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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5 日

人才
速递

本期导读
人才推荐
编号 20184201 （意向：安徽、南京高校教职岗位）
学科：计算机应用技术
学位：博士（在读）
职称：无
年龄：27
毕业学校：【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编号 20184206 （意向：全国）
学科：用于上肢康复训练的功能性电刺激系统
学位：博士
职称：副研究员
年龄：32
毕业学校：【英】索尔福德大学

编号 20184202（意向：上海高校教职岗位）
学科：通信与信息智能系统
学位：博士（在读）
职称：无
年龄：30
毕业学校：【中】东华大学

编号 20184207 （意向：全国，重点上海、青岛、长三
角、济南）
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位：博士
职称：工程师
年龄：31
毕业学校：【中】上海交通大学&【美】加利福尼亚大
学尔湾分校

编号 20184203（意向：上海、武汉）
学科：社会学
学位：博士（在读）
职称：无
年龄：29
毕业学校：【美】夏威夷大学

编号 20184208 （意向：上海、珠三角地区）
学科：航空航天工程
学位：硕士（在读）
职称：工程师
年龄：30
毕业学校：【美】爱达荷大学

编号 20184204（意向：上海）
学科：地质工程
学位：博士
职称：无
年龄：28
毕业学校：【中】同济大学
编号 20184205（意向：重点北上广深、武汉、成都、
重庆）
学科：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学位：博士（在读）
职称：无
年龄：33
毕业学校：【瑞典】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编号 20184209 （意向：北京、南京）
学科：药剂学
学位：博士
职称：高级研究员
年龄：37
毕业学校：【英】金斯顿大学
编号 20184210 （意向：北京）
学科：社会学
学位：博士（在读）
职称：无
年龄：32
毕业学校：【中】清华大学

索取简历联系邮箱：consultant@acabridge.edu.cn
编号 20184201-20184202

李

倩

编号 20184203-20184204

娄亚琼

编号 20184205-20184207

张

璐

编号 20184208-20184210

李晓玉

&

学术桥

活动预告：2018 年香港城市大学招聘会

人才速递 ——

快讯

2019 年首届高层次人才全球网络视频招聘会
各有关高校:
在我国大力推行人才强国战略，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中国教育在线学术桥主办
的以“创业创新，服务发展，强校兴国”为主题的“香港城市大学高层次人才现场招聘会”及
“2019 年首届高层次人才全球网络视频招聘会” 分别将于 2018 年 11 月 11 日和 2019 年 1
月 10 日召开 。
活动日程：
2018 年 11 月 11 日

香港城市大学高层次人才现场招聘会

2019 年 1 月 10 日全天

可选择北京集中参会或远程参会

会议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加快推进
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宗旨，采用现场招聘的方式，以招、择、引等多种方式鼓励海
外优秀人才回国服务。
2018 年香港城市大学招聘会得到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等高校的支持，以线下宣传、网络广告和新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
吸引高层次人才，特别是有意参加“青年千人”的优秀博士、博士后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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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等使领馆和 60 多家海外学联联谊会、学者专家组织及美国华人电台等支持，以线下宣传、

学术桥

网络广告和新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吸引留学人员，并在学术桥将近 20 万的人才数据库内点

人才速递 ——

2019 年首届高层次人才全球网络视频招聘会得到驻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

对点邀请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参加。
诚邀国内各高校参加！
中国教育在线·学术桥

单位预报名联系人：吴晓彬
邮箱：wuxb@eol.cn

联系电话：+86-1358037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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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27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4201

毕业院校：【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读）
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
研究方向：深度学习、数据挖掘、驾驶行为分析
工作意向：安徽、南京高校教职岗位

教育背景
2016.09-至 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博士

深度学习、数据挖掘、驾驶行为分析
2013.09-2016.07

安徽建筑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号处理专业

硕士

信号监测与处理、故障诊断、电能质量分析及负荷预测技术
2009.09-2013.07

安徽建筑大学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专业

学士

实践经历
2016.09-2018.03

中科院创新研究院-安徽中科美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算法研发部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2 篇

获奖及荣誉：4 项

中国计算机学会 Senior(专业会员)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审稿人
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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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30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4202

毕业院校：【中】东华大学（在读）
专业：通信与信息智能系统
研究方向：5G，认知无线网络，异构网络，能效，资源分配
工作意向：上海高校教职岗位

教育背景
2014.09~至今

东华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与信息智能系统

2011.09~2014.03

东华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2007.09~2011.06

东华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2008.09~2011.06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

