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石油大学 2022 年海内外博士毕业生需求计划(教师岗位) 

单位 
招聘 

人数 
所需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招聘联系方式 

石油工程学院 3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海洋油气工

程、油气田开发工程、油气

井工程、石油工程、流体力

学、热能工程 

联系人：田晓军 

电话：029-88382673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油气勘探、石油地质、油气

成藏、构造地质、地球物理

测井、地球化学 

联系人：高雅宁 

电话:029-88382783 0816 测绘科学与技术 

化学化工学院 1 

0703 化学  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

化学、化学工程、化学工艺、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联系人：张少良 

电话:029-88382693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电子工程学院 3 

0701 数学 

 
联系人：胡思文 

电话：029-88382623 

0802 机械工程 

0803 光学工程 

0804 仪器科学与技术 

0808 电气工程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0825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0826 兵器科学与技术 

0835 软件工程 

0837 安全科学与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 2 

0801 力学 

 
联系人：马宁馨 

电话：029-88382603 

0802 机械工程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0814 土木工程 

0825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联系人：姜婷 

电话：029-88382598 

计算机学院 4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计算机系统结构、大数据分

析、计算机网络及应用、软

件技术、人工智能 

联系人：同晓 

电话：029-88382713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35 软件工程 

0839 网络空间安全 



新能源学院 2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类 
地热、太阳能、氢能、风能
等新能源领域 联系人：王军策 

电话：029-88382283 
土木工程学院 2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理学院 3 

0702 物理学 

 
联系人：秦燕 

电话：029-88382735 

0803 光学工程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701 数学 

0714 统计学 

07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联系人:高亮 

电话：029-88382741 

0101 哲学 

0302 政治学 

0602 中国史 

0603 世界史 

0201 理论经济学 

0401 教育学 

0402 心理学 

0303 社会学 

经济管理学院 4 

02 经济学 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金融
学、技术经济及管理、会计
学、企业管理（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
商务 

联系人：王言 

电话：029-88382653 12 管理学 

人文学院 2 

010106 美学 

 

联系人：戚晓波 

电话：029-88382753 

030301 社会学 

030304 民俗学 

050101 文艺学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50301 新闻学 

050302 传播学 

050321 广播电视学 

0813 建筑学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技

术科学、地球与人居环境科

学及工程 

外国语学院 2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英语、翻译 
联系人：耿淑芳 

电话：029-88382758 

体育系 1 0403 体育学  
联系人：姜国平 

电话 ：029-88382760 



2022 年海内外博士毕业生需求计划(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单位 
招聘 

人数 
所需学科专业及方向 备注 招聘联系方式 

石油工程学院 1 研究方向为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本科专业为石油工程

专业，熟悉采油气工

程实验 

联系人：田晓军 

电话：029-88382673 

化学化工学院 1 0817 化学工程与工艺 

 联系人：张少良 

电话:029-88382693 

电子工程学院 1 

0803 光学工程 

能够开展电子电路设

计与开发工作，具有

硬件电路设计经验，

能够指导学生电学学

科竞赛，会嵌入式设

计，熟悉 FPGA，DSP，

ARM 等技术 

联系人：胡思文 

电话：029-8838262 

0804 仪器科学与技术 

0808 电气工程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 1 

0801 力学  

联系人：马宁馨 

电话：029-88382603 

0802 机械工程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0814 土木工程 

理学院 1 

0702 物理学  

联系人：秦燕 

电话：029-88382735 
0803 光学工程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财务处 1 

0201 理论经济学 
 

联系人： 徐蕾 

电话：029-88382524 

0202 应用经济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 工商管理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1204 公共管理 

图书馆 1 

0802 机械工程 
 

联系人：唐媛芬 

电话：029-88382363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信息中心 1 

0810 信息与通讯工程 
 

联系人：刘夏 

电话：029-88382518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35 软件工程 

0839 网络空间安全 

 

 

 

 

西安石油大学 2022 年海内外博士毕业生需求计划(管理岗位) 

单位 招聘人数 所需学科专业 招聘联系方式 

继续教育学院 1 

0202 应用经济学 

联系人：解宝 

电话：029-88382320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1204 公共管理 

 

党政办公室 1 

040106 高等教育学 

联系人：兰昆 

电话：029-88382268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4 公共管理 

 
0802 机械工程 

 
0803 光学工程 

 
0804 仪器科学与技术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0808 电气工程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研究生工作部 1 

01 哲学 

联系人：宋亚文 

电话：029-88382373 

04 教育学 

 

08 工学 

 

12 管理学 

 
规划处 1 

04 教育学 

联系人：袁家宝 

电话：029-88382573 

07 理学 

08 工学 

12 管理学 

人事处 1 

04 教育学 

联系人：王军策 

电话：029-88382283 

07 理学 

08 工学 

 12 管理学 

教务处 1 

040101 教育学原理 

联系人：屈敏佳 

电话：029-88382310 

     029-81469808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4 比较教育学 

 040106 高等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科技处 1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联系人：李枫 

电话：029-88382399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研究生院 1 
07 理学 联系人：赫海洋 

电话：029-88382377 08 工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1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联系人：朱坤琳 

电话：029-88382260 

创新创业中心 1 

0802 机械工程 

联系人：尹晓娇 

电话：029-81469079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8 电气工程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4 土木工程 

工程与技术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9 矿业工程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