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大学2021年毕业生需求计划表（专任教师）

单 位 需求学科/专业/方向

招聘计划

负责人 联络人

博士 博士/硕士

公路学院

工程力学 、应用数学类、工程防灾减灾类、混凝土材料类、组合结

构桥梁、隧道与地下工程、机场工程方向、轨道工程方向、测绘科学

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 0

陈建勋

029-82334433 

chenjx1969@163.com

王志坤

029-82334434

chdwzk@edu.cn

汽车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控或自动化等方向）、载运工具

运用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车辆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方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燃料电池等方向）、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运筹学与应用数学、计
算机科学技术、交通运输工程、物流工程与管理机械工程

6 0

郭应时

029-82334315

guoys@chd.edu.cn

陈光琦

029-82334473

qchxybgs@chd.edu.cn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智能控制

、机械工程、工程机器人、工程机械
3 0

胡永彪

029-82334582

hybiao@chd.edu.cn

梁佳

029-82334483

liang_jia@chd.edu.cn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经济统计、会计学、经济学、工业与系统工程（物流与供

应链优化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流仿真、编程方向）、管理

科学与工程

5 0

魏一虎

029-82334501

003707@chd.edu.cn

徐永超

029-82334507

140075@chd.edu.cn

电控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4 0

闫茂德

029-82334555

mdyan@chd.edu.cn

张敏

029-82334543

zhangmin@chd.edu.cn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物联网工程、人工智
能、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交通运输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通信工程

4 0
安毅生

029-82334356 

aysm@chd.edu.cn

康勇
029-82334889 

yongkang@chd.edu.cn



长安大学2021年毕业生需求计划表（专任教师）

单 位 需求学科/专业/方向

招聘计划

负责人 联络人

博士 博士/硕士

地测学院

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学、物理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质工程

、岩土工程、环境岩土工程，环境生态工程、第四纪地质、水文地质

、安全工程、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测绘工程、导航工程、地图制
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地理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地理学、土地资

源管理、摄影测量与遥感、遥感科学与技术、应用数学、信号与信息

处理、人工智能、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理信息科学、遥感科学与

技术、地震、测井等方向

6

（其中包括：
彭建兵院士团

队招聘计划

1名）

0
李振洪

029-82339036

zhenhong.li@chd.edu.cn

杨友健
029-82339021

dicebgs@chd.edu.cn

资源学院

宝石学方向、矿床学、地球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构造地质学、地
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学大数据方向）、遥感地质、地图学与地理

信息系统（遥感地质方向）、资源与环境遥感（遥感地质方向）、矿

产普查与勘探

2 0

李荣西

029-82339074

rongxi99@163.com

闫颖

029-82339059

857228303@qq.com

建工学院

结构工程及相关交叉学科方向、市政工程、环境工程、化学工程、供

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及相关交叉学科方向、工程防灾减灾类

、混凝土材料类、隧道与地下工程、工程力学、应用数学类

4 0

邢国华

029-82337226

ghxing@chd.edu.cn

陈英

029-82337341

jgtalents@chd.edu.cn

水环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或水文学及水资源（地下水方向）、地质工程（水
文地质方向）、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工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环

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地质、化学工程

3 0
白波

029-82339965

baibo@chd.edu.cn

郑睿
029-82339951

hgyb@chd.edu.cn

建筑学院

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生态学、测绘遥感工程、环境科学工程、经济

地理、人文地理学、艺术设计专业等相关学科背景、风景园林学、建
筑学、城乡规划学、生态学、测绘工程、环境工程、地理学等相关学

科背景

3 0

侯全华

029-82337293

houquanhua@chd.edu.cn

王妍婷

029-82337241

wangyanting@chd.edu.cn

材料学院

土木建筑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学、材料物理化学、材料
学、金属基复合材料、材料学（轻量化金属材料及其加工方向）、材

料加工工程（轻量化金属材料及其表面技术方向）、金属材料制备与

加工、硅酸盐工程、建筑工程、热能工程、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高分

子材料加工工程、纤维材料与工程、电子材料、电化学储能材料

3 0

陈华鑫

029-82337246

hxchen@chd.edu.cn

刘珺

029-82337340

clbgs@chd.edu.cn



长安大学2021年毕业生需求计划表（专任教师）

单 位 需求学科/专业/方向

招聘计划

负责人 联络人

博士 博士/硕士

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交通运输、智能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

、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础学科、轨道交通
、航空运输规划与管理、机场规划设计、系统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5 0

