才招聘系统（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提

交应聘申请，请填写完整应聘材料。应聘流程为：注册、填写并提交基本信息、应聘选择岗

位。应聘者请同时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louxin@shanghaitech.edu.cn 

  2.对初审通过者，将另行通知面试时间。 

  3.招满即止。 

 

 

 

  

mailto:louxin@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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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研究组招聘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各 1 名 

 

Prof. Cheng Wang / 王成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263 

Email ：wangcheng1@@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D-401E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半导体光电子 

新型半导体激光器 

非线性激光动力学 

光纤通信、光谱检测、激光雷达 

个人简历 

王成博士于 2015年 6 月在法国雷恩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INSA-Rennes)获得光电子物理学博士

学位。博士期间两年分别在法国巴黎高等电信学院 (Télécom ParisTech) 、德国柏林工业大

学和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交流访问。2015 年 10 月加入香港城市大学从事博士后 (Senior 

Research Assistant) 研究工作。2016 年 4 月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任助理教

授。王博士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新型量子结构半导体激光器(量子点激光器、量子级联激光

器、硅基激光器等)的物理建模和实验表征，光注入和光反馈技术控制下的非线性激光动力

学，以及其在光纤通信、光谱检测和激光雷达领域的应用。 

招聘信息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王成研究组（半导体光电子与动力学实验室）的研

究方向有: (a) 新型半导体激光器的建模和表征；(b) 近红外量子点激光器在光互连和接入

网领域的应用；(c) 中红外量子级联/带间级联激光器在气体光谱检测领域的应用；现因科

研工作需要，诚聘研究人员 2名，可选择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二个岗位，汇报对象为研究组

PI。 

  

一、岗位职责 

（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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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立提出和开展课题研究，并指导研究生和技术人员进行科研工作； 

2.独立或协助团队申请科研经费，撰写研究论文； 

3.协助课题组进行科研团队的日常管理。 

（二）博士后 

1.独立从事课题研究； 

2.独立或参与撰写研究论文； 

3.协助 PI组建实验室和培养研究生； 

4.协助项目申请及课题组日常管理。 

  

二、招聘条件 

（一）助理研究员 

1. 拥有光电子、物理电子、光学工程、光通信、电子工程、物理或相关专业的博士学

位，以及博士毕业两年及两年以上的相关科研工作经验； 

2.在相关领域的知名期刊发表过论文； 

3.具备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 

4.具有较好的英语沟通与写作能力，扎实的学术训练基础； 

5.很强的独立思考、工作能力、进取心和良好的敬业精神。 

（二）博士后 

1.获得或即将获得光电子、物理电子、光学工程、光通信、电子工程、物理或相关专

业的博士学位，35周岁以内； 

2.在相关领域的知名期刊发表过论文； 

3.具备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 

4.具备良好的英文写作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 

  

三、申请方式 

1.请应聘者通过上海科技大学人才招聘系统（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提交应聘申请，请填写完整应聘材料。应聘流程为：注册、填写并提交基本信息、应聘选择

岗位。应聘者请同时将简历等相关材料发送至:wangcheng1@shanghaitech.edu.cn   

王成博士个人主页：http://shanghaitech-sist-chengwang.myfreesites.net/ 

 

Postdoc position in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semiconductor 

lasers 

 

Position description 

The postdoc position aims to study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d 

quantum-structure based semiconductor laser,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ir 

applications in access optical networks, data centers, gas spectroscopies, and Lidar 

systems. The candidate can choose to investigate near-infrared quantum dot lasers,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
mailto:wangcheng1@shanghaitech.edu.cn
http://shanghaitech-sist-chengwang.myfreesit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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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nfrared quantum cascade lasers, or interband cascade lasers, depending on 

his/her interests and experiences. 

Relevant skills 

Candidates with strong backgrounds in Optoelectronics, Physics,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re invited to apply. Relevant skills include an excellent understanding 

of semiconductor optoelectronic device physics, fiber-optic communications, gas 

spectroscopies, and Lidar systems. Previous experience in any of these areas will 

be considered assets for the project. 

Interested candidates 

We have two position openings. Please submit your resume and publication list by 

email Dr. Cheng Wang (wangcheng1@shanghaitech.edu.cn), and 

to sist@shanghaitech.edu.cn.  This search will remain open until all positions 

are filled. 

