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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

2023年科研技术类岗位招聘计划（第一批）

一、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中心

（一）中心介绍

中心聚集了以郭东明院士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的优秀科研团队，依托大连

理工大学机械、力学等优势学科，以国家级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工业装

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精密与特种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

为支撑，与宁波市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开展高端装备结构创新设计、高

性能传感/执行器件制造技术、高性能零件智能制造技术、先进复合材料数字化

高效制造技术等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中心团队在超精密制造技术与装

备、微纳米制造技术与装备、智能装配技术与装备等方向形成鲜明特色，多项研

究居国内领先地位，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2 项、“国家技术进步二等

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省部级奖项 10余项。

（二）岗位需求

1. 海洋装备强度分析与创新设计团队

大连理工大学阎军教授领衔的海洋装备强度分析与创新设计团队，始终秉承

建设海洋强国的“蓝色信念”，长期致力于海洋装备结构监测、海洋柔性管缆结

构设计与测试、海洋管缆安装运维以及附属构件的加工制造等领域研究，解决了

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难题，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为国家海洋装备设计、制

造和安全保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岗位

1.博士学位，拥有高级职称者先优；
2.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及沟通能力；主持过
横、纵向项目或有产业化经验的优先；
3.方向：1）海洋柔性管缆及附属装置研发方
向；2）装备结构监测技术研发和数字孪生
系统开发；3）海洋工程或装备智能化设计
软件开发。具备有限元分析、高分子材料装

力学、海洋工
程、高分子材
料成型、机械
工程相关专业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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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精密加工团队

团队由郭江教授作为团队负责人，始终秉承“求实创新”的科研精神，瞄准

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在光学以及精密模

具的智能制造及检测等领域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团队多年来打下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10余项。研究成果在

国内、日本以及新加坡企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3. 复杂能量系统数字孪生创新团队

复杂能量系统数字孪生创新团队包括教授 3名、副教授 4名，其中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 1名。团队具有强有力的科研基础，近年来承担了包括“两机专项”、

JW重大基础加强项目、教育部-装发部联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面上项目等一批国家级重大科研任务，同时部分科研成果成功实现了产业化示范，

具备科研向实用转化的充足经验；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大连市科技发明

一等奖在内的多项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

4. 智能装备技术团队

智能装备技术团队是重大装备制造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辽宁）的主要科研

团队之一，是辽宁省数字化设计与智能装备技术重点实验室核心团队。团队共有

成员 70余人，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6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60余人，研究领

域包含高端紧固件/轴承研制、装配工艺设计及精确控制、测试及工艺装备研制等。

置设计与制造、软件开发等相关经验者优先。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岗位 博士学位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计算机、

材料
1 人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岗位

1.博士学位；
2.具备支持、参与项目策划或担任项
目主要完成人、从事能源动力或数字
孪生、仿真开发经验者优先。

热能工程、控制工
程、数字化等相关

专业
1 人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3 / 12

二、新材料与成型技术创新中心

（一）中心介绍

中心聚集了以蹇锡高院士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的优秀科研团队，依托大连

理工大学化工、材料等优势学科，以模塑制品教育部工程中心、三束材料改性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高性能树脂省级工程中心等创新平台为支撑，开展材料成型与

控制工程、金属材料、新型耐高温可溶解高性能树脂、新型功能膜材料、生物医

药材料等前沿、关键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中心团队在研制结构全新的系列新型

耐高温可溶性高性能工程塑料、高性能铜合金连铸凝固过程电磁调控技术及应用

等研究领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3项、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 2项。

（二）岗位需求

5. 铜及特种合金制备与加工技术团队

铜及特种合金制备与加工技术团队是国内领先的金属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

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为大连理工大学李廷举教授和王同敏教授。团队曾获得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拥有包括国家杰青、长江学者、万人计划等在内的高层次创

新人才，老中青三代结合，具备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雄厚的研究基础和实验条

件。团队已承担几十项国家级项目，结合宁波产业特色和新材料需求，开展高熵

合金、铜、铝、镁等先进材料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6. 轻合金与非晶材料团队

轻合金与非晶材料团队现有专任教师 14人，其中教授 5人、副教授 3人、

人数

科研岗位 博士学位 机械工程等相关专业 1 人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
岗位

1.博士学位；
2.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
力，有责任心；
3.岗位科研方向包括高熵合金、铜、
铝、镁等先进材料的制备与加工。