袁长伟

029-82338058

changwei@chd.edu.cn

黄海洋

029-82334050

hhy@chd.edu.cn

土地学院

农业资源利用（土壤学、土壤微生物学、土壤污染修复）、地理学

（环境地理学、地理信息大数据）、生态学（景观生态、环境保护与
可持续）、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水土保持工程）、地球化学（生

态环境化学）、岩土工程（土力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公共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地理学（土地信息系统）、测绘学（地理信息系

统及遥感）、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生态学（土地生态学）

3 0

王刘华

029-82335107

tdyb@chd.edu.cn

李智超

029-82335145

lzc_369@126.com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

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共党史、党建、政治

学、社会学、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技哲学）

10 0

陈怀平 

029-82335022 

chenhp0929@chd.edu.cn

林泓宇

029-82335027  

cdlhy@chd.edu.cn

人文学院
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经济法、环境法、民商法、宪法与行政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新闻学、传播学

3 0
刘兰剑

029-82334302

rwyb@chd.edu.cn

徐洁宇
029-82334306

rwyb@chd.edu.cn

理学院
数学、统计、力学、土木工程及其相关专业、物理、机械工程、土木
工程、建筑学

8 0

宋学力

029-82334406

lixueyuan@chd.edu.cn

廖晓

029-82334393

lixueyuan@chd.edu.cn

外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2 0

宋春红

029-82334933

schong@chd.edu.cn

牛昱昕

029-82334937

niuyuxin1991@chd.edu.cn



长安大学2021年毕业生需求计划表（专任教师）

单 位 需求学科/专业/方向

招聘计划

负责人 联络人

博士 博士/硕士

体育部 体育学 2 2

杭兰平

13572211318

hlp008@163.com

张媛

13032939820

zhangyuan@chd.edu.cn

未来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与物流、道路与铁道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信息

工程与控制、物流科学与工程
3 0

Fwa Tien Fang

13027068025

longjiachu@chd.edu.cn

褚龙佳

13027068025

longjiachu@chd.edu.cn

合计 85 2



长安大学2021年毕业生需求计划表（教辅人员）

单 位 需求学科/专业/方向

招聘计划

负责人 联络人

博士 博士/硕士

公路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工程力学、机械或仪表 3 0

陈建勋

029-82334433

 chenjx1969@163.com

王志坤

029-82334434

chdwzk@chd.edu.cn

汽车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机械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车辆工程、动力

机械及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2 0

郭应时

029-82334315
guoys@chd.edu.cn

陈光琦

029-82334473
qchxybgs@chd.edu.cn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工程机器人等相关专业
2 0

胡永彪

029-82334582
hybiao@chd.edu.cn

梁佳

029-82334483
liang_jia@chd.edu.cn

电控学院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1 0

闫茂德

029-82334555
mdyan@chd.edu.cn

张敏

029-82334543
zhangmin@chd.edu.cn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

制、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等相关专业
1 0

安毅生
029-82334356 

aysm@chd.edu.cn

康勇
029-82334889 

yongkang@chd.edu.cn

地测学院

地质工程、岩土工程、地球物理学、勘查技术与工程、计算机软件工

程等相关专业、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大地
测量学与测量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

2 0

李振洪

029-82339036
zhenhong.li@chd.edu.cn

杨友健

029-82339021
dicebgs@chd.edu.cn

建工学院 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暖通空调 1 0

邢国华

029-82337226

ghxing@chd.edu.cn

陈英

029-82337341

jgtalents@chd.edu.cn



长安大学2021年毕业生需求计划表（教辅人员）

单 位 需求学科/专业/方向

招聘计划

负责人 联络人

博士 博士/硕士

水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仪器分析、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水文水资源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1 0

白波

029-82339965

baibo@chd.edu.cn

郑睿

029-82339951

hgyb@chd.edu.cn

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道路与铁道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土木类、交通类
及大数据类

1 0

袁长伟

029-82338058

changwei@chd.edu.cn

黄海洋

029-82334050

hhy@chd.edu.cn

土地学院 土壤学、地理学及相关专业 1 0

王刘华

029-82335107

tdyb@chd.edu.cn

李智超

029-82335145

lzc_369@126.com

理学院 力学、物理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及相关专业 2 0

宋学力

029-82334406

lixueyuan@chd.edu.cn

廖晓

029-82334393

lixueyuan@chd.edu.cn

工程训练中心 自动化类、机械类 0 1
刘海明

029-61105402

 liuhm@chd.edu.cn

邵雨虹
029-61105401

shaoyh@chd.edu.cn

合计 1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