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师范大学2022年专任教师岗招聘计划
招聘单位 用人部门 岗位代码 岗位名称 人数 年龄上限 学历学位

职称/职业
资格

专业/学科方向 其他条件 岗位相关联系人、方式

浙江师范大学
经管学院、
中非国际商

学院

A10-22-001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金
融工程、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会计学、财务管理、旅游管理及相关专
业

原则上要求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
以上水平；   
业绩突出的学者可不受职称限制；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沈老师：0579-82298567；
邮箱：shenchao@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经管学院、
中非国际商

学院
A10-22-002 学科骨干 8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会计学、财务管理、旅游管
理、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及相关
专业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要求从事电子商务
方面研究；            
会计学与财务管理方向，具有CFA、ACCA资
格或者注册会计师者优先； 
国际经济学专业，中非经贸方向的优先；      
能胜任全英文教学优先。

沈老师：0579-82298567；
邮箱：shenchao@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A10-22-003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法理学、刑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

民商法学；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政治
学；社会学、社会工作

原则上要求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

以上水平或者符合我校校聘教授条件；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林老师：0579-82298616；
邮箱：linmanma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A10-22-004 学科骨干 5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民商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国际法
学、经济法学、诉讼法；行政管理、公
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
人类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林老师：0579-82298616；
邮箱：linmanma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

学院
A10-22-005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所有专业方
向、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方向、中国史、伦理学、政治学及相

关专业方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要求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以上水
平。

季老师：0579-82289809；
邮箱：jzj722@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

学院
A10-22-006 学科骨干 8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所有专业方
向、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方向、中国史、伦理学、政治学及相
关专业方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年龄超过者要求发表一级期刊1篇及以上。

季老师：0579-82289809；
邮箱：jzj722@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与人类
发展学院
教师教育学

院

A10-22-007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
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应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以上水
平；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查老师：0579-82282549；
邮箱：llz@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与人类
发展学院
教师教育学

院

A10-22-008 学科骨干 9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
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要求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论
文2篇及以上；
具有交叉学科研究背景的优先；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查老师：0579-82282549；
邮箱：llz@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与人类
发展学院
教师教育学
院（含浙江

省智能教育
技术应用重
点实验室）

A10-22-009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比较教育学

应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以上水
平；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查老师：0579-82282549；
邮箱：llz@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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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与人类
发展学院
教师教育学

院（含浙江
省智能教育
技术应用重
点实验室）

A10-22-010 学科骨干 18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1.课程与教学论或学科教育专业，包括
以下学科方向：中小学语文、小学数学
、英语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地理教育
、物理教育、科学与技术教育（包括科
学、技术、工程等背景）、通用技术教
育、信息技术教育；
2.教育学原理（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

学、教育人类学等）、德育学或教育学
原理（德育方向）或道德教育心理学；
成人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政
策分析、教育经济、教育管理、教师教
育）；教育史；
3.教育技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心
理学、智能教育、大数据等相关学科或
专业优先）。

应聘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须具有汉语
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学历或相关的学科基
础；应聘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的须具有
数学教育方向的本科学历或相关的学科基
础；
德育学或教育学原理（德育方向）或道德
教育心理学研究方向可为德育基本理论研
究、道德发展与学校教育研究、教师德育

能力研究、德育神经科学研究、未来社会
与学校德育研究；成人教育学方向应当具

有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本
科或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政策分析、教育经济、教育管理、
教师教育）方向应当具有宏观政策分析能
力，熟悉定量分析者优先；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查老师：0579-82282549；

邮箱：llz@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幼儿师

范学院
A10-22-011 学科骨干 4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学前教育学或社会学或经济学或人类学
（儿童教育经济学、儿童教育社会学、
儿童教育人类学、儿童教育工程、儿童
智慧教育、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儿童保
育）；

特殊教育学（特殊教育史、特殊教育政
策与法规、特殊儿童发展与教育、融合
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康复、特殊儿童
临床与干预、自闭症教育、特殊儿童社
会工作等）；
儿科学或护理学或营养学（临床儿科、
儿童护理、运动营养、膳食营养）；康
复或临床医学（运动康复、临床康复）
或生物医学工程（神经康复技术、残疾
人辅具及工程、运动康复技术、信号及
数据处理技术）；
儿童发展、基础心理学、神经科学、运
动人体科学（婴儿发展、认知发展、脑

成像技术、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神经信
息学、儿童人机工程学、运动发展、儿
童人体科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学习科学、幼儿教
育心理学、游戏与学习、教学心理学）
。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1-82312918；
邮箱：hys@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幼儿师

