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2023年度第一批专任教师招聘岗位需求表

序号 学院 系所（科研平台） 设岗学科 拟聘职务 人数 研究方向

1 哲学系 /

哲学 教授 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

、逻辑学

哲学 副教授 1 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

哲学 副教授 1 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

哲学 助理教授 2 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外国哲学

2 中国语言文学系 /

中国语言文学 教授 6

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

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副教授 11

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

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助理教授 6

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

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 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历史学系 中国史 教授 2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专门史、

历史文献学

历史学系 世界史 教授 1 地区与国别史

考古学系 考古学 教授 2 专门考古、史前考古

历史学系 中国史 副教授 1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专门史、

历史文献学

历史学系 世界史 副教授 1 地区与国别史

考古学系 考古学 助理教授 1 专门考古、史前考古

历史学系 中国史 助理教授 2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专门史、

历史文献学

历史学系 世界史 助理教授 1 地区与国别史

4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系、广告学系、传播学系 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 教授 1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

新闻学系、广告学系、传播学系 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 副教授 1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

新闻学系 新闻学 助理教授 2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广告学系 广告学 助理教授 1 广告学

传播学系 传播学 助理教授 1 传播学



序号 学院 系所（科研平台） 设岗学科 拟聘职务 人数 研究方向

5 外文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系 英语语言文学 教授 4
翻译学、语言学、国别区域研究、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外语教学部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教授 3
语言学、翻译学、国别区域研究、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日语语言文学系 日语语言文学 教授 2 日本文学、日语语言学

法语语言文学系 法语语言文学 教授 2
翻译学、语言学、文学、比较文学与跨

文化研究、国别区域研究

欧洲语言文学系
俄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文

学
教授 2

语言学、翻译学、文学、国别区域研究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英语语言文学系 英语语言文学 副教授 4
翻译学、语言学、国别区域研究、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外语教学部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副教授 4
语言学、翻译学、国别区域研究、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法语语言文学系 法语语言文学 副教授 3
翻译学、语言学、文学、比较文学与跨

文化研究、国别区域研究

欧洲语言文学系
俄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文

学
副教授 1

语言学、翻译学、文学、国别区域研究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英语语言文学系 英语语言文学 助理教授 3
翻译学、语言学、国别区域研究、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外语教学部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助理教授 4
语言学、翻译学、国别区域研究、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外国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系 日语语言文学 助理教授 1 日语语言学

法语语言文学系 法语语言文学 助理教授 1
翻译学、语言学、文学、比较文学与跨

文化研究、国别区域研究

欧洲语言文学系 俄语语言文学 助理教授 2
语言学、翻译学、文学、国别区域研究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6 艺术学院

音乐系 音乐与舞蹈学 教授 2 音乐表演、音乐学理论

美术系 美术学 教授 2 绘画、雕塑、美术学理论

音乐系 音乐与舞蹈学 副教授 4 音乐表演、舞蹈表演、音乐学理论

美术系 美术学 副教授 3 绘画、雕塑、美术学理论

音乐系 音乐与舞蹈学 助理教授 2 声乐、管弦乐、键盘

美术系 美术学 助理教授 4 绘画、雕塑、美术学理论



序号 学院 系所（科研平台） 设岗学科 拟聘职务 人数 研究方向

7
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

外教育学院

华文系 国际中文教育 教授 2 语言、文化和教育相关

华文系 国际中文教育 副教授 3 语言、文化和教育相关

华文系 国际中文教育 助理教授 4 语言、文化和教育相关

8 创意与创新学院 /

视觉传达设计 教授 2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教授 2
建筑史、建筑文化遗产、城市设计、城

市计算

数字媒体艺术 教授 1
多模态人机交互、艺术设计与人工智能

的融合、创意计算、新媒体艺术

视觉传达设计 副教授 1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副教授 3
建筑史、建筑文化遗产、城市设计、城

市计算

数字媒体艺术 副教授 2
多模态人机交互、艺术设计与人工智能

的融合、创意计算、新媒体艺术

视觉传达设计 助理教授 2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助理教授 4
建筑史、建筑文化遗产、城市设计、城

市计算

数字媒体艺术 助理教授 4
多模态人机交互、艺术设计与人工智能

的融合、创意计算、新媒体艺术

9 电影学院

戏剧影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教授 2
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中外艺术史

论

数字媒体技术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方向） 教授 1 数字媒体技术

戏剧影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副教授 2
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中外艺术史

