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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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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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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岗位 

招聘管理人员 1 名（全成本核算与

财务服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致力于聚集和

成就未来信息科学领域的学术大师，培

养和团结信息技术及相关应用领域的创

新人才和创业领袖，力争在信息科学与

技术的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和前沿性的

创新成果，实现新科学和新技术的快速

转化和产业化，孕育并服务于信息通信

领域的国际领军高科技企业。 现因工作

需要，招聘管理人员 1名。 

 

一、岗位职责 

1) 负责学院财务相关工作，包括与学校

财务部门对接工作，协调预算申报管理，

学院收支报表管理，学院经费使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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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成本核算等；  

2）学习并宣传财务相关制度，指导及协

助学院各研究组平台处理经费支付，预

审经费报销、定期出具经费分析报告，

根据领导指示调整系统授权，参加财务

处业务培训及工作轮岗。 

3）定期针对课题组的经费使用情况出具

分析报告，负责公共教学和公共科研平

台财务管理，收支核算，并出具公共平

台经费管理报告； 

4) 协助行政团队其他人员，任何时候能

够补位其他岗位，能够胜任信息学院内

部行政工作； 

 

二、招聘条件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财务、金融等相

关专业优先），年龄 40 周岁以下； 

2）熟练掌握财务业务能力，熟悉财务软

件及日常办公用软件的使用方法，较强

的英语表达及文字写作能力； 

3）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工作认真负责、

细致，原则性和责任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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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具有团队精神

和服务意识强； 

5）有财务、资产管理等相关工作经历者

优先。 

 

三、网址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

b.asp?id=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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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管理人员 1 名（外事宣传） 

  根据建设与发展需要，上海科技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现诚招学院管理人

员 1 名，主要负责外事宣传工作。本岗

位汇报对象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

长。 

 

一、岗位职责 

  1.负责学院的对外宣传工作（中英文

双语）工作； 

  （1）负责学院的宣传工作，如学院

宣传册、学术年报、宣传海报、宣传单

页、NEWSLETTER 的制作和发行、学院新

闻采编及审核等； 

  （2）负责学院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

博的维护及更新； 

  （3）配合招生、招聘和国际会议工

作的宣传文案设计； 

  （4）作为学院联系人与校办等部门

对接所有有关宣传方面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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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作为学院公共关系委员会秘书，

履行有关 PRC 所有职责； 

  （6）协助学院新网站的改版 

  （7）其他领导交待的有关宣传的事

务及相关财务工作。 

  2.负责国际学术交流与研讨合作，学

院的外事接待及师生出国（境）管理； 

  3.包括学院行政团队的补位和轮岗

工作。 

 

二、招聘条件 

  1.年龄 45岁以下； 

  2.学历本科以上，理工科背景优先； 

  3.有5年以上高校相关工作经验者优

先 

  4.有留学背景者和精通英语听说读

写能力者优先； 

  5.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6.具有优秀的文字功底、表达沟通及

外联公关能力，思路清晰，考虑问题全

面细致；具有报刊或文件编辑相关经历

者优先； 



9 
 

  7.工作积极主动，勇于在压力下承担

工作，具备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性格开朗，自律性强，有良好

的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三、网址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

b.asp?id=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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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岗位 
 

招聘机电能源与电子器件科研平

台招聘设备测试工程师 1 名 

     

    随着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机电能源

与电子器件科研平台的发展，需要增补 1

名设备测试工程师协助教授们的科研及

公共科研平台设备的管理等。诚挚邀请

优秀人才加盟，该岗位的汇报对象为平

台主任。 

 

平台简介： 

    在器件尺寸逐渐逼近物理极限

的今天，摩尔定律推进速度已大幅放缓，

新型器件的探索正成为集成电路技术创

新的主要焦点；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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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智能自动化系统等应用的迅猛发展，

推动着计算架构的深刻变革，新的处理

器架构研究迫在眉睫。面临着这些挑战

与机遇，上海科技大学后摩尔集成器件

与集成系统研究中心专注于从物理机

制、器件原型、电路设计以及系统架构

等领域为未来的集成电路发展提供全方

位的解决方案。中心目前由七位全职教

授和相关科研技术人员组成，研究领域

包括自旋电子学、半导体光电子学、多

铁态功能材料微纳传感器（MEMS）、智能

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EDA）、定制

化片上系统（SoC）、类脑神经网络芯片

等。 

 