范学院
A10-22-012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动画或视觉传达设计或数字媒体艺术
（儿童动画设计、儿童视觉传达设计、

儿童数字媒体艺术、儿童文化产业、动
画艺术理论、儿童影视研究、计算机图
形图像、儿童文化产业）；工业设计或
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儿童玩学
具设计、玩具工程，儿童智能玩具）

有动画、玩具相关企业工作经历者优先；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1-82312918；
邮箱：hys@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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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幼儿师

范学院
A10-22-013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所有专业方
向、哲学、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方向、政治学及相关专业方向；体育
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及相关专
业方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1-82312918；
邮箱：hys@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
科学学院

A10-22-014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及相关
专业方向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原则上要求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
以上水平；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王老师：0579-82282575；
邮箱：ty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
科学学院

A10-22-015 学科骨干 2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及相关
专业方向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原则上要求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
以上水平；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王老师：0579-82282575；
邮箱：ty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
科学学院

A10-22-016 学科骨干 4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及相
关专业方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具有较高的运动技能水平。

王老师：0579-82282575；
邮箱：ty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A10-22-017
学科带头

人
5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中国语言文学（包括古代汉语、中国现
当代文学、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文学、
文献学、比较文学、文艺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98553；
邮箱：rw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A10-22-018 学科骨干 8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中国语言文学（包括汉语言文字学、中
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文
学、比较文学、文艺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98553；
邮箱：rw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A10-22-019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世界史、中国史各1人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98553；
邮箱：rw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A10-22-020 学科骨干 4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世界史、中国史各2人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98553；
邮箱：rw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A10-22-021 学科骨干 2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课程与教学论（中文或历史方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98553；
邮箱：rw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A10-22-022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
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
与区域研究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阮老师：0579-82299168；
邮箱：wy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A10-22-023 学科骨干 8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
（英、日、法、俄语）、翻译学、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
教育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亚非语
言文学（斯瓦西里语）、传播学（非洲

、英语/法语国家、日本等研究，本硕
阶段有外语专业学习背景）、中国史
（海外汉学等跨文化研究方向，本硕阶
段有外语专业学习背景）

*副教授或特别优秀的青年博士可适当放宽
年龄限制。

阮老师：0579-82299168；
邮箱：wyxy@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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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A10-22-024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音乐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416；
邮箱：zsk@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A10-22-025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音乐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416；
邮箱：zsk@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A10-22-026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器乐演奏、舞蹈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416；
邮箱：zsk@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A10-22-027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声乐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416；
邮箱：zsk@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A10-22-028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美术学/设计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周老师：0579-82283080；
邮箱：zjh@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A10-22-029 学科骨干 4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美术学/设计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周老师：0579-82283080；
邮箱：zjh@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

传播学院
A10-22-030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等

毕业论文或研究方向需与文博、文化遗产
等相关；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91988；

邮箱：ys@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
传播学院

A10-22-031 学科骨干 2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

电视剧理论与创作、广播电视文艺研究、
新媒体、纪录片等方向优先；
有影视创作实践经验者优先；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91988；
邮箱：ys@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
传播学院

A10-22-032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戏剧与影视学/动画设计与制作方向

有动画项目经验，有动画获奖作品，及较
强动手能力；
有一年以上高校工作经历者优先；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91988；
邮箱：ys@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
传播学院

A10-22-033 学科骨干 2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艺术学理论、设计理论、工学相关专业
（人工智能方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91988；
邮箱：ys@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
传播学院

A10-22-034 学科骨干 5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设计学相关专业

产品设计、视传传达、3D影像、环境艺术
方向优先；
交互设计、虚拟现实、智能设计方向优
先；
有实际项目经验者优先；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91988；
邮箱：ys@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学院

A10-22-035
学科带头

人
3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基础数学（其中数论、分析、代数、几

何、方程、概率等为重点引进领域）、
应用数学（数学建模、金融数学相关的
研究领域）、运筹学与控制论（其中组
合、优化为重点引进领域）、计算数学
、统计学、系统科学、数据科学的数学
理论、人工智能的数学理论、数字经济
与管理的数学理论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有行业工作经历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仇老师：0579-82298866；
邮箱：qiuhaizhen@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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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学院

A10-22-036 学科骨干 7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基础数学（其中数论、分析、代数、几
何、方程、概率等为重点引进领域）、
应用数学（数学建模、金融数学相关的