一级学科材料科
学与工程或冶金

工程相关专业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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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教授 4人、讲师 1人、工程师 1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6人、硕士研究生 59

人。团队面向宁波汽车制造、海洋船舶、高端装备、国防军工等产业集群，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和开发具有核心竞争力产品为目标，从事新型轻质高强、节能环保

的结构与功能材料的研究，研发成型与加工制备等先进技术，为宁波市、浙江省

等地方经济和产业服务。

三、精细化工与生物医药技术创新中心

（一）中心介绍

中心聚集了以彭孝军院士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的优秀科研团队，依托大连

理工大学化工、环境、生物等优势学科，以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强力支撑，

开展新型染料物、精细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工清洁制备、生物制药、节能环保专

用设备等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绿色精细化

工产品及生物医药创新平台、高端专业人才培养和聚集中心。中心团队在生物染

色染料、荧光识别染料等研究领域，以及清洁工艺和关键技术大规模应用等领域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科技进步二等奖 4项、技术发明二等奖 2项、国际

科学技术合作奖 1项、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特别嘉许金奖 1项。

（二）岗位需求

7. 生物医药团队

生物医药团队主要面向人民健康、面向经济主战场，国绕宁波市“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疗药物以及海洋生物及植物资源的开发利

用。研究和开发抗肿瘤、抗病毒、抗衰老药物等新型活性先导化合物，推动创新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岗位
1.博士学位；
2.岗位职责：从事与轻合金和非晶材料相
关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

材料科学与
工程

1 人

技术开发
岗位

1.硕士及以上学位；
2.岗位职责：从事与轻合金和非晶材料相
关的技术开发、推广应用和人才培养等方
面工作。

材料科学与
工程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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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研究，开发生资源的功能性，开展功化能性保健食品的关键技术研究，对创

新药物和功能保健食品研究成果进行转化。

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中心

（一）中心介绍

中心聚集了以吴慧明教授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的优秀科研团队，依托大连

理工大学土木、水利等优势学科，以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桥梁与隧

道技术国家级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为支撑，与宁波市海洋高技术、临港产业、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健康监测与灾害控制、

港口海洋大数据、海洋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开发与水合物技术应用等前沿、关键技

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中心面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建设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平台、高端专业人才培养和聚集中心。

（二）岗位需求

8. 深远海智能化养殖设备设计关键技术与装备团队

团队依托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省智慧海洋牧场装备技术研

究中心，重点开展海洋牧场构建、深远海设施养殖工程开发、海洋养殖信息化装

备研发、渔业碳汇、海洋渔业防灾减灾等方向的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目前团队

拥有风浪模拟水槽、生物循环水实验水槽、高性能计算工作站等多个高端实验设

备；在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相关成果获教育部科

技进步一等奖、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相关奖励 7项。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岗位

1.博士学位；
2.有机合成、药物化学、海洋药物研究等
方向，能够从事天然活性化合物提取分
离、医药中间体合成、海洋功能性药品
食品研究以及生物活性评价等工作优
先。

应用化学、生物
工 程 、 制 药 工
程、药学、海洋
科学专业均可

1 人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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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管道及管网输运安全保障技术创新团队

团队围绕管道及管网输运安全保障难题，通过专项技术任务攻关，形成以管

道蚀、漏、堵综合监检测技术、信号发射及接收系统设计制造及复杂环境噪声下

信号处理与反演技术、管道无损检测技术为代表的一整套管道监检测装备技术体

系；同时通过共性平台建设，开展海洋极端条件装备及“双碳”技术布局，助力

宁波市国际资源配置中心建设。

五、信息、软件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中心

（一）中心介绍

信息、软件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中心面向高端产业用信息、软件与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与应用，依托大连理工大学软件、信通、控制等优势学科，以工业装备

节能控制技术国家级工程实验室、泛在网络与高端软件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

台为支撑，与宁波市软件、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开展嵌入式软

件、工业软件及 FPGA评测、微电子产品、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与海洋经济的

科研岗位 博士学位

海洋工程类、港航工程类、海上新能源类、
农业工程类、水产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生物学类、海洋科学类、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类、机械工程类专业