一、岗位职责 

  1.负责安装与维护并且精通测试平

台各类设备，比如网络分析仪，低温探

针台，高频探针台，半导体参数分析仪，

误码仪，示波器，频谱仪，信号发生器，

光谱仪，激光器等大型实验仪器； 

  2.负责培训科研人员和学生使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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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平台中各类仪器； 

  3.负责采购和管理相关的设备和耗

材； 

  4.负责完善各个实验仪器的使用章

程和规范； 

  5.负责实验室和实验设备安全； 

  6.协助教授课题组完成科研需求。 

 

二、招聘条件 

  1.具有微电子，光电子，微波、通

信等相关领域的本科，硕士或博士学历； 

  2.具有丰富的器件测试或者高频测

试的经历（研究生在校科研经历也可

以）； 

  3.精通 Labview 程序编写，可能帮

助学生搭建自动化的测试平台，满足其

测试要求； 

  4.对半导体器件，光电子器件的工

作原理和测试有基本的了解； 

  5.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善于

沟通； 

  6.能够阅读相关专业的英语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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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 

 

三、网址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

b.asp?id=814 

 

 

招聘 IT 工程师 1 名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将投身国家高等教育改革

创新事业，立志成为一个拥有世界级科

研实验室和教授团队的顶级学术科研机

构。信息学院致力于营造一个开放、自

由、独立的学术氛围，支持和激励学院

每一位科研人员最大限度地将自身学术

潜能转化为令人瞩目的科研成就。信息

学院致力于成为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未

来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和产业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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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摇篮，现在根据建设与发展需要，

现诚招学院 IT工程师 1 名。 

 

一、岗位职责： 

（1）信息学院的整体 IT 支持，教学实

验室的辅助工作； 

（2）学院网站建设，架构和运维，信息

系统规划，协调和管理； 

（3）系统设计、开发、测试、验收和组

织，包括硬件、代码和数据库维护等环

节； 

（4）系统管理和数据安全，服务器搭建

以及相关软件平台。 

 

二、招聘条件： 

（1）精通网页开发技术以及数据库技

术；熟悉主流服务器管理及应用技术；

熟悉主流操作系统（Windows，Mac OS，

Linux，等）及应用软件 

（2）具有三年以上服务器集群架构、网

络设备管理、计算机系统管理工作经验，

对 IT 软硬件都深入了解；有知名 IT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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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大学、研究所等同类工作经验者优

先考虑； 

（3）熟悉常用编程环境配置（譬如

Matlab、Java、Visual Studio、Python

等）； 

（4）计算机专业背景，本科及以上学历； 

（5）具有很强学习能力，具有高度责任

心和工作原则性，有良好的大局观和服

务意识、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组织协

调能力； 

（6）性格开朗，身体健康。 

 

三、网址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

b.asp?i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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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公共科研平台招聘工程

师 1 名 

一、岗位职责 

1.负责并参与联合实验室展开深度学习

和计算机视觉相关科研项目的申请、过

程管理和技术研发； 

2.安装与维护联合实验室所需 GPU计算、

图像采集和数据存储等硬件设备，LINUX

系统和深度学习框架等软件环境； 

3.配合学校和学院教学任务，协助实验

室参与校院课程的学生指导、答疑以及

实验等环节； 

4.负责实验室经费的申请、答辩、验收，

设备与耗材的采购以及维护；  

5.协调上科大与旷视科技公司之间的信

息联络，科研项目的申请、运行、监督

以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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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聘条件 

1.具有计算机科学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学历，或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相关领

域科研经历； 

2.具有良好的编程能力：能够熟练使用

Python、C++、Matlab或其他语言编写计

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代码；或熟悉 LINUX

系统指令和 LINUX环境下的 C++程序的

GNU gcc及 g++工具链使用。 

3.能够阅读相关专业的英文文献，具有

一定的研究能力； 

4.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通

能力； 

5.具备较强的逻辑性思维，能够条理清

晰地完成科研和其他任务。 

 

三、网址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

b.asp?id=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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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教学平台招聘工程师 1 名 

根据建设与发展需要，上海科技大学信

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现诚招计算机教学支

撑工程师（超算）1名。 

 

一、岗位职责 

1.负责学院和学校新一代高性能计算和

存储集群的与设计，以及相关科研项目

的申请、过程管理和技术研发；  

2.承担《操作系统》I&II、《分布式计

算》实验课程设计与指导；协助其他计

算机教学任务，协助实验室参与校院课

程的学生指导、答疑以及实验等环节； 

3.与指导教授共同负责学生超算竞赛的

赛前培训、参赛及总结和超算团队团队

建设等工作； 

4.负责超算参赛及日常经费的申请、统

筹、验收，设备与耗材的采购以及维护，

与大赛赞助商的沟通和协调；  

5.协助安装与维护学院高性能计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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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GPU计算、图像处理和数据存储等硬

