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为改变 

联影 2018 校园招聘正式启动！ 

一、公司概况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自主研发、生产全线高端医疗设备，并提供医疗信息化、智能

化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于 2011 年成立，总部位于上海，同时在美国休斯敦、旧金山、克利夫兰和

国内武汉、深圳、常州、贵州等地设立子公司及研发中心。 

截至目前，联影已向市场推出掌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36 款产品，包括世界首台 112 环数字光导 PET-

CT、业界首台动态多极 3.0T MR、搭载业界首台时空探测器的 128 层 CT 等一批世界首创和中国首创的产品，

打破外资数十年的市场垄断和技术封锁。2016 年，联影在国内 PET-CT 和中高端 DR 市场的产品份额已经达

到第一。 

目前，联影产品用户近 2000 家，其中 200 多家为著名三甲医院，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301

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第 309 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等。 

作为互联网医疗的先行者，联影提出“U+互联网医疗”战略，以全线影像及放疗设备为基础，以联影智

慧医疗云为桥梁，以医疗大数据为智慧，布局精准医疗生态系统。 

 

二、校招流程 

网申 → 在线测评 → 笔试 → 宣讲会 → 现场面试 → 签约 → 入职 

 

三、联影 2018 校招宣讲行程 



NO. 宣讲城市 宣讲院校 宣讲日期  宣讲时间地点 

1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校区） 
2017/9/20 

周三 

 活动中心 506 

10:00~12:00 

2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 
2017/9/22 

周五 

中 2-1200 

14:40~16:20 

3 长沙 中南大学（本部） 
2017/9/22 

周五 

本部科教南楼 506 

14:00~15:30 

4 沈阳 东北大学（浑南校区） 
2017/9/23 

周六 

1 号公共教学楼 A 座 203 

10:30~12:30 

5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 
2017/9/26 

周二 

学生活动中心九洲厅 

10:00~12:00 

6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主校区） 
2017/9/27 

周三 

图书馆报告厅 

9:30~11:30 

7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7/10/11 

周三 

大学生活动中心 305 阶梯教室  

9:30~11:30 

8 武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区） 
2017/10/11 

周三 

 东院就业大楼北汽厅 

14:00~16:00 

9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校区） 
2017/10/12 

周四 

西区学生活动中心（二楼）学术报告厅  

10:00~12:00 

10 北京 清华大学 
2017/10/16 

周一 

报告厅（新东方厅） 

10:00~12:00 

11 

南京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 
2017/10/18 

周三 

榴园宾馆逸夫报告厅 

15:00~17:00 

1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宁-将军路校区） 
2017/10/18 

周三 

图书馆报告厅 

10:00~12:00 

13 广州 南方医科大（白云校区） 
2017/10/18 

周三 

就业指导中心招聘室 

19:00~21:30 

14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2017/10/20 

周五 

光彪楼一楼多功能报告厅 

16:00~18:00 

  

更多宣讲行程，请通过以下两种渠道保持关注： 

1. 联影官网校园招聘频道: http://www.united-imaging.com/zh/zhaopin-liucheng.html 

http://www.united-imaging.com/zh/zhaopin-liucheng.html


2. 联影官方微信：搜索公众号“lianyingyiliao”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四、联影 2018 校招职位 

请务必于宣讲会之前进行网申，否则无法收到相关通知。招聘岗位及专业包括但不限于本网页呈现岗位，

请至联影招聘网站查询和网申：http://www.united-imaging.com/zh/zhaopin-liucheng.html 

类别 职位名称 任职要求 工作地点 

人 

工 

智 

能 

类 

AI 算法研究工程师 
精通深度学习算法及平台，有医学图像后处理算法开发经验者优先；硕士及

以上学历，博士优先；可接受实习生。 
上海 

AI 软件工程师 
精通 C/C++/Python 编程；有深度学习算法实现经验优先，有医院信息系

统开发项目经验优先；硕士及以上学历。 
上海 

AI 医学图像算法工程

师 

精通医学图像后处理算法，拥有医学图像分析算法开发项目经验优先；硕士

及以上学历，博士优先。 
上海 

AI 医学图像软件工程

师 

精通 C/C++编程，熟悉 ITK/VTK/QT，有 HIS，RIS，PACS 系统开发经验

者优先；硕士以上学历。 
上海 

算 

法 

类 

图形算法工程师 

精通 C++编程, 熟悉常用数据结构和算法，熟练使用 VS 等开发工具； 熟

悉 3D 图形渲染的基本原理，有较好的数学功底； 实现计算机图形学会议论

文算法能力；硕士及以上学历，博士优先。 

上海 

图像处理算法工程师 

熟悉以下医学图像后处理算法之一：成像算法、重建算法、分割算法、配准

算法、模式识别算法、灌注算法、纹理分析算法等，或者精通计算流体力学

算法；有医学图像后处理算法开发经验者优先；硕士及以上学历，博士优先。 

上海/武汉/

沈阳 

物理算法工程师 
能熟练使用 C++、MatLab 进行建模；生物医学工程、医学物理、核科学、

计算物理、应用数学及计算机相关专业背景；硕士及以上学历，博士优先。 
上海/沈阳 

生理信号算法工程师 

熟悉生理信号的特征和检测方法；熟悉基本的硬件电路，尤其模拟电路的非

理想性，有相关数字校正等背景者更佳；有生理监护仪、血糖仪等开发经验

者优先；会 C++进行算法初步验证者优先；硕士及以上学历。 

上海/武汉 

大数据与深度学习算

法工程师 

熟练掌握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相关知识，熟悉深度神经网络的各种模型和

开源框架等，有深度学习领域相关算法的研究或开发经验优先；硕士及以上

学历，博士优先。 

上海/武汉 

智能人机交互算法工

程师 

熟悉机器学习和机器视觉基本知识；熟悉 C++，熟悉 python，matlab，R

至少一种；熟悉 linux 下编程、使用 OpenCV 等常用视觉库；了解常用深度

学习框架，熟悉 TensorFlow, Caffe, Torch,Theano 等至少一种框架，并有

项目开发经验；具备较强的业务理解和数学建模能力，能快速理解问题、抽

象并设计解决方案；硕士及以上学历，博士优先；可接受实习生。 

上海/武汉 

http://www.united-imaging.com/zh/zhaopin-liucheng.html


类别 职位名称 任职要求 工作地点 

软 

件 

类 

软件开发工程师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优先：精通 C++或 C#，了解 WPF/JS/HTML，熟悉操