1 人

招聘
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
岗位

1.博士学位；
2.责任感强，有团队协作精神、具有较
强沟通能力、科研水平较高、原则上要
求各教育阶段均就读于国内外高水平
大学（双一流、世界排名前 200 大学，
具有高级职称可放宽）；
3.具有以下研究方向者优先：流动安全
保障及管道监检测技术与装备开发；水
合物技术（蓄冷、储氢、水处理、气体
分离等）应用开发、工业 CT 图像算法
开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流体力学、计算
流体力学、声学、水
声工程、信号与信息
处理、给排水工程技
术、管道工程技术、
管道运输管理、岩土
工程、计算流体力学、
计算机或软件工程、
CT 技术等相关专业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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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等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信息、软

件与人工创新平台、高端专业人才培养和聚集中心。

（二）岗位需求

10. 智能图像分析团队

团队多年来致力于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在目标跟踪、显著性检

测、图像深度估计、图像视频分割等领域做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工作。团队发表

顶级刊物 200余篇，总引用量 2万余次，连续六年蝉联国际视觉跟踪大赛冠军。

团队承担多项国家重点重大项目，与华为、阿里、Adobe、腾讯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开展长期且深入的科研合作。

11. 智慧水务创新研究团队

智慧水务创新研究团队整合大连理工大学在水资源调控、防洪减灾、城市水

务、水生态环境等领域的优势研发力量，以系统解决区域水问题为核心，融合数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岗位

1.博士学位；
2.具备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
以及团队合作意识；
3.具有计算机视觉领域科研背景，掌握深度
学习基础知识，掌握 python 编程和深度学
习框架（如 pytorch/tensorflow），具有较
好的英文学术论文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4.发表本领域国际顶刊刊物论文者优先。

信号与信息
处理、人工
智能、计算

机专业

1 人

技术开发
岗位

1.硕士及以上学位；
2.具备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
以及团队合作意识；
3.具有计算机视觉领域科研背景，掌握深度
学习基础知识，掌握 python 编程和深度学
习框架（如 pytorch/tensorflow），具有较
好的英文学术论文阅读能力和编程能力；
4.发表本领域国际顶刊刊物论文者或有项目
经历者优先。

信号与信息
处理、人工
智能、计算

机专业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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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信息化、智慧化等技术方法，打造产学研体系，全面支撑宁波“246”万

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团队是以彭勇教授为核心的、众多国内水利行业知名专家

组成的，具有丰富的产学研开发与合作经验的团队，包括：教授 5人，副教授 3

人，讲师及博士后 6人，高级技术工程师 16人，在读博士硕士 70余人。团队承

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 140余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 10余项，包括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相关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松花江、辽河等大型流域，并为南水北调中线和

东线等重大工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六、船舶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宁波分中心

（一）中心介绍

船舶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宁波分中心结合工程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和宁

波市“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坚持以“十四五”规划为发展纲领，

聚焦高端装备、新型材料、智能制造领域，主要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开展工作：一

是面向宁波市、以及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任务和重点工程建设需求，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和实验研究；二是研判当地产业发展态势及需求，进行重大科技成果工程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岗位

1.博士学位；
2.具备支持、参与项目策划或担任项目
主要完成人、从事水文水资源、流域水
生态环境、智慧水务等经验者优先。

水利水电工程、
环境工程、计算
机等相关专业

1 人

技术开发岗位

1.硕士及以上学位；
2.具有良好的学习和沟通表达能力，能
够适应高强度工作；责任心强，有团队
协作精神；
3.具备水文、水动力或水环境等相关领
域模型开发能力优先考虑；
4.具有计算机和水利双专业基础复合
型人才、3 年以上水利行业信息化工作
或科研经验优先考虑。

水利工程、环境
工程、给排水等

相关专业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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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系统集成；三是推动技术转移和扩散，为当地企业、政府持续不断地为提供

先进技术、工艺及其技术产品；四是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为行业提供支撑性

服务；五是提供工程技术验证和咨询服务，研究产业技术标准；六是培养工程技

术研究与管理的高层次人才。

（二）岗位需求

12.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创新团队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创新团队由丛明教授带领，曾先后获批国家 863计划课题、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装备预研项目课题、某创新特区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等国家级项目，承担多项企业技术开发与产品应用项目。团队致力于高精度视

