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教学科研单位名称 系部室名称
引才
数量

人才类型层次 学历学位
学科专业条件要求

（包括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专业）
其他条件和要求 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1 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9）地质学；（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1.单位负责人：李书记，（028）
84078823，2816719020@qq.com
2.单位联系人：许老师，（028）
84075175，157699014@qq.com

2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9）地质学；（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1.单位负责人：李书记，（028）
84078823，2816719020@qq.com
2.单位联系人：许老师，（028）
84075175，157699014@qq.com

3 地球科学学院 测绘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李书记，（028）
84078823，2816719020@qq.com
2.单位联系人：许老师，（028）
84075175，157699014@qq.com

4 地球科学学院 测绘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李书记，（028）
84078823，2816719020@qq.com
2.单位联系人：许老师，（028）
84075175，157699014@qq.com

5 地球科学学院 空间信息技术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5）地理学；（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李书记，（028）
84078823，2816719020@qq.com
2.单位联系人：许老师，（028）
84075175，157699014@qq.com

6 地球科学学院 地球化学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9）地质学；（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30）环境科
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李书记，（028）
84078823，2816719020@qq.com
2.单位联系人：许老师，（028）
84075175，157699014@qq.com

7 能源学院 油气地质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709）地质学；（0708）地球物
理学；（0707）海洋科学

1.单位负责人：施院长，（028）
84079004，szj@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张老师，（028）
84079005，26827483@qq.com

8 能源学院 油气工程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2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从事油气井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碳捕获-利用与封
存（CCUS）方向的研究者优先。

1.单位负责人：施院长，（028）
84079004，szj@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张老师，（028）
84079005，26827483@qq.com

9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系 3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4）土木工程；（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0815）水利工
程；（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19）矿业工程；（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1）力学；（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082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0802）
机械工程

1.单位负责人：李院长，（028）
84079301，lt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钟老师，（028）
84078948，348977354@qq.com

10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系 3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4）土木工程；（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0815）水利工
程；（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19）矿业工程；（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1）力学；（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李院长，（028）
84079301，lt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钟老师，（028）
84078948，34897735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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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01）力学；（0802）机械工程；（0814）土木工程；（0815）
水利工程；（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19）矿业工程；
（0835）软件工程

1.单位负责人：李院长，（028）
84079301，lt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钟老师，（028）
84078948，348977354@qq.com

12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01）力学；（0814）土木工程；（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1.单位负责人：李院长，（028）
84079301，lt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钟老师，（028）
84078948，348977354@qq.com

13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4）土木工程；（0815）水利工程；（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
工程；（0819）矿业工程；（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李院长，（028）
84079301，lt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钟老师，（028）
84078948，348977354@qq.com

14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4）土木工程；（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0815）水利工
程；（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19）矿业工程

1.单位负责人：李院长，（028）
84079301，lt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钟老师，（028）
84078948，348977354@qq.com

15 地球物理学院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708）地球物理学；（0709）地
质学；（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2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文副院长，（028）
84076818，wenxiaotao@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施老师，（028）
84078869，2740794605@qq.com

16 地球物理学院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708）地球物理学；（0709）地
质学；（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2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文副院长，（028）
84076818，wenxiaotao@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施老师，（028）
84078869，2740794605@qq.com

17 地球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与技术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4）天文学；（0708）地球物理学；（0702）物理学；
（0825）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
（0705）地理学；（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12）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0708）地球物理学；（0709）地质学

1.单位负责人：文副院长，（028）
84076818，wenxiaotao@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施老师，（028）
84078869，2740794605@qq.com

18 地球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与技术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704）天文学；（0708）地球物理学；（0702）物理学；
（0825）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
（0705）地理学；（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12）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0708）地球物理学；（0709）地质学

1.单位负责人：文副院长，（028）
84076818，wenxiaotao@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施老师，（028）
84078869，2740794605@qq.com

19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核技术工程系 3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27）核科学与技术；（0702）物理学；（0708）地球物理学；
（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闫书记，（028）
84078968，ych@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773，wangkejia@cdut.edu.cn

20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核技术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27）核科学与技术；（0702）物理学；（0708）地球物理学；
（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闫书记，（028）
84078968，ych@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773，wangkejia@cd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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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核仪器与测控工程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0）信
息与通信工程；（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闫书记，（028）
84078968，ych@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773，wangkejia@cdut.edu.cn

22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核仪器与测控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0）信
息与通信工程；（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闫书记，（028）
84078968，ych@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773，wangkejia@cdut.edu.cn

