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2016 年人才引进计划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前身为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是天津市属全日制独立设置的综合性公办本科院校，学校既实施本科层次应

用技术教育，又实施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学校是教育部首个批准的应用技术大学，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三十年办学经验，

学校形成了“国际合作、校企合作、创新创业”三大办学特色，被媒体誉为培养“技术技能型高端人才”的摇篮。为适应学校快速发展

的需求，诚邀各界优秀人才加盟，共创伟业。 

★请有意者登陆我校官网 http://www.zdtj.cn/，点击“人才招聘”，在“资料下载”区下载《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应聘申请表》，按要

求填写后发至指定邮箱，文件名保存为“本人姓名-毕业院校-专业”，同时发送本人本科、硕士、博士时期的学历学位证、职称证扫描件。

未按指定格式填写《应聘申请表》的邮件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022-28771001  联系人：孔老师 

★联系地址：天津海河教育园区雅深路 2 号 人力资源处 邮编：300350 

门 
岗位名称             

（专业/课程） 
岗位类型 数量 

岗位条件 

专业方向 基本条件 其它 

机械与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带头人 1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模具方向）、材料

加工工程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副高级职称且取

得博士学位；或正高级职称 
 

机械电子工程 教师 1 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历

或博士学位 

有专利或研发经验优先；有

国外留学经历或外语水平

高优先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教师 2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模具方向）、材料

加工工程等相关专业 

数控技术 教师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历

或博士学位 

30 岁以下或 40-45 岁优先 

精密机械技术 教师 3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动化、机械设计及制

造、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教师 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历

或博士学位 

 
材料工程技术 教师 1 

金属材料工程、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等

相关专业 

课程：车削实训 实训教师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

动化等相关专业 
35 岁以下；硕士及以上学位；

相关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

经历 

具有相关职业工种高级工

（国家职业资格等级三级）

及以上职业技能优先 课程：洗削实训 实训教师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

动化等相关专业 

简历投递邮箱：zdjixie@sina.com 

http://www.zdtj.cn/
mailto:zdjixie@sina.com


 

部门 岗位名称（专业） 岗位类型 数量 
岗位条件 

专业方向 基本条件 其它 

航空航天

与汽车 

学院 

飞行器制造工程                  
（飞机制造方向） 

专业带头人 1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专业或飞行器设计

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副高级职称且取
得博士学位；或正高级职称 

 

飞行器制造工程                   
（航空器制造方向） 

专业带头人 1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专业或飞行器设计

等相关专业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专业带头人 1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专业或飞行器设计

等相关专业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专业带头人 1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专业或飞行器设计

等相关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专业带头人 1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或车辆工程等相关

专业 

飞行器制造工程                
（飞机制造方向） 

教师 1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专业或飞行器设计

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历

或博士学位 

有专利或研发经验优先；
有国外留学经历或外语

水平高优先 

空中乘务 教师 2 
空中乘务、旅游管理、英语等相关专

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历

或博士学位 

有三年以上空乘工作经
历者，学历可放宽至本科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教师 1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专业或飞行器设计

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历

或博士学位 
35-45 岁优先 

无人机应用技术 教师 1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专业或飞行器设计

等相关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教师 1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模式识别与
智能系统、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

关专业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教师 2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或车辆工程等相关

专业 

应用电子技术            
（汽车方向） 

教师 1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或车辆工程等相关

专业 

汽车营销与服务 教师 1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或车辆工程等相关

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教师 3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等相关专业 

简历投递邮箱：zdqiche@sina.com 

mailto:zdqiche@sina.com


 

部门 岗位名称（专业） 岗位类型 数量 

岗位条件 

专业方向 学历/经历 其它 

电气与能

源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专业带头人 1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能源与动力工

程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副高级职称且取

得博士学位；或正高级职称 
 

自动化 专业带头人 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

动化装置、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能源与动力工程 教师 1 能源与动力工程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有专利或研发经验优先；

有国外留学经历或外语

水平高优先 自动化 教师 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

动化装置、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教师 1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能源与动力工

程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简历投递邮箱：zddianqi08@sina.com 

mailto:zddianqi08@sina.com


 

部门 岗位名称（专业） 岗位类型 数量 

岗位条件 

专业方向 学历/经历 其它 

信息与通

信学院 

软件工程 教师 2 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有专利或研发经验优先；

有国外留学经历或外语

水平高优先；硕士阶段为

全日制普通高校软件工

程等相关专业优先 

计算机网络技术 教师 1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网络工程等

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30 岁以下或 41-45 岁优

先；硕士阶段为全日制普

通高校网络工程等相关

专业优先 

信息安全与管理 教师 2 软件工程、信息安全技术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30 岁以下或 41-45 岁优

