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历学位 专业（研究方向） 其它要求

1 文学院 教师 1 B001 博士研究生
汉语言文字学（现代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

2 文学院 教师 1 B002 博士研究生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非对外汉语教学）、汉语
言文字学

3 文学院 教师 1 B003 博士研究生  创意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秘书学、文艺学

4 文学院 教师 1 B004 博士研究生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

5 文学院 教师 1 B005 博士研究生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关专业、管理学学科相关专
业

6 历史文化学院 教师 1 B006 博士研究生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7 历史文化学院 教师 1 B007 博士研究生 旅游管理、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

8 历史文化学院 教师 1 B008 博士研究生 文物保护技术、文物与博物馆学、美术学

9 历史文化学院 教师 2 B009 博士研究生
史学理论、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国
别史

10 法学院 教师 5 B010 博士研究生 法学
联系人：苗老师
电话：13136669099

11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1 B011 博士研究生 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方向）

12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1 B012 博士研究生 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方向）

13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1 B013 博士研究生 比较教育学（俄罗斯教育研究方向优先）

14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1 B014 博士研究生 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管理、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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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侯老师
电话：15004511066

联系人：梁老师
电话：18145683327

联系人：林老师
电话：1380458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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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1 B015 博士研究生 心理学

16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1 B016 博士研究生 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方向）

17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1 B017 博士研究生 特殊教育学（特殊儿童教育方向）

18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1 B018 博士研究生
美术学或艺术设计学（学前儿童美
术教育方向）

19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1 B019 博士研究生 学前教育学（0-3岁儿童教育方向）

20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1 B020 博士研究生
1.中国现当代文学；
2.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1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2 B021 博士研究生 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等

22 经济学院 教师 3 B022 博士研究生 会计学或会计学相关专业

23 经济学院 教师 1 B023 博士研究生 理论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

24 经济学院 教师 2 B024 博士研究生 应用经济学

25 经济学院 教师 1 B025 博士研究生 统计学或数量经济学

26 经济学院 教师 1 B026 博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 经济学院 教师 1 B027 博士研究生 国际贸易学

28 经济学院 教师 1 B028 博士研究生 工商管理

29 管理学院 教师 4 B029 博士研究生 公共管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统计学

联系人：林老师
电话：13804580528

联系人：马老师
电话：13945006567

联系人：徐老师
电话：1594606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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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管理学院 教师 1 B030 博士研究生 土地资源管理、地理信息系统

31 管理学院 教师 5 B031 博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32 管理学院 教师 2 B032 博士研究生 经济学

33 管理学院 教师 2 B033 博士研究生 会计学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 5 B034 博士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
联系人：翟老师
电话：13766810988

35 西语学院 教师 1 B035 博士研究生
法语语言文学（法语口笔译、语言学、国别研究
优先）

36 西语学院 教师 1 B036 博士研究生 应用经济学(企业管理、会计国际商务)

37 西语学院 教师 1 B037 博士研究生 翻译学专业（翻译方向）

38 西语学院 教师 1 B038 博士研究生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优先；硕士背景为英语
的教育学博士（课程论、教学论、学习论、教学
评估等方向）

39 西语学院 教师 1 B039 博士研究生 葡萄牙语言文学(口笔译、国别研究优先)

40 西语学院 教师 2 B040 博士研究生
西班牙语语言学(西班牙文学、拉丁美洲文学、拉
美国别研究优先)

41 东语学院 教师 2 B041 博士研究生
朝鲜语专业（朝鲜语语言文学、教育学、翻译学
、韩国学方向）

本科专业需为朝鲜语；

42 东语学院 教师 2 B042 博士研究生
日语专业（日语教育/日语语言文学/日本文化/日
语翻译

本科专业为日语；

43 斯拉夫语学院 教师 1 B043 博士研究生 俄语语言文学（翻译学）

44 斯拉夫语学院 教师 1 B044 博士研究生 俄语语言文学（国别和区域研究）

联系人：徐老师
电话：15946067799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15124561729

联系人：黄老师
电话：13936160582

联系人：黄老师
电话：1379608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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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国际教育学院 教师 2 B045 博士研究生
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汉语言文
字学

联系人：范老师
电话：18846428737

46 数学科学学院 教师 1 B046 博士研究生 应用统计学/数理统计、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

47 数学科学学院 教师 1 B047 博士研究生 应用统计学、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

48 数学科学学院 教师 1 B048 博士研究生 基础数学（ 调和分析 ）

49 数学科学学院 教师 1 B049 博士研究生 基础数学（几何、拓扑学 ）

50 数学科学学院 教师 1 B050 博士研究生 基础数学（代数学）

51 数学科学学院 教师 1 B051 博士研究生 应用数学（ 动力系统、生物数学）

52 数学科学学院 教师 1 B052 博士研究生
计算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最优化理论与方
法）