23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系 3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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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单位负责人：闫书记，（028）
84078968，ych@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773，wangkejia@cdut.edu.cn

24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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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单位负责人：闫书记，（028）
84078968，ych@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773，wangkejia@cdut.edu.cn

25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系 3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7）化学工程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赵院长，（028）
84079016 ，zhqh@163.com
2.单位联系人：魏老师，（028）
84078940，412631836@qq.com

26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07）材料科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赵院长，（028）
84079016 ，zhqh@163.com
2.单位联系人：魏老师，（028）
84078940，412631836@qq.com

27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系 3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3）化学

1.单位负责人：赵院长，（028）
84079016 ，zhqh@163.com
2.单位联系人：魏老师，（028）
84078940，412631836@qq.com

28 管理科学学院 电子商务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
软件工程；（1202）工商管理；（0202）应用经济学；（1205）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1.单位负责人：淳院长，（028）
84077633，cim@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崔老师，（028）
84076577，cuiyong2012@cdut.edu.cn

29 管理科学学院 电子商务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
软件工程；（1202）工商管理；（0202）应用经济学；（1205）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1.单位负责人：淳院长，（028）
84077633，cim@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崔老师，（028）
84076577，cuiyong2012@cdut.edu.cn

30 管理科学学院 工商管理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1202）工商管理

1.单位负责人：淳院长，（028）
84077633，cim@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崔老师，（028）
84076577，cuiyong2012@cdut.edu.cn

31 管理科学学院 工商管理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1202）工商管理

1.单位负责人：淳院长，（028）
84077633，cim@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崔老师，（028）
84076577，cuiyong2012@cd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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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理科学学院 大数据管理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1201）管理科
学与工程；（0701）数学；（0714）统计学

研究方向涉及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人工智能、数据
计算等，有从事大型项目开发、算法研究等经历者
优先考虑。

1.单位负责人：淳院长，（028）
84077633，cim@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崔老师，（028）
84076577，cuiyong2012@cdut.edu.cn

33 管理科学学院 大数据管理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1201）管理科
学与工程；（0701）数学；（0714）统计学

研究方向涉及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人工智能、数据
计算等，有从事大型项目开发、算法研究等经历者
优先考虑。

1.单位负责人：淳院长，（028）
84077633，cim@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崔老师，（028）
84076577，cuiyong2012@cdut.edu.cn

34 文法学院 法学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301）法学

1.单位负责人：谭院长，（028）
84078978，578757862@qq.com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79，24702260@qq.com

35 文法学院 法学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301）法学

1.单位负责人：谭院长，（028）
84078978，578757862@qq.com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79，24702260@qq.com

36 文法学院 法学系 2 青年人才（D） 博士研究生 （0301）法学

1.单位负责人：谭院长，（028）
84078978，578757862@qq.com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79，24702260@qq.com

37 文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1204）公共管理

1.单位负责人：谭院长，（028）
84078978，578757862@qq.com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79，24702260@qq.com

38 文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系 2 青年人才（D） 博士研究生 （1204）公共管理

1.单位负责人：谭院长，（028）
84078978，578757862@qq.com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79，24702260@qq.com

39 文法学院 社会学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303）社会学

1.单位负责人：谭院长，（028）
84078978，578757862@qq.com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79，24702260@qq.com

40 文法学院 社会学系 2 青年人才（D） 博士研究生 （0303）社会学

1.单位负责人：谭院长，（028）
84078978，578757862@qq.com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79，24702260@qq.com

41 文法学院 中文传统文化教学中心 2 青年人才（D） 博士研究生 （0501）中国语言文学

1.单位负责人：谭院长，（028）
84078978，578757862@qq.com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79，24702260@qq.com

42 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502）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等）；（0501）中
国语言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等）；（0401）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
育技术学等）；（0603）世界史（世界地区国别史、世界近现代史
、专门史与整体史等）；（0302）政治学（国际关系、外交学、国
别与区域研究等）

国内毕业的博士研究生，除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
外，其他学科专业要求本科为英语专业，或硕士研
究生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或翻译专业硕士。

1.单位负责人：刘院长，（028）
84076173，lyzhi@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33，54441801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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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502）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等）；（0501）中
国语言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等）；（0401）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
育技术学等）；（0603）世界史（世界地区国别史、世界近现代史
、专门史与整体史等）；（0302）政治学（国际关系、外交学、国
别与区域研究等）

国内毕业的博士研究生，除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
外，其他学科专业要求本科为英语专业，或硕士研
究生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或翻译专业硕士。