件设备，Linux 系统和并行计算、并行存

储框架等系统环境； 

 

二、招聘条件 

1.具有计算机科学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学历，或计算机并行与分布式系统结构

和高性能计算等相关领域科研经历； 

2.具有良好的编程能力：能够熟练使用

C、C++、Fortran 或其他语言编写 MPI

并行程序；熟悉 LINUX系统指令和 LINUX

环境下的C/C++程序的编译；或熟悉CUDA

编程及深度学习编程框架； 

3.能够阅读相关专业的英文文献，具有

一定的研究能力； 

4.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通

能力； 

5.具备较强的逻辑性思维，能够条理清

晰地完成科研和其他任务。 

 

三、网址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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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p?id=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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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计算机教学支撑工程师（硬

件）1 名 

    根据建设与发展需要，上海科技

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现诚招计算机

教学支撑工程师（硬件）1名。 

     

一、岗位职责 

1）负责计算机学科本科的硬件实验教学

工作，辅助计算机类硬件课程（计算机

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等课

程）实验和项目；指导本科生开展硬件

类课程设计与创新实验； 

2）负责信息学院服务器机房的服务器系

统建设与部署工作，协助学院 IT工程师

维护服务器机房的日常运维； 

3）负责学院的教学科研计算机的维护，

包括硬件维护、软件安装和软件升级；

管理学院软件的 license, 教学软件的

采购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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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学院所有计算机的使用情况，包

括账户管理和软件部署（特别是学院公

共教学实验室等软硬件运维）。 

 

二、招聘条件 

1）学历本科以上，计算机、信息、网络

专业或具备同等知识和技能；有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 

2）熟悉 windows、Linux 等常用操作系

统及维护；了解 Sqlserver，my sql 数

据库的维护； 

3）了解服务器硬件技术，如超微、DELL

等服务器； 

4）了解计算机网络，能够熟练操作核心

交换机、防火墙等设备； 

5）能够架构服务器性能监控系统，评估

系统的承载能力； 

6）熟悉网络架构，综合布线与组网，机

房建设和运维管理； 

7）熟悉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三、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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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

b.asp?id=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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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超净平台招聘镀膜工艺工程

师 1 名 

  上海科技大学公共超净平台是上海

科技大学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工程

之一，是学校开展半导体器件工艺及其

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要创新平台。本超净

室主要为 III-V族， III-Nitride, Si， 

Ge等无机半导体材料和相关新型器件提

供研究和制造平台。 

  公共超净平台的建设目的是为了促

进纳米科学技术、半导体技术、光电子

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发展，以及能源、信

息、材料、医疗、环境等领域多学科交

叉研究。通过 3-5年持续的发展和建设，

将逐步建立起条件优良，功能齐全，管

理规范，先进高效的优质资源公用系统

和共享机制，建设成适应于当前以及未

来器件工艺研发所需要的基础支撑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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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超净平台属于上科大公共科研

平台，委托信息学院筹建并先期管理。

根据科研工作需要，现诚聘镀膜工艺工

程师 1名。该职位目前向公共超净平台

负责人汇报工作。 

  

一、 岗位职责 

  1. 负责娴熟操作与使用超净室中包

含但不限于电子束蒸发、磁控溅射、热

蒸发、等离子增强沉积、原子层沉积、

原子力显微镜、椭圆偏振仪、化学通风

柜等实验设备、仪器及装置；  

  2. 负责完善与金属/介质膜沉积工

艺流程相关的工艺规范，研究工艺参数

与条件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趋势或规

律；  

  3. 负责设计制定金属/介质膜沉积

工艺优化方案、扩大工艺窗口、改善工

艺能力；对新进工艺工程师或工艺技术

员责任机台培训方案执行；  

  4. 负责实现并完成学校科研项目、

外协项目与金属/介质膜沉积工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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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艺流程；  

  5. 负责日常金属/介质膜沉积工艺

问题处理，完成分析报告并及时完成相

关文件；  

  6. 负责采购、保管和管理金属/介质

膜沉积工艺相关的必备耗材与工具；  

  7. 帮助和培训学生以及其他科研工

作人员使用金属/介质膜沉积工艺相关

的设备与仪器；  

  8. 辅助半导体器件制造实验课程的

制定和开设；  

  9. 其它负责人交待的相关工作。 

  

