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学科方向及具体联系方式
（一）哈尔滨工程大学校本部招聘教师专业领域
序号

1

单位

船舶工程
学院

2

航天与建
筑工程学
院

3

动力与能
源工程学
院

4

智能科学
与工程学
院

5

水声工程
学院

6

计算机科

学科及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1.流体力学与数智船海技术研
究
2.冲击动力学研究
3.海洋无人系统研究
4.海上新能源技术研究
5.深海资源开发装备与技术研
究
6.极地装备与技术研究
7.绿色能源与零碳船舶系统技
术研究
8.舰船智能设计与制造研究
1.先进复合材料与智能结构
2.动力学与控制
3.结构可靠性
4.多相流体动力学
5.土木工程
6.航空航天工程
7.冲击动力学
8.实验固体力学
1.动力系统控制与测试
2.动力系统振动噪声控制
3.动力系统总体性能与结构
4.高效强化燃烧理论及低排放
控制
5.传热传质理论及应用
6.特种动力及新能源技术

联系人：田宇欣
联系电话：+86-0451-82589552
联系信箱：tianyuxin@hrbeu.edu.cn
通信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船海楼 306 室

联系人：曲嘉
联系电话：+86-0451-82519134
联系信箱：qujia@hrbeu.edu.cn
通信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 11 号楼 1032
室

联系人：张楠
Email：zhangnan@hrbeu.edu.cn
Tel：+86-0451-82568319
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楼 211 室
联系人：于立君
联系电话：+86-0451-82519400
联系信箱：yulijun@hrbeu.edu.cn
通信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 61 号楼 51082室

1.控制科学与工程
2.仪器科学与技术
3.电气工程
1.水声物理、水声工程
2.电子信息、通信工程、信号与
信息处理
3.传感器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
4.物理学（声学）、数学、光学工
程
5.海洋信息、海洋工程与技术、
海洋物理、海洋仪器与装备
6.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
1.泛在网络与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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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岩
联系电话：+86-0451-82588828
联系信箱：yanchen@hrbeu.edu.cn
通信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楼 307 室

联系人：田凯/陈冲

学与技术
学院

7

8

9

机电工程
学院

信息与通
信工程学
院

经济管理
学院

2.信息与系统安全
3.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4.软件与社会计算
5.数据与知识工程
6.高性能计算
7.智能信息处理
8.机器智能和机器感知
9.嵌入式与物联网
10.区块链数据安全
11.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

联系电话：+86-0451-82589628
/+86-0451-82519610
联系信箱：tiankai@hrbeu.edu.cn
/chenchong98@hrbeu.edu.cn
通 信 地 址 ： 哈 尔 滨 工 程 大 学 21 号 楼
419/415 室

联系人：陆萍
联
系
电
话
：
+86-045182569759/13936309872
联系信箱：luping@hrbeu.edu.cn
通信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 61 号楼 3036
室

1.海洋工程装备技术
2.舰船特辅装备技术
3.智能机械与机器人技术
4.先进制造技术
5.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1.通信信号处理、雷达信号处
理、遥感信号处理、图像处理
2.电磁场与天线、微电子、集成
电路、电路与系统
3.光电检测与仪器
4.人工智能、大数据
1.创新创业与企业成长管理（研
究领域有区域创新系统、创业与
中小企业成长管理、知识创新与
知识管理以及国防科技工业创
新管理等）
2.绿色创新与绿色技术管理（主
要领域有数字化转型、制造业绿
色技术管理、能源生态技术管
理、产业绿色创新与环境生态治
理等）
3.数据挖掘与决策支持（主要研
究领域有大数据集成与管理、大
数据分析与挖掘、大数据与商务
智能、大数据与电子政务等)
4.能源经济管理（主要研究领域
有资源与环境管理、低碳经济消
费行为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政策
建模等）
5.管理工程与系统工程（主要研
究领域有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技
术创新和低碳经济等）
6.军民融合可持续发展（主要研
究领域有军民融合体制、机制与
政策，区域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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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钟志
联系电话：+86-0451-82589802
联系信箱：zhongzhi@hrbeu.edu.cn
通信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 21 号楼 312
室