1.单位负责人：刘院长，（028）
84076173，lyzhi@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33，544418011@qq.com

44 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 2 青年人才（D） 博士研究生

（0502）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等）；（0501）中
国语言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等）；（0401）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
育技术学等）；（0603）世界史（世界地区国别史、世界近现代史
、专门史与整体史等）；（0302）政治学（国际关系、外交学、国
别与区域研究等）

国内毕业的博士研究生，除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
外，其他学科专业要求本科为英语专业，或硕士研
究生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或翻译专业硕士。

1.单位负责人：刘院长，（028）
84076173，lyzhi@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8933，544418011@qq.com

45 商学院 财务会计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1202）工商管理

1.单位负责人：花院长，（028）
84077902，huahy@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霍老师，（028）
84076701，2363373918@qq.com

46 商学院 财务会计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1202）工商管理

1.单位负责人：花院长，（028）
84077902，huahy@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霍老师，（028）
84076701，2363373918@qq.com

47 商学院 财务会计系 1 青年人才（D） 博士研究生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1202）工商管理

1.单位负责人：花院长，（028）
84077902，huahy@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霍老师，（028）
84076701，2363373918@qq.com

48 商学院 市场营销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1202）工商管理

1.单位负责人：花院长，（028）
84077902，huahy@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霍老师，（028）
84076701，2363373918@qq.com

49 商学院 应用经济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201）理论经济学；（0202）应用经济学

1.单位负责人：花院长，（028）
84077902，huahy@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霍老师，（028）
84076701，2363373918@qq.com

50 商学院 应用经济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201）理论经济学；（0202）应用经济学

1.单位负责人：花院长，（028）
84077902，huahy@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霍老师，（028）
84076701，2363373918@qq.com

51 商学院 金融投资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201）理论经济学；（0202）应用经济学

1.单位负责人：花院长，（028）
84077902，huahy@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霍老师，（028）
84076701，2363373918@qq.com

52 商学院 金融投资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201）理论经济学；（0202）应用经济学

1.单位负责人：花院长，（028）
84077902，huahy@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霍老师，（028）
84076701，2363373918@qq.com

53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新闻传播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503）新闻传播学

1.单位负责人：曾书记，（028）
84079940，zeng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张老师，（028）
84077486，zhangyawei@cd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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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新闻传播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503）新闻传播学

1.单位负责人：曾书记，（028）
84079940，zeng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张老师，（028）
84077486，zhangyawei@cdut.edu.cn

55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表演播音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501）中国语言文学；（0503）新闻传播学；（1301）艺术学理
论；（1303）戏剧与影视学

1.单位负责人：曾书记，（028）
84079940，zeng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张老师，（028）
84077486，zhangyawei@cdut.edu.cn

56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编导戏文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1301）艺术学理论；（1303）戏剧与影视学

1.单位负责人：曾书记，（028）
84079940，zeng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张老师，（028）
84077486，zhangyawei@cdut.edu.cn

57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1305）设计学

1.单位负责人：曾书记，（028）
84079940，zengb@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张老师，（028）
84077486，zhangyawei@cdut.edu.cn

58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系/

休闲体育系
2 青年人才（D） 博士研究生 （0403） 体育学

1.单位负责人：文院长，（028）
84073288，292716987@qq.com
2.单位联系人：张老师，（028）
84078779，449561239@qq.com

59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牛津布鲁克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39）网络空
间安全；（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0701）数学；（0714）统计
学；（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0702）物理学

1.单位负责人：周书记，（028）
84077217，ztw@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3785，wanghuiming15@cdut.edu.cn

60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牛津布鲁克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系 3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39）网络空
间安全；（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0701）数学；（0714）统计
学；（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0702）物理学

1.单位负责人：周书记，（028）
84077217，ztw@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3785，wanghuiming15@cdut.edu.cn

61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牛津布鲁克斯学院）

软件工程系 3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10）信息与
通信工程；（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081802）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701）数学；（0714）统计学；（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0702）物理学；（0803）光学工程

1.单位负责人：周书记，（028）
84077217，ztw@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3785，wanghuiming15@cdut.edu.cn

62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牛津布鲁克斯学院）

软件工程系 5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10）信息与
通信工程；（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081802）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701）数学；（0714）统计学；（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0702）物理学；（0803）光学工程

1.单位负责人：周书记，（028）
84077217，ztw@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3785，wanghuiming15@cdut.edu.cn

63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牛津布鲁克斯学院）

人工智能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10）信息与
通信工程；（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
（0823）交通运输工程；（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0701）数
学；（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
（0714）统计学