About the Research Group 

The Semiconductor Optoelectronics and Dynamics Group, led by Dr. Cheng Wang, focus 

on modeling, character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advanced quantum-structure based 

semiconductor lasers,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s in access optical networks, in 

gas spectroscopies, and in Lidar systems. Detailed information refers 

to: http://shanghaitech-sist-chengwang.myfreesites.net/ 

 

 

  

mailto:wangcheng1@shanghaitech.edu.cn
mailto:sist@shanghaitech.edu.cn
http://shanghaitech-sist-chengwang.myfreesit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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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宇研究组招聘研究助理 1 名 

 

 

Prof. Haoyu Wang / 王浩宇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082 

Email ：wanghy@@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D-301C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电力电子 

插电式电动车 

可再生能源 

电源管理集成电路 

个人简历 

      王浩宇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气学院应电系及竺可桢学院混合班，并获得竺可桢特优

荣誉。后赴美国马里兰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深造，获得电气工程专业硕士及博士学位。

他于 2014 年 9 月全职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任助理教授（终身教授序列）。

他曾获得浙江大学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荣誉及马里兰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杰出毕业论

文奖学金。 

      王博士目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电力电子、下一代插电式电动车、宽带隙功率半导

体器件的应用、可再生能源和电源管理集成电路等。 

招聘信息 

Assistant Professor Haoyu Wang’s research group is seeking a research assistant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ost doc and students in the 

laboratory. Current projects focus in the areas of the application of power 

electronics in transportation electrification and renewable energies systems. 

Maintaining laboratory facilities and participating in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job.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of. 

Wang can be found from the website: http://pearl.shanghaitech.edu.cn/ 

 

The position is available immediately for one year, with extension as an option based 

http://pearl.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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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ductivity and funding. The position will report to Prof. Wang directly. 

 

Qualifications: 

(1)A bachelor degree in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Automation, Control,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2)Good skills in embedded system (MCU, DSP, and ARM) development. 

(3)Basic knowledge of power converters simulation, model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testing is highly desirable. 

(4)Ability to work with PI on equipment procurement and maintenance, ordering of 

supplies and maintaining records on lab safety and compliance. 

(5)Good written and reading skills in English. 

 

Application: 

Please submit the application to sist AT shanghaitech.edu.cn, cc to wanghy AT 

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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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研究组 (电磁学和声学成像实验室) 招聘助理研究或博士后 1 名 

 

 

Prof. Xiong Wang / 王雄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264  

Email ：wangxiong@@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D-301B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微波毫米波成像，热声成像，光学成像 

癌症检测与治疗，安全检测 

天线设计 

结构光波及电磁波 

无线通信，光通信 

个人简历 

王雄 2014 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2009 年在美国克莱姆森大学获得

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他将于 2015 年 6 月作为助理教授、研究员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院。他在 2013 年获得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天线与传播分会的 2012-2013 年度

博士研究奖。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乳腺癌的热声成像检测，乳腺癌的微波热治疗，压缩感知，

电磁波对人体和生物组织的影响，无线通信天线设计等。 

招聘信息 

Assistant Professor Xiong Wang and his EMAIL (ElectroMagnetic and Acoustic Imaging 

Laboratory) research group at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are seeking for highly 

motivat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candidates in 

the areas of electromagnetics and optics, including electromagnetic/optical 

modeling, imaging algorithm, image processing, and related experimental system 

construction, etc. We invite highly motivated individuals to work with us in those 

exciting research areas. 

 

Qualifications: 

(1) Ph.D. in electromagnetics, optics, microwave, antenna, acoustics or closely 

relate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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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od publication record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3)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4) Good English technical writing. 

 

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please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cover letter, CV, copies of 

two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two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wangxiong@shanghaitech.edu.cn. 
 

 

  

mailto:wangxiong@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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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涛研究组（MEMS 和微加工领域）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Tao Wu / 吴涛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357 

Email ：wutao@@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2-202D 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多铁态功能材料及传感器件 

微纳机电系统 

微纳加工与先进半导体制造工艺 

个人简历 

    吴涛，上海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研究员、博导。 2007 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2011 年

12 月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吴博士致力于多铁态信息功能材料和微纳器件

加工的研究，原创性地发现了（011）PMN-PT 铁电材料的可逆可调应变迟滞效应，并研发

出了多种基于磁电效应的可调控器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原创性科研成果；毕业后曾供职于

英特尔两年多，主要负责 14/22 纳米先进制程下利用原子层沉积工艺 ALD 调节晶体管阈值电

压以及前端工艺集成；之后有幸受邀以博士后研究员身份加入微机电系统（MEMS）领域鼻

祖之一的美国工程院院士 Roger T. Howe 研究组，负责领导由 GoogleATAP 资助的微型曲面单

球体图像传感器微系统的研发，并成功研发出可以将硅基感光元件材料进行曲面化塑性的微

纳加工工艺；随后在美国东北大学负责领导由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 DARPA 资助的近

零功耗微纳器件和传感系统的研发。截止 2017 年 8 月，已在包括 Nature Microsystems & 

Nanoengineering， ACS Nano， Applied Physics Letter，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PhysicalReview 

Letter，Journal of Micromechanics andMicroengineering 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9

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 16 篇），总引用次数超过 1000 次，H 因子为 16。同时多次受邀参加

各种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长期受邀担任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Journalof Applied 

Physics， Journal of Micromechanics andMicroengineering 等多种国际知名期刊的审稿人，拥

有 2 项美国发明专利。 

招聘信息 

吴博士的研究方向包括多铁态功能材料与传感器件，压电微纳机电系统，微纳加工与先

进半导体制造工艺。研究方向涉及到多学科交叉，欢迎电信、电气、机电、微电子、物理、

材料、化学等专业学生报考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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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t Professor Tao Wu's research group (SMALL) is seeking self-motivated 

postdoctoral fellow to work in the areas of ferroelectric and ferromagnetic 

materials based MEMS transducers and microsystem, with emphasis on applications in 

piezoelectric MEMS and novel multiferroic sensors.  Other research interests of 

the group include the design of RF MEMS components, energy efficient MEMS devices 

and novel microfabrication techniques.  We invite highly motivated Ph.D. graduates 

to work with us in these exciting areas.  There are currently a position availabl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r. Tao Wu and his group is available at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StaffDetail.asp?id=407 

http://small.shanghaitech.edu.cn/ 

 

Qualifications 

1.Ph.D. degree in Engineering, Physics or related areas, within 35 years old. 