德语

博士

硕士

本科

辅修学士

学术交流
2016.09~2017.09| 联合培养博士 | （加拿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领域
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无线电网络能效优化问题。在第五代通信系统下， 为应对无线
通信要求的提高，网络规模逐步扩大，结构异构化， 网络用户需求多样化，使得本已稀缺的
频谱资源更加紧缺。本研究在此背景下，以认知无线电技术为基础，结合无线通信技术以及各
类先进算法，研究以提高网络传输能效为基本目标， 兼顾公平性、安全性的网络资源优化算
法。
6

发表论文：5 篇
主要荣誉：4 项

学术桥

外语能力：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具备熟练的英语听、说、读能力， 并能熟练用英语

人才速递 ——

其他信息

撰写通信领域专业文章；拥有德语辅修学士学位证书，具备基础的德语听、说、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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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美国 年龄：29

毕业院校：【美】夏威夷大学（在读）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4203

专业：社会学
研究方向：精神健康的社会学研究，定量分析方法，老龄化和健康，社会分层和流动，健康社
会学，美国亚裔移民
意向工作地区：上海、武汉

教育背景
2015-2019: 社会学系，夏威夷大学
学位: Ph.D.博士 (现为博士候选人, all but dissertation)
2017-2018: 教育学院，夏威夷大学
测量和统计资格证项目 (Certificate Program in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2012-2015: 社会学系，夏威夷大学
学位: M.A.文学硕士
2007-2011: 广播电视新闻学，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
学位： 文学学士

工作经历
科研专员(Research Specialist), “Bright Smiles Hawaiʻi Oral Health Disparities Project”, Sponsored
by Dental Quest Foundation Oral Health 2020 (2017 年八月至 2017 年十二月)
助教（Teaching Assistant), 社会学系, 夏威夷大学 (2014 年八月至 2017 年五月)
8

Resilient Aging: A Three-Site Comparative Study among Elderly Chinese (Honolulu Pilot Study &
Wuhan Study).” 科研经费由 New York University Seed Grant 提供。 社会学系， 夏威夷大学

科研助理（Research Assistant), “Hao Sheng Huo Hawaiʻi project: Understanding Healthy Aging

学术桥

(2017 年八月至 2018 年五月)

人才速递 ——

科研助理（Research Assistant),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hinese Culture Traits in Promoting

among Chinese Elders in Hawaiʻi.” 科研经费由 Chamber of Commerce Hawaiʻi 提供。 社会学系，
夏威夷大学(2016 年六月至七月)
会议注册和技术支持负责人 (Registration Administrator and Technology Support Assistant)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y and Resilient Aging: Exploring the Roles of Culture and Place
(2016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
- Conference on Healthy and Resilient Aging: Exploring the Roles of Culture and Ethnicity (2017 年
2 月 9 日)
统计学辅导老师 (Tutor for Statistics), 社会学系, 夏威夷大学 (2013 年三月至五月)

其他信息
科研奖励和奖学金：12 项
发表论文：12 篇
学术会议演讲：8 次
受邀演讲：1 次
受邀审稿人（学术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 Soci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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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28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4204

毕业院校：【中】同济大学
专业：地质工程
研究方向：基于纳米材料的地震液化防治
意向工作地区：上海

教育背景
2012.09-至今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博士生（硕博连读）

地质工程
2016.08-2017.08

英国爱丁堡大学

联合培养博士生

土木工程
2008.09-2012.06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科生

环境工程

其他信息
参与科研项目：3 项

发表论文：6 篇

授权专利：1 项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3 次

主要荣誉：7 项
英语：通过六级（CET-6）（2010 年），雅思（IELTS）6.0 分（2015 年）
计算机：熟悉 Windows、Linux、macOS 等操作系统，掌握 Fortran、MATLAB 等语言编程，
熟练使用 Office 各类办公软件及 AutoCAD 等
10

国籍：中国

现居住：瑞典 年龄：33

概况

专业：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学术桥

毕业院校：【瑞典】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在读）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4205

研究方向：事务性内存，计算机并行计算
意向工作地区：重点北上广深、武汉、成都、重庆

教育背景
2013.11- 至今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瑞典计算研究所
·事务性内存，计算机并行计算 博士在读
2007.07—2010.0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保送研究生 工学硕士
2003.09--2007.07 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学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优秀研究生

工作经历
2010.03—2013.10 英伟达半导体公司 项目经理

其他信息
参与科研项目：8 项
发表论文：4 篇
主要荣誉：4 项
英 语：CET4 优秀 CET6 听力满分 口语测试： B+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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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英国

年龄：32

概况

学术桥

毕业院校：【英】索尔福德大学
专业：用于上肢康复训练的功能性电刺激系统
工作单位：【英】Salford 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4206

博士后研究员，副研究员，荣誉高级讲师

意向工作地区：全国

教育背景
博士研究生 用于上肢康复训练的功能性电刺激系统, University of Salford, 2010 - 2014
硕士研究生 工业系统与管理, University of Salford, 2008 – 2010