研究领域）、运筹学与控制论（其中组
合、优化为重点引进领域）、计算数学
、统计学、系统科学、数据科学的数学
理论、人工智能的数学理论、数字经济
与管理的数学理论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有行业工作经历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仇老师：0579-82298866；
邮箱：qiuhaizhe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学院

A10-22-037
学科带头

人
3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
能、网络空间安全、电子通信、控制科
学、应用数学等相关学科专业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有行业工作经历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仇老师：0579-82298866；
邮箱：qiuhaizhe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学院

A10-22-038 学科骨干 7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
能、网络空间安全、电子通信、控制科
学、应用数学等相关学科专业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有行业工作经历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仇老师：0579-82298866；
邮箱：qiuhaizhe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数理医学院 A10-22-039
学科带头

人
5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数据科学、人工智能、智能医学工程、

医学影像学、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有如下研究领域工作经验者优先：人工智

能、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医学图像处理
、医学大数据、智能传感等方向。

李老师：0579-82411990；

邮箱：slyx@zjnu.edu.cn

浙江师范大学 数理医学院 A10-22-040 学科骨干 9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数据科学、人工智能、智能医学工程、
医学影像学、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有如下研究领域工作经验者优先：人工智
能、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医学图像处理
、医学大数据、智能传感等方向。

李老师：0579-82411990；
邮箱：slyx@zjnu.edu.cn

浙江师范大学

数理医学院
（数理医学
研究院--杭

州）

A10-22-041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超声人工智能、医用超声仪等相关专业
。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李老师：0579-82411990；
邮箱：slyx@zjnu.edu.cn

浙江师范大学

数理医学院
（数理医学
研究院--杭

州）

A10-22-042 学科骨干 6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超声人工智能、医用超声仪等相关专业
。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李老师：0579-82411990；
邮箱：slyx@zjnu.edu.cn

浙江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
信息工程学

院
A10-22-043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凝聚态物理、理论物理、原子与分子物

理、声学、软物质物理、材料物理、光
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
工程、控制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原则上要求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
以上水平；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牛老师：0579-82298525；
邮箱：wdxy@zjnu.edu.cn

浙江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
信息工程学

院
A10-22-044 学科骨干 5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凝聚态物理、理论物理、原子与分子物
理、声学、软物质物理、材料物理、光
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
工程、控制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牛老师：0579-82298525；
邮箱：wdxy@zjnu.edu.cn

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A10-22-045
学科带头

人
3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生物学（遗传学、植物学、微生物学、
基础医学或动物生理学、生化与分子生
物学），生态学

要求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以上水
平；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82269；
邮箱：zxm218@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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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A10-22-046 学科骨干 8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生物学（遗传学、植物学、微生物学、
基础医学或动物生理学、生化与分子生
物学），生态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82269；
邮箱：zxm218@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A10-22-047
学科带头

人
3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要求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以上水
平；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82269；
邮箱：zxm218@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A10-22-048 学科骨干 8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82269；
邮箱：zxm218@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A10-22-049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及相关学科
具有从事质谱、核磁、电镜等大型仪器管
理、维护及其功能开发相关经验；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82269；
邮箱：zxm218@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A10-22-050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药学及相关学科

要求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以上水
平；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82269；
邮箱：zxm218@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A10-22-051 学科骨干 3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药学及相关学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82269；
邮箱：zxm218@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A10-22-052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生物学、科学方
向）

*中小学正高或特级教师可适当放宽年龄限
制。

杨老师：0579-82282269；
邮箱：zxm218@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A10-22-053 学科骨干 2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生物学、科学方
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杨老师：0579-82282269；
邮箱：zxm218@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
科学学院

A10-22-054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教授 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等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273；
邮箱：dlhj01@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
科学学院

A10-22-055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教授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相关方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273；
邮箱：dlhj01@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
科学学院

A10-22-056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教授
或者教授级

高工
城乡规划、建筑学等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273；
邮箱：dlhj01@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
科学学院

A10-22-057 学科骨干 2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自然地理学、土壤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273；
邮箱：dlhj01@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
科学学院

A10-22-058 学科骨干 2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地理信息系统、遥感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273；
邮箱：dlhj01@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
科学学院

A10-22-059 学科骨干 2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人文地理、经济地理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273；
邮箱：dlhj01@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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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
科学学院

A10-22-060 学科骨干 6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相关方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273；
邮箱：dlhj01@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
科学学院

A10-22-061 学科骨干 3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城乡规划、建筑学等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9-82282273；
邮箱：dlhj01@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工学院 A10-22-062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职业技术教育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俞老师：0579-82288685；
邮箱：yuboe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工学院 A10-22-063
学科带头