论

数字媒体技术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方向） 副教授 1 数字媒体技术

戏剧影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助理教授 7
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中外艺术史

论

数字媒体技术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方向） 助理教授 4 数字媒体技术



序号 学院 系所（科研平台） 设岗学科 拟聘职务 人数 研究方向

10
经济学院、邹至庄经

济研究院

经济学系、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经

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

想史、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世界经

济、宏观经济学）

教授 3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

、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世

界经济、宏观经济学等

财政系、金融系、国际经济与贸易

系、经济研究所、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

应用经济学（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能源经济

学）

教授 10

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

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

学、能源经济学等

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系
统计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

济信息管理学）
教授 3

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

济信息管理学等

经济学系、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经

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

想史、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世界经

济、宏观经济学）

副教授 4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

、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世

界经济、宏观经济学等

财政系、金融系、国际经济与贸易

系、经济研究所、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

应用经济学（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能源经济

学）

副教授 10

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

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

学、能源经济学等

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系
统计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

济信息管理学）
副教授 6

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

济信息管理学等

经济学系、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经

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

想史、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世界经

济、宏观经济学）

助理教授 6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

、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世

界经济、宏观经济学等

财政系、金融系、国际经济与贸易

系、经济研究所、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

应用经济学（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能源经济

学）

助理教授 8

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

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

学、能源经济学等

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系
统计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

济信息管理学）
助理教授 4

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

济信息管理学等

11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

理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教授 1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宏

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

应用经济学（金融学、数量经济学、劳动经济

学）
教授 3

金融学、数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区

域经济学等

统计学 教授 1 理论与应用统计、概率论、随机过程等

理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副教授 1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宏

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

应用经济学（金融学、数量经济学、劳动经济

学）
副教授 1

金融学、数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区

域经济学等

统计学 副教授 1 理论与应用统计、概率论、随机过程等

理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助理教授 2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宏

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

应用经济学（金融学、数量经济学、劳动经济

学）
助理教授 2

金融学、数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区

域经济学等

统计学 助理教授 2 理论与应用统计、概率论、随机过程等



序号 学院 系所（科研平台） 设岗学科 拟聘职务 人数 研究方向

12 管理学院

会计系、企业管理系、财务学系、

旅游与酒店管理系、管理科学系、

市场学系、工商管理教育中心

会计学、企业管理、财务学、旅游管理、管理科

学与工程、技术经济与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

理

教授 5

研究领域优先但不限于会计学、审计学

、财务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创新与创业管理、城市规划、旅游创意

、旅游商务模式、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运营管理、市场营销、商业伦理与社

会责任等

会计系、企业管理系、财务学系、

旅游与酒店管理系、管理科学系、

市场学系

会计学、企业管理、财务学、旅游管理、管理科

学与工程、技术经济与管理、市场营销
副教授 8

研究领域优先但不限于会计学、审计学

、财务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创新与创业管理、城市规划、旅游创意

、旅游商务模式、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运营管理、市场营销

会计系、企业管理系、财务学系、

旅游与酒店管理系、管理科学系、

市场学系

会计学、企业管理、财务学、旅游管理、管理科

学与工程、技术经济与管理、市场营销
助理教授 10

研究领域优先但不限于会计学、审计学

、财务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创新与创业管理、城市规划、旅游创意

、旅游商务模式、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运营管理、市场营销

13
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

院
/

工商管理（财务学、会计学） 教授 1 财务学、会计学

工商管理（财务学、会计学） 副教授 2 财务学、会计学

工商管理（财务学、会计学） 助理教授 3 财务学、会计学

14 知识产权研究院 /

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产权管理 教授 1 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产权管理

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产权管理 助理教授 1 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产权管理

15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管理系 行政管理 教授 2
行政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社会治理

、应急管理等

政治学系 政治学理论 教授 1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政治思想史

公共管理系 行政管理 副教授 1
行政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社会治理

、应急管理等

公共管理系 行政管理 助理教授 2
行政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社会治理

、应急管理等

16 公共政策研究院 /

公共政策 教授 1
公共政策分析、人才政策、区域发展政

策等

心理学 教授 1
认知神经科学、社会认知与文化、认知

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

公共政策 助理教授 1
公共政策分析、人才政策、区域发展政

策等

心理学 助理教授 2
认知神经科学、社会认知与文化、认知

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



序号 学院 系所（科研平台） 设岗学科 拟聘职务 人数 研究方向

17 社会与人类学院

社会学系 社会学 教授 3

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律社会学

、人口与健康、社会政策、社会研究方

法、社会学其它相关方向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人类学 教授 1 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人类学研究