1.单位负责人：周书记，（028）
84077217，ztw@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3785，wanghuiming15@cd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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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牛津布鲁克斯学院）

人工智能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10）信息与
通信工程；（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
（0823）交通运输工程；（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0701）数
学；（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
（0714）统计学

1.单位负责人：周书记，（028）
84077217，ztw@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3785，wanghuiming15@cdut.edu.cn

65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牛津布鲁克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3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10）信息与
通信工程；（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081802）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701）数学；（0714）统计学；（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0702）物理学；（0803）光学工程

1.单位负责人：周书记，（028）
84077217，ztw@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3785，wanghuiming15@cdut.edu.cn

66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牛津布鲁克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4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10）信息与
通信工程；（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
（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081802）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701）数学；（0714）统计学；（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0702）物理学；（0803）光学工程

1.单位负责人：周书记，（028）
84077217，ztw@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3785，wanghuiming15@cdut.edu.cn

67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旅游开发与管理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1202）工商管理；（0202）应用经济学；（0705）地理学

1.单位负责人：陈院长，（028）
84075128，253198942@qq.com
2.单位联系人：路老师，（028）
84073551，8749358@qq.com

68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城乡规划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33）城乡规划学；（0813）建筑学

能够承担城乡规划与建筑设计类课程、素描等课程
教学。

1.单位负责人：陈院长，（028）
84075128，253198942@qq.com
2.单位联系人：路老师，（028）
84073551，8749358@qq.com

69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建筑学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13）建筑学；（0833）城乡规划学

1.单位负责人：陈院长，（028）
84075128，253198942@qq.com
2.单位联系人：路老师，（028）
84073551，8749358@qq.com

70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风景园林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34）风景园林学；（0833）城乡规划学；（0813）建筑学；
（0713）生态学；（0907）林学；（0705）地理学；（0814）土木
工程；（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1305）设计学

本科所学专业为园林或风景园林或城乡（市）规划
或建筑学专业之一；有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经
验，能够承担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教学与研究等工
作。

1.单位负责人：陈院长，（028）
84075128，253198942@qq.com
2.单位联系人：路老师，（028）
84073551，8749358@qq.com

71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风景园林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34）风景园林学；（0833）城乡规划学；（0813）建筑学；
（0713）生态学；（0907）林学；（0705）地理学；（0814）土木
工程；（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1305）设计学

本科所学专业为园林或风景园林或城乡（市）规划
或建筑学专业之一；有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经
验，能够承担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教学与研究等工
作。

1.单位负责人：陈院长，（028）
84075128，253198942@qq.com
2.单位联系人：路老师，（028）
84073551，8749358@qq.com

72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13）生态学

1.单位负责人：裴院长，（028）
84073411，379975180@qq.com
2.单位联系人：陈老师，（028）
84073434，996194852@qq.com

73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2901）森林工程

1.单位负责人：裴院长，（028）
84073411，379975180@qq.com
2.单位联系人：陈老师，（028）
84073434，9961948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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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

具有工程背景，能胜任大气污染控制和固废处理处
置教学工作。

1.单位负责人：裴院长，（028）
84073411，379975180@qq.com
2.单位联系人：陈老师，（028）
84073434，996194852@qq.com

75 生态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

具有工程背景，能胜任大气污染控制和固废处理处
置教学工作。

1.单位负责人：裴院长，（028）
84073411，379975180@qq.com
2.单位联系人：陈老师，（028）
84073434，996194852@qq.com

76 数理学院 应用数学系 3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1）数学；（0708）地球物理学；（0709）地质学；（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1.单位负责人：王副院长，（028）
84078231，653453840@qq.com
2.单位联系人：骆老师，（028）
84077476，8669392@qq.com

77 数理学院 应用数学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701）数学；（0708）地球物理学；（0709）地质学；（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1.单位负责人：王副院长，（028）
84078231，653453840@qq.com
2.单位联系人：骆老师，（028）
84077476，8669392@qq.com

78 数理学院
应用统计系（信息与计

算科学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1）数学；（0714）统计学

1.单位负责人：王副院长，（028）
84078231，653453840@qq.com
2.单位联系人：骆老师，（028）
84077476，8669392@qq.com

79 数理学院
应用统计系（信息与计

算科学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701）数学；（0714）统计学

1.单位负责人：王副院长，（028）
84078231，653453840@qq.com
2.单位联系人：骆老师，（028）
84077476，8669392@qq.com