工作经历
英国 Salford 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副研究员，荣誉高级讲师（离职后授予），
2014 年 2 月至今
中国科协-海智（比利时）创新创业基地, 副主任（英国）, 2017 年 5 月至今
山东蓓明医疗科技，总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

其他信息
参与科研项目：5 项
授权专利：3 项
同行评议论文：8 篇
会议报告：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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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31

概况

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术桥

毕业院校：【中】上海交通大学&【美】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4207

工作单位：【中】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材料工程师
意向工作地点：全国，重点上海、青岛、长三角、济南

教育背景
2016.10 -2017.1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2013.09 -2018.06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8.09-2011.05

合肥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09-2008.07

山东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作经历
2011.07-2013.03 山推股份 履带底盘事业部热处理公司

职务：主任助理（2011 十佳新员工)

2017.03-2017.0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TEM 透射电镜助教， 熟练操作 TEM、SEM
2018.06-至今

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部门：手机结构部

职务：材料工程师

2014.01-2015.01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负责管理金相平台的设备、指导学生
操作实验设备

其他信息
参与项目：4 项
发表论文：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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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美国 年龄：30

概况

学术桥

毕业院校：【美】爱达荷大学（在读）
专业：航空航天工程
工作单位：【美】Schweitzer Engineering Laboratories (SEL)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4208

工程师

意向工作地点：上海、珠三角地区

教育背景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 (License 54389) in Power Engineering, WA

2016

University of Idaho, Power Engineering Master Program (In progress), GPA 4.0/4.0

2016-Present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M.S. Aerospace Engineering, GPA3.6/4.0

Aug. 2010 - May2012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DUT), Guangzhou, China

Sept. 2006 - July 2010

Bachelor of Science in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GPA: 3.65/4.00

工作经历
Schweitzer Engineering Laboratories (SEL)
Lead Integration & Automation Engineer

Feb. 2015-Present

Automation Engineer, SEL

Jul. 2012 –Feb. 2015y

其他信息
IEEE PSRC 成员
CIGRE B5 会员
专业工程师（许可证 54389），于 2016 年在华盛顿州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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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澳大利亚

年龄：37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4209

毕业院校：【英】金斯顿大学
专业：药剂学
研究领域：宇宙线物理，中微子物理，正负电子对撞，缪子物理
工作单位：【澳】悉尼大学 高级研究员 &
【澳】Concord Repatriation General Hospital

Chief Hospital Scientist

意向工作地点：北京、南京

教育背景
11/2007

PhD Award (Pharmacy)
School of Pharmacy and Chemistry, Kingston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11/2004

Graduate Diploma in Pharmaceutical Science
Faculty of Pharmacy, University of Sydney

07/2003

Bachelor of Science (Chinese Pharmacy)
Faculty of Chinese Pharmacy,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China

工作经历
03/2017-present

Chief Hospital Scientist (Full time)
Burns Research Group, ANZAC Research Institute
Concord Repatriation General Hospital, Australia

05/2016-present

Senior Research Fellow (Full time)
Sydney Medical School- Surgery, Concord Clin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Sydney,Australia

12/2009- 03/2017

Hospital Scientist (Ful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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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ord Repatriation General Hospital, Australia
01/2012-04/2016

Research Fellow (Full time)

Sydney,Australia
03/2008 - 09/2009

学术桥

Sydney Medical School- Surgery, Concord Clin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人才速递 ——

Burns Research Group, ANZAC Research Institute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Full time)
School of Pharmacy,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09/2007-02/2008

Research Scientist (Full-time)
Biomaterial, Process Materials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NPL), Ltd, United Kingdom

03/2005 - 09/2007

Laboratory demonstrator and tutor (Casual)
School of Pharmacy and Chemistry/ Kingston University, U.K.
Faculty of Pharmacy /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其他信息
科研拨款：11 项
发表论文：55 篇
书章：2 章
授权专利：1 项
会议和演讲：3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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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概况

学术桥

毕业院校：【中】清华大学（在读）

年龄：32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4210

专业：社会学（法学大类）
研究方向：社区治理、社区营造、社区规划、 城市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意向工作地区：北京

教育背景
2014 年 9 月 — 至今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博 士

2010 年 9 月 — 2012 年 7 月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硕 士

2004 年 9 月 — 2008 年 7 月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习

本 科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实习生

实习经历
2012 年 9 月 — 2014 年 7 月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5 篇
参与科研项目：6 项
参与学术会议：6 次
重要荣誉：1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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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自荐简历：
consultant@acabridge.edu.cn
索取人才资料：
consultant@acabridge.edu.cn
投放招聘广告：
wuxb@eol.cn
免费订阅《人才速递》
http://acabridge.mikecrm.com/
f.php?t=y3vHHc

微信扫描关注了解更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