觉缺陷检测技术、复杂制造过程数字孪生系统、多感知融合机器人智能作业、仿

生自主导航相关技术研发，为提高我国智能制造自主研发能力，解决国家卡脖子

问题做出贡献。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岗位

1.博士学位；
2.具备较强的团队沟通及成员协作能
力，敢于承担责任，面对科研难题能
够独立思考；
3.在国际主流刊物以第一作者身份发
表过论文；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及阅
读能力；参与科技项目申报、撰写及
组织，具有机器人智能制造相关科研
经验者优先；
4.科研方向与任务：
1）刚-柔-软机构的行为顺应与可控
性；2）人-机-环境多模态感知与自然
交互；3）机器人智能操作系统架构；
4）构件表面特征高精度视觉检测；5）
数字孪生与智慧工厂；6）智能装备
创新设计方法及应用；7）智能感知
与智能控制；8）激光雷达自主导航。

机械工程、车辆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控制工程

1 人

技术开发岗位
1.硕士及以上学位；
2.具备较强的团队沟通及成员协作能

机械工程等相关
专业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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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精密成型及涉海特种装备研发团队

精密成型及涉海特种装备研发团队以大连理工大学建设的船舶制造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和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船舶学院等单位为依托，致力于激光 3D

打印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并延拓至高性能泵阀设备研制及应用技术、特种功能

UUV平台研制等领域。团队先后承担 863计划、国防预研、自然科学基金等一

批国家级重大科研任务，获批发明专利二十余项，系列化大型 3D打印装备等部

分科研成果已具备产业化条件。团队先后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

科技进步三等奖、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发表论文百余篇，现有教授/副

教授 8人，博士/硕士/工程师数十人，年龄结构合理、专业配置完备，具有良好

的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的能力。

力，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技术开发难
题能够独立思考；
3.参与项目技术开发或担任过项目负
责人、在机器人领域期刊发表国际高
水平论文、获批国家发明专利、具有
机器人智能制造相关技术开发经验者
优先；
4.技术开发任务及方向：
1）刚-柔-软机构的行为顺应与可控
性；2）人-机-环境多模态感知与自然
交互；3）机器人智能操作系统架构；
4）构件表面特征高精度视觉检测；5）
数字孪生与智慧工厂；6）智能装备
创新设计方法及应用；7）智能感知
与智能控制；8）激光雷达自主导航。

招聘岗位 任职要求 专业
招聘

人数

科研岗位
1.博士学位；
2.3D 打印、激光加工相关研究方向优先；

材料或机械类
专业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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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研究院岗位设置说明

研究院岗位设置说明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职称体系

科研岗位
面向宁波研究院发展和学科需求，完成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等工作。

研究员、副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实验技术岗位
面向宁波研究院实验平台和学科需求，完成试

验设备的建设、操作、维护、开发等工作。

正高级实验师、高级

实验师、实验师、助

理实验师

3.岗位职责：各级项目申报实施及相关知
识产权规划管理；技术成果产品化、企
业合作对接；结合项目需求和个人兴趣
开展专题研究。

技术开发岗 1
(3D 打印装备

机械设计)

1.硕士及以上学位；
2.熟悉传动、密封、气体/粉体循环、加
热/冷却、刚性优化、振动抑制等方法；
3.熟悉三维 CAD 制图、标准件选型计算、
零件选材计算；
4.了解常用机加工、表面、热处理、钣金、
装配工艺；
5.具备 3D 打印、非标自动化、激光加工
从业经验优先。

材料、机械、
电气、自动化、
计算机、电子、
光学类专业

1 人

技术开发岗 2
(3D 打印装备
电气控制系统

设计)

1.硕士及以上学位；
2.熟悉 PLC 或运动控制器、上下位机编
程；
3.熟练绘制原理图、布线图、布局图、施
工图；
4.熟悉伺服、气动、相机/镜头/光源、端
子、开关、传感器等器件选型计算；
5.具备嵌入式、RTOS、机器视觉、机械
臂应用开发经验者优先；具备 3D 打印、
非标自动化、激光加工从业经验优先。

材料、机械、
电气、自动化、
计算机、电子、
光学类专业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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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岗位
面向宁波研究院发展和学科需求，完成创新团

队的科研、研发等工作。

教授级高工、高级工

程师、工程师、助理

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