53 数学科学学院 教师 1 B053 博士研究生 人工智能与信息处理

54
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教师 2 B054 博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专业，电子科
学与技术专业，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嵌入式系
统、人工智能研究方向）

55
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教师 1 B055 博士研究生 教育学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

56
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教师 2 B056 博士研究生

软件工程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数据
、系统建模、算法优化、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方
向）

57
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教师 1 B057 博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专
业、机械电子工程（机器视觉，人工和智能，知
识图谱，虚拟现实、游戏化教育）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15134548008

联系人：赵老师
电话：0451-88060537
1370360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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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教师 1 B058 博士研究生

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地理信息等相关专业（三维建模、场景设计、道
具设计、动作设计、游戏设计）

59
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教师 2 B059 博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
与工程（物联网控制、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
网络攻防）

60
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教师 2 B060 博士研究生

软件工程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数据
、系统建模、算法优化、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方
向）

61
物理与电子工程

学院
教师 3 B061 博士研究生 物理学

62
物理与电子工程

学院
教师 1 B062 博士研究生 光学工程

63
物理与电子工程

学院
教师 1 B063 博士研究生

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64
物理与电子工程

学院
教师 1 B064 博士研究生 化学工程与技术

65
物理与电子工程

学院
教师 3 B065 博士研究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

66
光电带隙材料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师 2 B066 博士研究生 物理学

67
光电带隙材料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师 3 B067 博士研究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能源存储转换材料与器
件）

68 化学化工学院 教师 1 B068 博士研究生 物理化学（催化学）

69 化学化工学院 教师 1 B069 博士研究生 物理化学（量子化学）

70 化学化工学院 教师 1 B070 博士研究生
有机化学（有机合成，元素有机化学，天然有机
化学）

联系人：赵老师
电话：0451-88060537
13703607678

联系人：周老师
电话：18646112599

联系人：周老师
电话：18646112599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1577631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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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化学化工学院 教师 1 B071 博士研究生 无机化学（多金属氧酸盐）

72 化学化工学院 教师 1 B072 博士研究生 无机化学（无机合成）

73 化学化工学院 教师 1 B073 博士研究生 材料化学（高分子）

74 化学化工学院 教师 1 B074 博士研究生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制药工程，化学与
工艺）

75
生命科学与技术

学院
教师 1 B075 博士研究生 植物学（植物次生代谢与代谢工程）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15045112197

76 地理科学学院 教师 3 B076 博士研究生

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等相关方
向，工科专业优先）；人文地理学（旅游地理、
文化地理、乡土地理研究、地缘关系研究、对外
口岸研究等方向）

77 地理科学学院 教师 3 B077 博士研究生
自然地理学及其相关专业（含气象气候学、冰冻
圈、生态、水文等相关方向）

78 地理科学学院 教师 4 B078 博士研究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网络地理信息系统与服
务、微波遥感、航空摄影测量、大数据、人工智
能、计算机软件工程等相关方向）

79 地理科学学院 教师 1 B079 博士研究生 环境科学或环境工程

80 地理科学学院 实验员 1 B080 博士研究生 分析化学、环境化学及相关专业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15776315953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1330481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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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音乐学院 教师 1 B081 博士研究生 音乐与舞蹈学（竹笛）

82 音乐学院 教师 1 B082 博士研究生 音乐与舞蹈学（笙）

83 美术学院 教师 2 B083 博士研究生 美术学

84 美术学院 教师 1 B084 博士研究生 设计学

85 传媒学院 教师 1 B085 博士研究生 文艺学（中国古典诗学与文论方向）

86 传媒学院 教师 1 B086 博士研究生 美术学

87 体育科学学院 教师 2 B087 博士研究生 传统体育学（武术套路、武术散打）

88 体育科学学院 教师 3 B088 博士研究生
体育教育训练学（足球、排球、羽毛球教学训练
理论与实践）

89 体育科学学院 教师 2 B089 博士研究生
体育教育训练学（艺术体操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
、体操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

90 教师教育学院 教师 1 B090 博士研究生
教育学专业（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
学方向）

有历史学专业学习背景或有中学历史教师
工作经历

91 教师教育学院 教师 2 B091 博士研究生
学科教学（思政）：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理论与实
践研究

92 国际美术学院 教师 1 B092 博士研究生 造型艺术（油画）/美术学 本科、硕士必须均为油画专业方向。

93 国际美术学院 教师 1 B093 博士研究生 美术学/雕塑 本科、硕士必须均为雕塑专业方向。

94 国际美术学院 教师 1 B094 博士研究生 俄语 俄语要求达到专业8级水平。

联系人：杨老师
电话：16603677665

联系人：赵老师
电话：15146432222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3351106898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3351117555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15545960444

联系人：徐老师
电话：1554558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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