所）
人类学 教授 1

体质人类学、演化语言学、生物考古、

分子人类学

非洲研究中心 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口学 教授 1
考古、环境、医学、地理、经济、考古

、族群相关研究领域

社会学系 社会学 副教授 1

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律社会学

、人口与健康、社会政策、社会研究方

法、社会学其它相关方向

社会学系（人口与生态研究所） 人口学 副教授 1
人口流动、社会网络分析、人口/资源与

环境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人类学 副教授 2 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

社会工作系 社会工作 副教授 2
健康社会工作或者社会政策、儿童青少

年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

非洲研究中心 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口学 副教授 1
考古、环境、医学、地理、经济、考古

、族群相关研究领域

社会学系 社会学 助理教授 2
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政策、

文化社会学、社会研究方法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人类学 助理教授 4 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人类学研究

所）
人类学 助理教授 2

体质人类学、演化语言学、生物考古、

分子人类学

社会工作系 社会工作 助理教授 1
健康社会工作或者社会政策、儿童青少

年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党的建设）

教授 6 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防教育学 教授 1 国防教育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党的建设）

副教授 4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党的建设）

副教授 1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党的建设）

助理教授 1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防教育学 助理教授 2 国防教育学



序号 学院 系所（科研平台） 设岗学科 拟聘职务 人数 研究方向

19
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

究院

国际关系系 政治学（国际关系） 教授 2
国际关系（亚太、东南亚、华侨华人、

国际政治理论领域）

侨务与外交系 世界史（专门史） 教授 1
专门史（亚太、东南亚、华侨华人领

域）

侨务与外交系 理论经济学（世界经济） 教授 1
世界经济（亚太、东南亚、华侨华人领

域）

国际关系系 政治学（国际关系） 副教授 1
国际关系（亚太、东南亚、华侨华人、

国际政治理论领域）

侨务与外交系 理论经济学（世界经济） 副教授 1
世界经济（亚太、东南亚、华侨华人领

域）

国际关系系 政治学（国际关系） 助理教授 2
国际关系（亚太、东南亚、华侨华人、

国际政治理论领域）

侨务与外交系 世界史（专门史） 助理教授 1
专门史（亚太、东南亚、华侨华人领

域）

侨务与外交系 理论经济学（世界经济） 助理教授 1
世界经济（亚太、东南亚、华侨华人领

域）

20 教育研究院 /

高等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发展与治理、 国际与

比较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
教授 2

高等教育信息化、高等教育原理、高等

教育历史与文化、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

、比较与国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

与治理、高等教育心理学

高等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发展与治理、国际与

比较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
副教授 1

高等教育信息化、高等教育原理、高等

教育历史与文化、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

、比较与国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

与治理、高等教育心理学

高等教育学、 教育史、教育发展与治理、国际与

比较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
助理教授 2

高等教育信息化、高等教育原理、高等

教育历史与文化、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

、比较与国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

与治理、高等教育心理学

21 台湾研究院 /

两岸关系 教授 2
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学、教育

、社会等

两岸关系 副教授 1
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学、教育

、社会等

两岸关系 助理教授 4
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学、教育

、社会等

22 体育教学部 /

体育学 教授 2 体育学

体育学 副教授 1 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学

体育学 副教授 1 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学

体育学 助理教授 1
体育学、社会学、法学、医学、教育学

等

体育学 助教 1 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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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师发展中心 /

教育学 教授 2 教育学

教育学 副教授 1 历史学、教育史

教育学 助理教授 2 教育学

24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系、信息与计算数

学系、概率与数理统计系

数学（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运筹学

与控制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教授 6

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运筹

与优化、概率统计

数学与应用数学系、信息与计算数

学系、概率与数理统计系

数学（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运筹学

与控制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副教授 6

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运筹

与优化、概率统计

数学与应用数学系、信息与计算数

学系、概率与数理统计系

数学（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运筹学

与控制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助理教授 8

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运筹

与优化、概率统计

2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系 凝聚态物理、光学、理论物理、半导体光电 教授 4
凝聚态物理、光学、理论物理、半导体