2.Strong publication record in micro-/nano-scale fabrication, MEMS, ferroelectric 

and ferromagnetic materials.   

3.Strong hand-on experience on micro-/nano-scale fabrication and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s. 

4.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bility to mentor graduate students. 

5.Fluency in written and oral English.   

 

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CV, research statement 

(describing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plan), copie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wutao@shanghaitech.edu.cn 

 

 

  吴涛研究组（微系统与先进传感器实验室）现招聘博士后 1名，汇报对象为研究组 PI。

研究组网页：http://small.shanghaitech.edu.cn/ 

 

  吴涛研究组的研究方向有: 

  (a) 新型压电材料加工工艺与表征技术，包括：高机电耦合系数的氮化铝 AlN薄膜加工

工艺，表征与建模； 

  (b) 新型磁电材料加工工艺与表征技术，包括：高磁致伸缩系数的铁磁材料薄膜加工工

艺，表征与建模；精密磁电测量，如材料的磁性参数测量，材料电参数测量，交直流磁场测

量等。 

  (c) 新型传感器, 例如：基于 AlN氮化铝谐振器的传感器，基于多铁态材料耦合效应的

传感器等； 

 

http://small.shanghaitech.edu.cn/
mailto:wutao@shanghaitech.edu.cn
http://small.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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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岗位职责： 

  1）独立从事课题研究； 

  2）撰写并发表研究论文； 

  3）协助 PI组建实验室和培养研究生； 

  4）负责实验室的常规技术工作。 

 

  二、应聘要求： 

  1）微电子、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机电工程、精密仪器、自动化、物理或材料等

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35周岁以内； 

  2）在相关领域的知名期刊发表过研究论文，有微纳加工经验优先； 

  3）富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4）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良好的英文口头表达和读写能力； 

  6）身心健康，责任心强。  

 

  三、申请方式 

  1.请应聘者请发送个人简历、研究内容（研究经历和研究计划）、三封专家推荐信和三

篇代表性论文至邮箱 wutao@shanghaitech.edu.cn  

 

 

 

 

  

mailto:wutao@shanghai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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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强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 名 

 

Prof. Pingqiang Zhou / 周平强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 话：(021) 20685084 

Email ：zhoupq@@shanghaitech.edu.cn 

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 393 号信息学院 1D-401D 室 

专业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领域 

集成电路与系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计算机系统架构 

机器学习 

个人简历 

    周平强博士 2007 年获得（北京）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硕士学位，2012 年获得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电气工程的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周博士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任助理教授、研究员。他曾于 2011 年在纽约 IBM T. 

J. Watson 研究中心实习，并于 2015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 

 

    他曾获得清华大学优秀硕士论文奖以及明尼苏达大学博士论文奖学金。他在多核处理器

的集成电压转换器上的创新性研究获得 2011 年国际定制集成电路会议（ IEEE Custom 

Integrated Circuit Conference）的优秀学生论文奖学金；在三维多核处理器的通信网络上的研

究成果获得亚太地区设计自动化会议（Asia/South Pacific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的

最佳论文提名。” 周博士目前是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EDA）领域多个顶级期刊（如 TCAD、

TVLSI 和 TODAES 等）的审稿人，同时担任 EDA 领域顶级会议 DAC、ICCAD 和 ASP-DAC 的程

序委员会成员。 

招聘信息 

Assistant Professor Pingqiang Zhou’s research group is seeking two highly motivat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 or research-track professors wihch will report to PI 

for group to work on the following research projects: 

1) Spintronics-based computing and memory systems, a joint work with another SIST 

faculty, Prof. Xu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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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u,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StaffDetail.asp?id=381. 

2) Optical-electrical hybrid on-chip Communication network, a joint work with another 

two SIST faculties, Prof. Baile 

Chen,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StaffDetail.asp?id=332, and Prof. Chen 

Wang,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StaffDetail.asp?id=368. 

These two projects are generously funded by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and Shanghai local government. 

 

Qualifications: 

1)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or related areas. 

2) Strong publication record in device/VLSI design/CAD/architecture, or related 

areas. 

3)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on spintronics or optics will be given special 

consideration. 

4)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apability of supervising research students. 

5) Fluent in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Applications: 

Qualified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ll in English) a cover letter, a CV, 

copies of at least 3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zhoupq@shanghaitech.edu.cn.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StaffDetail.asp?id=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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