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 学历学位 需求专业 联系人
咨询电话
（0532）

电子邮箱

哲学与历史学院 博士 哲学、中国史 马院长 85956886 madch2005@aliyun.com

经济学院 博士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 刘老师 859553390 liuhan0532@126.com

法学院 博士 法学 隋老师 85955910 faxueyuanzp@126.com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经济学、哲学
、中国史、政治学

禹老师 85953829 yubg@qdu.edu.cn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 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 何老师 85958653 hjun1970@126.com

师范学院 博士 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心理学 刘老师 85956150 qdsy2006@163.com

体育学院 博士 体育学 尹老师 85953080 qddxtjb@163.com

文学院 博士 中国语言文学 王老师 85955627 1913819805@qq.com

外语学院 博士 英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贾老师 85952937 119030535@qq.com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博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 盛老师 85953373 qduscy@163.com

国际教育学院 博士 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 孙老师 85955057 qddxgjjyxy@126.com

新闻传播学院 博士
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编导、广告学
、动画

陈老师 85955077 qdxinchuan@126.com

数学与统计学院 博士 数学、统计学 高院长 85953532 gaohongwei@qdu.edu.cn

物理科学学院 博士
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光学、光学工
程、材料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刘老师 85955977 qddxwl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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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博士
化学、化学技术与工程、课程与教学
论(化学)

李老师 85955529 qddxlzg@163.com

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 生物学、植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严老师 85953227 qdshengwu@163.com

机电工程学院 博士

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加
工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
学化工工程、电子工程、控制工程、
软件工程

章老师 85953676 qddxjdxyrc@163.com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化学工程与
技术

丛院长 85953995 hailincong@163.com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博士
系统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信息与
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金老师 85953672 jys_8688@163.com

电子信息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段老师 85953300 duanhuidong@163.com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博士
信息安全、系统结构、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通信工程（网络
方向）

崔老师 85953151 cuimingwen@163.com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地质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裴老师 85953799 peiqch@126.com

纺织服装学院 博士

纺织工程、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服装设计与工程、纺织化学与染整工
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服装艺术设
计

李老师 85953358 ffxydzb@126.com

数据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 博士 计算机应用、图形图像、智能科学 于老师 85953272 rjxyzhb@163.com

应用技术学院 博士
机械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服装设
计与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滕老师 88908817 13905326920@163.com

基础医学院 博士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理学、生物
学

陈老师 83780081 jcyxyzh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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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院 博士 口腔医学 孙老师 82911655 qingyikouqiang@126.com

公共卫生学院 博士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生物学 姜老师 85955559 jianglimei888@126.com

药学院 博士 药学、化学、生物学 刘老师 82991888 qyztliu@163.com

护理学院 博士
护理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等相近专业的应聘者需
具有护理教育背景

王院长 82991706 mdr613@163.com

商学院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国际商
务、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工业工程
、会计学、财务管理

宋老师 85951073 qdsxydw@163.com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博士
旅游管理、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工
商管理、社会学（旅游文化）

张老师 85953633
zhangshouyan@qdu.edu.c

n

音乐学院 博士 音乐与舞蹈学 胡老师 85953738 hrq68@163.com

美术学院 博士
版画、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油画、美
术史论、水彩画

王老师 85953828 ww_xxxy@qdu.edu.cn

标准化学院 博士
经济学，社会学，行政管理，管理
学，信息工程或通信工程，工业工程

沈老师 18562556303
shenzhaogong@aliyun.co

m

能源与环境材料研究院 博士
料学、化学、物理、化学工程、环境
工程

李院长 85951496 eem@qdu.edu.cn

转化医学研究院 博士

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
学、生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
学材料、药学、生物信息学等生命科
学、基础医学领域相关专业

张老师 82991791 qdzhuanhua@sina.com

非织造材料与产业用纺织品创
新研究院

博士 纺织、化工、材料、工程等专业 石老师 17854236416 irintt@q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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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化材料研究院 博士
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
工程、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高分
子材料、无机纳米材料

王老师 85951961 wangyaoqdu@126.com

海洋纤维新材料研究院 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纺织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有机化学、物理
化学、生物质能源与材料、木材科学
与技术、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纪老师 85953793 cic@qdu.edu.cn

脑科学与疾病研究院 博士

神经生物学、生理学、免疫学、药理
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发育
生物学等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和临床
医学领域相关专业

贾老师 83780035 15853212295@163.com

功能纺织品与先进材料研究院 博士
高分子材料、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复
合材料、纺织材料、纺织化学与染整
工程等背景

刘老师 85950890 liuyun0215@126.com

生物医学研究院 博士

具有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
、基础医学和药学等相关专业背景。
有斑马鱼遗传学，分子心脏病学背景
的将优先考虑

李老师
丁老师

18661806251
qyfylxd@163.com;

dingyonghe0906@hotmail
.com

未来研究院 博士
计算科学与工程，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智能制造，机器
人技，AI技术，无人系统等相关领域

纪老师
刘老师

13505421159
18616709510

jizhijian@qdu.edu.cn
liu_yinhua@hotmail.com

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 博士
高等教育学、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
学、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等

冯老师 85956640 sbaicai@126.com

劳动人事研究院 博士
劳动经济、劳动关系、社会保障、人
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相关相
近专业（或方向）

张老师
梁老师

18363933759
15650177192

qdldrsyj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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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 博士

中共党员或者中共预备党员；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30周岁；在大学本科或研
究生学习期间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
品学兼优，获得过校级以上奖励或荣
誉称号

纪老师 85955849 qingdazhaop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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