人
2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俞老师：0579-82288685；
邮箱：yuboe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工学院 A10-22-064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交通运输工程（轨道交通方向优先）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俞老师：0579-82288685；
邮箱：yuboe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工学院 A10-22-065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职业技术教育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俞老师：0579-82288685；
邮箱：yuboe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工学院 A10-22-066 学科骨干 4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交通运输工程（轨道交通方向优先）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俞老师：0579-82288685；
邮箱：yuboe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工学院 A10-22-067 学科骨干 10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工业设计、设计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俞老师：0579-82288685；
邮箱：yuboe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智能制造研

究院
（工学院）

A10-22-068 学科骨干 5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软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程技术设计研发能力强、工程实践经验
丰富者可放宽年龄限制。

俞老师：0579-82288685；
邮箱：yuboen@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与
教育学院

A10-22-069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

要求达到学校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及以上水
平；
*条件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周老师：0579-82298780；
邮箱：gj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与
教育学院

A10-22-070 学科骨干 6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
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华文教育)、
汉语言文字学、国际关系、传播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周老师：0579-82298780；
邮箱：gjxy@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 A10-22-071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政治学、经济学下各一级学科、教育学
、世界史、管理学下各一级学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郑老师：0579-82286091；
邮箱：zhengru@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 A10-22-072 学科骨干 2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政治学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郑老师：0579-82286091；
邮箱：zhengru@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 A10-22-073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经济学下各一级学科；管理学下的各一

级学科；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
学；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亚非语言
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下各一级
学科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郑老师：0579-82286091；
邮箱：zhengru@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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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含氟新材料

研究所
A10-22-074

学科带头
人

3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动力工程与工
程热物理、制冷及低温工程、材料化学
及相关专业

研究领域为氟化学、氟化工、制冷及低温
工程；
*在国际知名企业任资深科学家或国际知名
大学任副教授及以上者，可以适当放宽年
龄限制。

王老师：0579-82282234；
邮箱：nwwang@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含氟新材料

研究所
A10-22-075 学科骨干 4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动力工程与工
程热物理、制冷及低温工程、材料化学
及相关专业

有工业催化、有机氟化学、热物性研究经
验者优先考虑；
*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王老师：0579-82282234；
邮箱：nwwang@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高等研

究院
A10-22-076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光学
要求省部级及以上人才；
*特别优秀或以团队形式引进的负责人可放
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1-82257670；
邮箱：zhangxf@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高等研

究院
A10-22-077 学科骨干 4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激光、激光雷达、激光光谱及相关专业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1-82257670；
邮箱：zhangxf@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高等研

究院
A10-22-078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物理化学或工业催化
要求省部级及以上人才；
*特别优秀或以团队形式引进的负责人可放
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1-82257670；
邮箱：zhangxf@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高等研

究院
A10-22-079 学科骨干 6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物理化学或工业催化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张老师：0571-82257670；
邮箱：zhangxf@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边疆研究院 A10-22-080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历史学/海陆边疆史地、海洋史、周边
关系史、美国及西欧史

*基础科研或智库成果，特别是基础与现实
问题研究成果双突出者，可以适当放宽年
龄限制。

项老师：0579-82282126；    
邮箱：ecsr@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边疆研究院 A10-22-081
学科带头

人
1 *4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正高

社会学/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问题、
社会变迁

*基础科研或智库成果，特别是基础与现实
问题研究成果双突出者，可以适当放宽年

龄限制。

项老师：0579-82282126；    
邮箱：ecsr@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边疆研究院 A10-22-082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国际政治学/周边关系、北极、美国及

西方政治

*基础科研或智库成果，特别是基础与现实
问题研究成果双突出者，可以适当放宽年

龄限制。

项老师：0579-82282126；    

邮箱：ecsr@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边疆研究院 A10-22-083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理论与
政策、民族地区发展、西藏历史文化、
西北历史文化

*基础科研或智库成果，特别是基础与现实
问题研究成果双突出者，可以适当放宽年
龄限制。

项老师：0579-82282126；    
邮箱：ecsr@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边疆研究院 A10-22-084 学科骨干 1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法学/国际法、海洋法、反恐怖法
*基础科研或智库成果，特别是基础与现实
问题研究成果双突出者，可以适当放宽年
龄限制。

项老师：0579-82282126；    
邮箱：ecsr@zjnu.cn

浙江师范大学
各学院、研
究机构等

A10-22-085 学科骨干 20 *35周岁 *研究生/博士 学校现有相关专业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学历/学位
限制。

姜老师：0579-82282441；    
邮箱：zhaopin@z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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