联系人：王天琦
联系电话：+86-0451-82519916
联系信箱：wangtianqi11@hrbeu.edu.cn
通信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 31 号楼 328
室

10

材料科学
与化学工
程学院

11

数学科学
学院

12

物理与光
电工程学
院

制、路径与政策等）
7.应急管理（主要领域有重大突
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与风险
管理、重大突发事件后的经济恢
复和网络舆情控制等）
8.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9.公共行政与国家治理
10.城市治理与公共政策
1.金属材料、复合材料、高分子
材料、无机功能材料、材料加工
及智能制造
2.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研究、腐
蚀科学与表面技术、电化学工程
和化学工程
1.几何表示论、微分方程、组合
与图论
2.动力系统、生物数学、系统分
析与预报、智能数据分析

1.纤维光子集成
2.微纳光电材料与器件
3.先进激光技术

3

联系人：李峻青
联系电话：+86-0451-82519192
联系邮箱： lijunqing@hrbeu.edu.cn
通信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化
学工程学院 421 室
联系人：张春敏
联系电话：+86-0451-82518716
联系信箱：100323319@qq.com
通信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逸夫楼 301 室

8.辐射应用及探测技术
9.核反应堆物理
10.核燃料循环
11.放射性废物处理

16

体育部

17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联系人：苏庆富
联 系 电 话 ： +86-0451-82589377/
1.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
13604512268
2.运动项目教学、训练理论与实
联系信箱：ugf1991@ hrbeu.edu.cn
践
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北田径场体育部
A112 室
联系人：张微 秦军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联系电话：+86-0451-82519513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联系信箱：qinjun@hrbeu.edu.cn
3.思想政治教育
通信地址：哈尔滨工程大学 1 号主楼 428
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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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岛创新发展基地/青岛研究（生）院招聘教师专业领域
序号

1

2

单位

基础前沿
中心

交叉融合
中心

学科及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1.海洋光子方向：海洋光纤传感器件、
海洋激光光谱学、海洋光学探测、特种
玻璃材料及光纤制备技术、液芯光纤及
非线性光学、中红外光纤激光器、微纳
光纤器件、激光玻璃材料、飞秒光纤激
光技术、物理光学与海洋光学。
2.极端海况动力学：多尺度海洋环境动
力场、海洋多物理场、人工智能与数据
挖掘、极端海洋环境感知、海洋数值模
拟开发、极端海况舰艇总体性能、实船
性能数值预报与试验技术、极端海况装
备效能、数字海洋与数字舰船。
3.海洋先进材料方向：复合材料结构设
计及成型工艺、特种聚合物材料合成技
术、超分子材料、光学材料、特种功能
乳液、磁电功能材料、海洋防污材料、
传感材料、声学材料。
4.光子材料（纳米光学）方向：凝聚态
物理、纳米光学、光子晶体、超快光学、
固体表面物理、等离激元光子学、电磁
学、材料科学。
1.战场环境保障方向：海洋声学/沉积
声学、信号处理、电子信息工程、海洋
观（探）测技术、物理海洋学、沉积动
力学、地理信息系统、海洋大数据、海
洋遥感与数字图像处理、测试计量技术
与仪器、嵌入式系统。
2.海洋跨域通信方向：阵列信号处理、
水声工程、电子信息、激光与光电子方
向、微波与天线、测量与控制、物理声
学。
3.海洋磁探测方向技术方向：电子信
息技术、目标磁探测和识别、先进磁/
电传感器技术、水声工程、信号处
理、多传感器融合技术、铁电单晶/磁
电功能材料、自动化控制、嵌入式系
统、电磁法测矿/井/海底。

联系人：董梦露
联系电话：13606396387
联系信箱：heu_qd@163.com
通信地址：山东省青岛市
黄岛区科教二路 167 号 哈
尔滨工程大学青岛研究
（生）院 510 室
邮编：266400