二、招聘条件 

  1. 具有微电子，光电子，材料或者

物理等领域的本科，硕士或博士学历；

在该项工艺领域具备优秀研发能力以及

丰富良率提升经历者可放宽学历条

件；  

  2. 具有丰富的器件工艺的经历（研

究生的在校科研经历也适用）；  

  3. 对半导体器件，光电子器件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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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原理和测试有基本的了解；  

  4.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善于

沟通；  

  5. 能够阅读相关专业的英语文献及

具备英文写作能力；  

  6. 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管理

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三、网址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

b.asp?id=610 

公共超净平台招聘光刻工艺工程

师 1 名 

 

一、 岗位职责 

  1. 负责娴熟操作与使用超净室中包

含但不限于电子束曝光机、扫描步进曝

光机、电子显微镜、匀胶机、化学通风

柜等实验设备、仪器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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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负责完善与曝光工艺流程（曝光、

匀胶、显影、坚膜等）相关的工艺规范，

研究工艺参数与条件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趋势或规律；  

  3. 负责设计制定曝光工艺优化方

案、扩大工艺窗口、改善工艺能力；对

新进工艺工程师或工艺技术员责任机台

培训方案执行。  

  4. 负责实现并完成学校科研项目、

外协项目与曝光工艺相关的工艺流

程；  

  5. 负责日常曝光工艺问题处理，完

成分析报告并及时完成相关文件；  

  6. 负责采购、保管和管理曝光工艺

相关的必备耗材与工具；  

  7. 帮助和培训学生以及其他科研工

作人员使用曝光工艺相关的设备与仪

器；  

  8. 辅助半导体器件制造实验课程的

制定和开设；  

  9. 其它负责人交待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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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聘条件 

  1. 具有微电子，光电子，材料或者

物理等领域的本科，硕士或博士学历；

在该项工艺领域具备优秀研发能力以及

丰富良率提升经历者可放宽学历条

件；  

  2. 具有丰富的器件工艺的经历（研

究生的在校科研经历也适用），具备计算

机辅助制图以及制作光刻版图形的能

力；  

  3. 对半导体器件，光电子器件的工

作原理和测试有基本的了解；  

  4.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善于

沟通；  

  5. 能够阅读相关专业的英语文献及

具备英文写作能力；  

  6. 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管理

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三、网址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

b.asp?id=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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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超净平台招聘半导体设备工

程师 3 名 

 

一、 岗位职责 

  1. 负责协助厂商定位、安装和调试

公共超净平台有关的科研仪器及设备

（包含但不限于：电子束光刻机、扫描

步进光刻机；金属/介质膜镀膜机，原子

层沉积；化学通风柜/橱，离子刻蚀机，

反应离子刻蚀机，尾气处理等大型工艺

设备；以及扫描电镜、原子力显微镜、

椭圆偏振仪等测试设备），提供安装前

期的水、电、气、排风、排液、真空等

厂务接口清单信息并协调落实相应的厂

务二次配接口条件； 

  2. 负责建立健全设备管理制度、维

护保养制度，做好设备技术资料的形成、

积累、整理、立卷、归档工作； 

  3. 负责编制年/季/月度仪器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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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检计划、设备大中修计划，备品备件

制造和供应计划； 

  4. 负责 PM公共超净平台有关的科研

仪器及设备； 

  5. 负责相关设备或仪表的委外校准

与计量，以及制定设备的完好性标准； 

  6. 负责工艺设备日常点检与定期维

护以及工艺设备应急维修确保设备正常

运行； 

  7. 协助项目负责人或 PI设计开发并

委外加工必要的工装夹具； 

  8. 根据项目进展的需求，协助项目

负责人或 PI 制订新设备选型和采购； 

  9. 编制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做好对

操作人员的技术操作考核。 

  10. 其它负责人安排的工作。 

  

二、招聘条件 

  1. 自控或者机电一体化专业背景，

较深入了解设备真空系统； 

  2. 本科及以上学历，在净化室各类

高精尖设备运维和管理领域具备优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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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丰富经验者可放宽学历条件； 

  3. 有半导体厂设备维护工作经

验；  

  4. 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能独立

处理设备故障；  

  5. 熟悉设备管理体系建设与系统运

维机制；  

  6. 较强的动手能力和沟通协调能

力；  

  7. 能熟练应用 Word、Excel、PPT 等

办公软件以及计算机辅助制图（CAD）软

件；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能熟练输出

工作总结、汇报、案例等文档； 

  8. 工作认真细致，有创新意识，有

团队精神；服从管理，具有奉献精神。 

 

三、网址 

http://jobs.shanghaitech.edu.cn/jo

b.asp?id=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