光电

物理学系 凝聚态物理、光学、理论物理、半导体光电 副教授 1
凝聚态物理、光学、理论物理、半导体

光电

物理学系 凝聚态物理、光学、理论物理、半导体光电 助理教授 5
凝聚态物理、光学、理论物理、半导体

光电

26 化学化工学院 /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教授 2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教授 1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副教授 1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27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人工智能系

、软件工程系、信息与通信工程系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

与理论、人工智能、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

教授 8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

算机软件与理论、人工智能、软件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通信与信息系统、信

号与信息处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人工智能系

、软件工程系、信息与通信工程系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

与理论、人工智能、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

副教授 3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

算机软件与理论、人工智能、软件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通信与信息系统、信

号与信息处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软件工程系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

与理论、软件工程
副教授 2

1.网络安全、区块链、网络协议安全、

网络通信安全、密码学、网络内容安全

、多媒体舆情分析、内容分析与理解、

计算机取证等网络安全方向；2.软件工

程，嵌入式软件工程技术及应用、嵌入

式信息系统开发、嵌入式智能软件等嵌

入式软件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软件工程系

、信息与通信工程系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

与理论、软件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

息处理

助理教授 3

1.网络安全、区块链、网络协议安全、

网络通信安全、密码学、网络内容安全

、多媒体舆情分析、内容分析与理解、

计算机取证等网络安全方向；2.嵌入式

软件工程技术及应用、嵌入式信息系统

开发、嵌入式智能软件等嵌入式软件方

向；3.导航与位置服务、水声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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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生物材料系
高分子材料、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生物材

料、软物质功能与材料
副教授 1

高性能陶瓷材料、纳米功能材料、能源

材料、表面工程和高分子材料、材料加

工工程、生物医用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生物材料系
高分子材料、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生物材

料、软物质功能与材料
副教授 1

高性能陶瓷材料、纳米功能材料、能源

材料、表面工程和高分子材料、材料加

工工程、生物医用材料

29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系 建筑学 教授 2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历史与理论、

建筑技术科学

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 教授 1 土木工程

建筑系 建筑学 副教授 1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历史与理论、

建筑技术科学、建筑美术

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 副教授 1
结构工程、防灾减灾、桥梁工程、岩土

工程、工程管理

城市规划系 城乡规划学 副教授 1
城乡规划设计与理论、城乡管理与实施

、城乡规划技术及应用等

建筑系 建筑学 助理教授 2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历史与理论、

建筑技术科学、建筑美术

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 助理教授 3
结构工程、防灾减灾、桥梁工程、岩土

工程

30 能源学院

新能源学系、储能学系 先进能源 教授 3 新能源、储能

新能源学系、储能学系 先进能源 副教授 2 新能源、储能

新能源学系、储能学系 先进能源 助理教授 7 新能源、储能

31 人工智能研究院 /

人工智能 教授 3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机器学习、人工智

能芯片、半导体类脑器件、自然语言处

理、认知神经科学、机器感知与机器视

觉、模式识别与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安

全、人工智能交叉等

人工智能 副教授 3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机器学习、人工智

能芯片、半导体类脑器件、自然语言处

理、认知神经科学、机器感知与机器视

觉、模式识别与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安

全、人工智能交叉等

人工智能 助理教授 3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机器学习、人工智

能芯片、半导体类脑器件、自然语言处

理、认知神经科学、机器感知与机器视

觉、模式识别与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安

全、人工智能交叉等

32
柔性电子（未来技

术）研究院
/

材料与化工、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物理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教授 5

柔性电子材料、生物健康电子、智能电

子系统

材料与化工、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物理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5

柔性电子材料、生物健康电子、智能电

子系统

材料与化工、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物理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助理教授 4

柔性电子材料、生物健康电子、智能电

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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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系、细胞生物学系、生物化

学系、免疫与微生物学系、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系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教授 2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学系、细胞生物学系、生物化

学系、免疫与微生物学系、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系

细胞生物学 教授 2 细胞生物学

生物学系、细胞生物学系、生物化

学系、免疫与微生物学系、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系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副教授 1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学系、细胞生物学系、生物化

学系、免疫与微生物学系、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系

细胞生物学 副教授 1 细胞生物学

生物学系、细胞生物学系、生物化

学系、免疫与微生物学系、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系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助理教授 2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学系、细胞生物学系、生物化