5

3

水下智能
中心

4

海上试验
中心

4.舰船抗爆与水下发射方向：跨介质飞
行器动力学、跨介质飞行器总体技术、
跨介质飞行器动力推进、跨介质飞行器
运动控制、跨介质飞行器降载、跨介质
飞行器试验与仿真、舰船结构动力学、
舰船减振降噪、舰船结构波动力学、舰
船智能结构、爆炸冲击动力学、瞬态流
固耦合动力学、舰船抗爆抗冲击与结构
防护设计、设备抗冲击与毁伤评估、多
相流流体动力学。
5.伪装隐身技术方向：化学、电化学、
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学、信息与通信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
6.水下机器人方向：机械电子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导航制导与控制、
人工智能、海洋科学、电子信息工
程、海洋传感器技术。
1.水下智能技术方向：控制理论与控制
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机电一体化、
软件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水声技术、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海洋智能传感与导航技术方向：仪器
科学与技术；导航、制导与控制；物理
海洋学；海洋遥感；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数据挖掘；图像处理；类脑人工智
能；医学/生物信息。
3.深海水下信息技术方向：水声定位导
航、信息及通信工程、集群信息协同、
水下目标探测、作战仿真及推演、电子
线路及嵌入式系统。
4.舰船总体性能跨尺度测试分析方向：
水下推进技术、水动力性能理论与试
验、海上试验测试技术、水下仿生推进
技术、计算流体力学、应用数学、人工
智能、基于光学的流场测试技术。

6

（三）烟台研究（生）院招聘教师专业领域
单位

烟台研
究(生)
院

学科及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1.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中心：水下生产系统技术、海洋
资源新型探测技术、海上新型设备评估技术、海洋过
冷环境及防冰防冻技术、巡检机器人及观光潜器、水
下无线电能传输技术、海洋环境感知技术、海洋光学、
光纤传感和磁场传感、传感芯片技术、深海系统结构
设计、海洋观测数据建模技术
2.深远海渔业装备技术中心：新型渔船设计及装备技
术、海洋牧场总体设计及装备技术、深海养殖、探渔
及诱捕智能装备技术、海洋底栖生物智能观察、探测
及捕捞装备
3.海上新能源技术中心：天然气水合物开采与储运、
海洋能（波浪能、风能、潮流能、海洋微纳新能源）
开发与利用、海洋核电装备关键技术、新型船舶与海
洋动力（LNG 动力、甲醇动力、氨动力、氢动力、新
型电池、混合动力、特种动力、小型燃机）技术、新
型储能技术、模块化能源动力装置、电力电子技术及
应用、高性能电机驱动与伺服系统、基于新型电力电
子器件的功率变换器设计与应用、电力储能技术及应
用；AI 和大数据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智能配
电，源荷预测，电网故障预警与评估，电网动态感知，
电力知识图谱等）、微电网分析、设计与控制、综合
能源管理与设计、电力集成与优化管理。
4.海工智能制造装备与技术中心：船海装备应急技术
与装备、新型船舶特辅装置、高速艇设计技术、气垫
船设计技术、多维动态仿真技术、快速成型与制造技
术、增减材复合精密制造技术、特种加工与智能制造
技术、激光制造技术、高效焊接技术与自动化装备、
船舶数字化制造技术
5.海洋化工与新材料技术中心： 特种海洋功能材料、
环境适应型复合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高性能金属
材料、材料表面工程、腐蚀与防护技术、海水综合利
用技术、船海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智慧海洋渔业与清
洁生产、放射性废物处理及先进核素分离技术、熔盐
电化学及干法后处理技术、海洋装备环境安全及消防
技术、微纳流体控制技术
6.海洋信息融合技术中心：海洋环境监测及噪声测试
技术、海上信息对抗技术、空天海多维感知与定位技
术、船海 5G 技术、船海信息安全技术、船海大数据
及人工智能技术、海洋电磁学理论及应用技术、电子
封装材料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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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杨玉良
联系电话：13356948686
联系邮箱 ：yangyuliang_yt
＠hrbeu.edu.cn

通讯地址：山东省烟台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大
街 1 号哈尔滨工程大学烟
台研究（生）院海创楼 316
室
邮
编：264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