80 数理学院 物理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2）物理学；（0803）光学工程；（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王副院长，（028）
84078231，653453840@qq.com
2.单位联系人：骆老师，（028）
84077476，8669392@qq.com

81 数理学院 物理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702）物理学；（0803）光学工程；（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1.单位负责人：王副院长，（028）
84078231，653453840@qq.com
2.单位联系人：骆老师，（028）
84077476，8669392@qq.com

82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802）机械工程；（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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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0827）
核科学与技术；（082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0805）材料科学与
工程

1.单位负责人：蒋院长，（028）
84078868，jgcdut@qq.com
2.单位联系人：何老师，（028）
84078865，7344616@qq.com

83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802）机械工程；（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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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0827）
核科学与技术；（082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0805）材料科学与
工程

1.单位负责人：蒋院长，（028）
84078868，jgcdut@qq.com
2.单位联系人：何老师，（028）
84078865，7344616@qq.com

84 机电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1）数学；（0702）物理学；（0708）地球物理学；（0711）
系统科学；（0714）统计学；（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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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
（0827）核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37）安全科学与
工程；（0839）网络空间安全；（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蒋院长，（028）
84078868，jgcdut@qq.com
2.单位联系人：何老师，（028）
84078865，734461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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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机电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系 2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701）数学；（0702）物理学；（0708）地球物理学；（0711）
系统科学；（0714）统计学；（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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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
（0827）核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37）安全科学与
工程；（0839）网络空间安全；（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蒋院长，（028）
84078868，jgcdut@qq.com
2.单位联系人：何老师，（028）
84078865，7344616@qq.com

86 机电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1）数学；（0702）物理学；（0708）地球物理学；（0711）
系统科学；（0714）统计学；（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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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
（0827）核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37）安全科学与
工程；（0839）网络空间安全；（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蒋老师，（028）
84078868，jgcdut@qq.com
2.单位联系人：何老师，（028）
84078865，7344616@qq.com

87 机电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系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701）数学；（0702）物理学；（0708）地球物理学；（0711）
系统科学；（0714）统计学；（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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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6）兵器科学与技术；
（0827）核科学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37）安全科学与
工程；（0839）网络空间安全；（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蒋院长，（028）
84078868，jgcdut@qq.com
2.单位联系人：何老师，（028）
84078865，7344616@qq.com

88 沉积地质研究院 —— 1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9）地质学；（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1.单位负责人：文院长，（028）
84079807，wenhuaguo08@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龚老师，（028）
84073252，819544056@qq.com

89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

国家重点实验室
—— 5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1）数学；（0702）物理学；（0703）化学；（0704）天文
学；（0705）地理学；（0706）大气科学；（0707）海洋科学；
（0708）地球物理学；（0709）地质学；（0710）生物学；
（0711）系统科学；（0801）力学；（0802）机械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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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0）信息与通信工
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3）建筑学；（0814）土木
工程；（0815）水利工程；（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0817）化
学工程与技术；（0818）地质资源地质工程；（0819）矿业工程；
（082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范副主任，（028）
84078677，fxm_cdut@qq.com
2.单位联系人：李老师，（028）
84073193，411929137@qq.com

90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

国家重点实验室
—— 5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701）数学；（0702）物理学；（0703）化学；（0704）天文
学；（0705）地理学；（0706）大气科学；（0707）海洋科学；
（0708）地球物理学；（0709）地质学；（0710）生物学；
（0711）系统科学；（0801）力学；（0802）机械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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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0）信息与通信工
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3）建筑学；（0814）土木
工程；（0815）水利工程；（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0817）化
学工程与技术；（0818）地质资源地质工程；（0819）矿业工程；
（082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

1.单位负责人：范副主任，（028）
84078677，fxm_cdut@qq.com
2.单位联系人：李老师，（028）
84073193，411929137@qq.com

91
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 6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1）

博士研究生

（0709）地质学；（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20）石油与
天然气工程；（0708）地球物理学；（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701）数学；（0801）力学；（0802）机械工程；（0804）仪器
科学与技术；（0807）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0814）土木工程

1.单位负责人：李副主任，（028）
84079077，lizhiwu06@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9071，28442909@qq.com

92
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 4

学科专业后备人才
（C2）

博士研究生

（0709）地质学；（0818）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20）石油与
天然气工程；（0708）地球物理学；（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701）数学；（0801）力学；（0802）机械工程；（0804）仪器
科学与技术；（0807）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0814）土木工程

1.单位负责人：李副主任，（028）
84079077，lizhiwu06@cdut.edu.cn
2.单位联系人：王老师，（028）
84079071，284429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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