学系、免疫与微生物学系、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系

细胞生物学 助理教授 1 细胞生物学

生物学系、细胞生物学系、生物化

学系、免疫与微生物学系、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系

遗传学 助理教授 1 遗传学

生物学系、细胞生物学系、生物化

学系、免疫与微生物学系、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系

发育生物学 助理教授 1 发育生物学

34 医学院 /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护理学、口腔医

学
教授 8

1.基础医学类：生理学、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药理学

、病原生物学、生殖医学、眼科学、肿

瘤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

、神经生物学、免疫学、干细胞生物学

、生物信息统计学等

2.口腔医学

3.中医学

4.护理学

5.临床医学类：心血管、消化、神经、

呼吸、内分泌、血液、重症医学、儿科

学、妇产科学、老年医学、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肿瘤学等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护理学、口腔医

学
副教授 10

1.基础医学类：生理学、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药理学

、病原生物学、生殖医学、眼科学、肿

瘤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

、神经生物学、免疫学、干细胞生物学

、生物信息统计学等

2.口腔医学

3.中医学

4.护理学

5.临床医学类：心血管、消化、神经、

呼吸、内分泌、血液、重症医学、儿科

学、妇产科学、老年医学、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肿瘤学等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护理学、口腔医

学
助理教授 10

1.基础医学类：生理学、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药理学

、病原生物学、生殖医学、眼科学、肿

瘤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

、神经生物学、免疫学、干细胞生物学

、生物信息统计学等

2.口腔医学

3.中医学

4.护理学

5.临床医学类：心血管、消化、神经、

呼吸、内分泌、血液、重症医学、儿科

学、妇产科学、老年医学、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肿瘤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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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药学院 /

药学 教授 3
药理学、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

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方向

药学 助理教授 4
药理学、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

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方向

36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系、实验医学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医学技术、转化医学等 教授 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

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

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社会医学

与卫生事业管理、医学检验、医学实验

、医学影像、转化医学、免疫学、微生

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

预防医学系、实验医学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医学技术、转化医学等 副教授 2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

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

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社会医学

与卫生事业管理、医学检验、医学实验

、医学影像、转化医学、免疫学、微生

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

预防医学系、实验医学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医学技术、转化医学等 助理教授 2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

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

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社会医学

与卫生事业管理、医学检验、医学实验

、医学影像、转化医学、免疫学、微生

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

37 海洋与地球学院

海洋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海洋生物科学、海洋生物技术 教授 2 海洋生物科学、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化学与地球化学系、地质海洋

学系
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学 教授 4

应用海洋化学、海洋有机地球化学、海

洋地球物理与海洋地质、海平面变化与

第四纪研究

应用海洋物理与工程系、物理海洋

学系
海洋物理学、物理海洋学 教授 3 海洋物理学、物理海洋学

海洋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海洋生物科学、海洋生物技术 副教授 2 海洋生物科学、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海洋生物科学、海洋生物技术 助理教授 1 海洋生物科学、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化学与地球化学系、地质海洋

学系
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学 副教授 2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海洋地质、海

洋工程、海洋灾害与海洋地质过程

应用海洋物理与工程系、物理海洋

学系
海洋物理学、物理海洋学 副教授 2 海洋物理学、物理海洋学

海洋化学与地球化学系、地质海洋

学系
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学 助理教授 1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海洋地质与第

四纪环境的定量研究

应用海洋物理与工程系、物理海洋

学系
海洋物理学、物理海洋学 助理教授 2 海洋物理学、物理海洋学



序号 学院 系所（科研平台） 设岗学科 拟聘职务 人数 研究方向

38 碳中和创新研究中心 /

海洋科学、环境科学、生态学 教授 4
海洋负排放技术、海洋碳循环、微型生

物碳泵

海洋科学、环境科学、生态学 副教授 3
海洋负排放技术、海洋碳循环、微型生

物碳泵

海洋科学、环境科学、生态学 助理教授 3
海洋负排放技术、海洋碳循环、微型生

物碳泵

39 环境与生态学院 /

生态学 教授 2

可持续生态学、海洋生态学、植物生态

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修复

生态学（含生态工程）、生态系统生态

学、景观生态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教授 2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系统工程、

环境生态工程、环境规划与管理

生态学 助理教授 1

可持续生态学、海洋生态学、植物生态

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修复

生态学（含生态工程）、生态系统生态

学、景观生态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助理教授 1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系统工程、

环境生态工程、环境规划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