先；硕士阶段为全日制普

通高校信息安全、软件工

程等相关专业优先 

简历投递邮箱：zdxinxi@sina.com 

mailto:zddianqi08@sina.com


 

部门 岗位名称（专业） 岗位类型 数量 

岗位条件 

专业方向 学历/经历 其它 

经贸管理

学院 

物流管理 专业带头人 1 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副高级职称且取

得博士学位；或正高级职称 
 

会展策划与管理 教师 1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

理等管理类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35-45 岁优先；具有会展

策划师职业资格者（二

级）优先 

会计 教师 1 
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等财经类相关专

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35-45 岁优先；具有中级

会计师资格优先 

老年服务与管理 教师 1 护理学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35-45 岁优先；具有老年

护理相关职业资格者（二

级）优先 

电子商务 教师 2 
管理科学与工程、电子商务、管理信

息系统、技术经济及管理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35-45 岁优先 

简历投递邮箱：zdjingmao@sina.com 

mailto:zddianqi08@sina.com


 

部门 岗位名称（专业） 岗位类型 数量 

岗位条件 

专业方向 学历/经历 其它 

应用外国

语学院 

应用西班牙语 专业带头人 1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 
副高级职称且取得博士学

位；或正高级职称 
 

应用英语              

（公共英语） 
教师 6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本硕

均为英语类专业的语言类优

势院校或 211 院校；或博士

学位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旅游管理 教师 1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35-45 岁优先 

简历投递邮箱：zdwaiyu@sina.com 

mailto:zddianqi08@sina.com


 

部门 
岗位名称生                   

（专业/课程） 
岗位类型 数量 

岗位条件 

专业方向 学历/经历 其它 

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带头人 1 
数字媒体艺术、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广播电视编导等相关专业 
正高级职称  

环境艺术设计 教师 2 
设计艺术学、环境艺术设计等相关专

业 硕士学位且相关专业领域三

年以上工作经历；或博士学

位 

 

课程：基础绘画 教师 1 美术学类等相关专业 

简历投递邮箱：zdyishu@sina.com 

mailto:zddianqi08@sina.com


 

部门 岗位名称（课程） 岗位类型 数量 

岗位条件 

专业方向 学历/经历 其它 

基础课部 

物理 专业带头人 1 物理学类等相关专业 
副高级职称且取得博士学

位；或正高级职称 
 

数学 教师 2 数学类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思政 教师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相

关专业 

音乐 教师 1 艺术学（音乐表演）等相关专业 

体育 教师 5 
体育类等专业（乒乓球、足球、形体、

篮球、健美操） 

3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中级及以下职称 

简历投递邮箱：zdjichuke@sina.com 

mailto:zddianqi08@sina.com


 

部门 岗位名称（课程） 岗位类型 数量 

岗位条件 

专业方向 学历/经历 其它 

创新创业发展

中心 

创新方法与创新创

业管理 

专业带头

人或教师 
1 

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科学技

术哲学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具备创新方法应用及教

学能力，在创新创业教学

与培训方面有丰富经验，

教学经验与科研能力突

出者优先；有海外留学或

工作经历者优先 

新创企业融资与股

权分配管理 
教师 1 

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财务管理、

法律等相关专业 

45 岁以下；硕士学位且相关

专业领域三年以上工作经

历；或博士学位 

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与

投融资经历或财会经历，

有创业经历者优先；有海

外留学或工作经历者优

先 

简历投递邮箱：zdchuangye@sina.com 

mailto:zddianqi08@sina.com


 

部门 岗位名称 数量 

岗位条件 

专业方向 学历/经历 其它 

国际交流合作处 外事管理岗 1 英语类等相关专业 
硕士及以上学位，有三年及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有国外留学经历优先 

职教研究所 专职研究员 8 

职业技术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高

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等教育学

类及高等教育管理类相关专业或工科

专业 

硕士学位且有五年以上职业

教育或高等教育研究经验；

或博士学位 

研究成果突出者优先 

中西中心 机床维修 1 机械类相关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机械类技师及以上职业

资格证书 

简历投递邮箱：zdjiaofu@sina.com 

 

  

mailto:zddianqi08@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