作系统、驱动程序、现场总线、firmware；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优先。  

上海/武汉/

西安 

软件/系统测试工程

师 
熟悉一种或多种测试工具，有编程能力者优先；本科及以上学历。 上海/武汉 

软件实施工程师 
有 MySql、Sql Server、Oracle 数据库的使用和维护经验者优先；本科及以

上学历。 
上海/武汉 

硬 

件 

类 

电力电子工程师 

有电力电子器件、功率回路设计、电力电子控制(包括控制器和控制策略开

发)、电源或谐振式变换器、磁性器件设计、高电压与绝缘经验优先；电气工

程、电力电子、高电压或与绝缘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上海/武汉 

机电研发工程师（机

械人方向） 

熟悉多唯精密传动机械结构设计，熟悉多唯精密运动结构电气控制方案设

计；熟悉机械 3D 结构设计，熟悉运动控制软件编写与调试，熟悉机械结构

及运动仿真。机械工程、电子与电气工程、精密仪器仪表工程，硕士以上学

历，博士优先。 

上海/武汉 

射频工程师 

有射频功率放大器、射频小信号电路、射频发射接收链路设计、天线或磁共

振线圈经验优先；电子工程、电磁场与微波、物理电子或电气工程等相关专

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上海 

FPGA 工程师 

对通信原理、信号处理、自动控制有较好理解；熟悉 FPGA 开发流程，能够

应用硬件描述语言（如 VERILOG）和相应的 IDE 工具进行 FPGA 开发；通

信、电子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生物医学工程或光电等相关专业；硕士及

以上学历。 

上海/武汉 

电子工程师 
对数字电路或模拟电路有深刻理解；能熟练应用至少一种电路设计工具；自

动化、计算机、电子工程或生物医学工程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上海/武汉 

柔性电子工程师 

柔性电子相关背景，熟悉柔性材料、机械和工艺；对生理参数处理熟悉；熟

悉电磁场仿真、生物电磁场效应、机械应力仿真等；有生理监护仪、血糖仪

开发经验者优先；熟悉体域网通信；硕士及以上学历。 

上海/武汉 

材料科学工程师 

材料学，金属材料学、 金属断裂力学； 掌握材料机械性能测量等相关知识； 

良好的科技英语阅读能力及书面表达能力； 性格开朗，能吃苦，良好的团队

精神，对待工作认真主动，能承受压力，有较强沟通能力；博士优先。 

上海/武汉 

机械工程师 
熟练使用常用机械建模软件；具备有限元分析技能；机械或材料相关专业；

硕士及以上学历。 
上海/武汉 

系统工程师 

有独立的实验设计能力或有医学成像系统集成经验优先；生物医学工程、医

学影像、电子电气、计算机、核工程、应用物理、实验物理或光电等专业；

硕士及以上学历，博士优先。 

上海/武汉 

探测器工程师 
有独立的实验设计能力；有 CT、PET-CT 相关背景或核探测器研发经验优

先；物理或电子科学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博士优先。 
上海 

硬件测试工程师 

熟悉硬件电路原理；熟悉一种嵌入式开发语言如 C 或 C++优先考虑；掌握

传感器等现代测试技术，熟练使用 3D 设计和与分析软件（Solidworks、 

ANSYS 等）优先；自动化、电子信息、检测、机械工程等专业，本科及以上

学历； 

上海/武汉 



类别 职位名称 任职要求 工作地点 

Labview 工程师 

测控、自动化或电力电子等相关专业，熟悉 LabVIEW 编程，熟悉软件开发

流程，良好的 C/C++基础，熟悉数据采集、模/数电及信号处理等测试测量

系统相关知识；本科及以上学历。 

上海/武汉 

可靠性工程师 
可靠性相关专业方向，从事过医疗、航天、船舶、汽车等行业可靠性工作者

优先；硕士及以上学历。 
上海/武汉 

Layout 设计工程师 
自动化/计算机/电子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相关专业，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

了解 PCBb 布局布线的基本准则，了解 SIPI 相关知识，本科及以上学历。 
武汉 

生产工艺工程师 
电力电子/通信/电子/射频/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模具/焊接/电真空/材料

工程/计算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上海/武汉 

临 

床 

类 

临床应用/科研合作

专员 

医学影像、临床医学、医学图像后处理及生物医学工程等相关专业，有 MR、

CT、PET-CT、XR 相关研究经验优先；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博士优先。 
上海/北京 

临床应用培训专员 

医学影像、临床医学、放射物理等相关专业；熟悉 PET-CT、CT、MR、XR、

RT 产品，熟悉其技术及操作知识；第一年工作地为上海，第二年起可根据个

人意愿及公司业务状况调整；可接受长时间出差；本科及以上学历。 

全国 

放疗物理师 

放射物理、医学影像、核医学等相关专业；有三甲医院放疗科物理师实习经

验或有使用 TPS、OIS 及加速器以及各种 QA 工具经验优先；本科及以上学

历，硕士优先。 

上海 

临 床 科 研 合 作 专 员

（前沿研究） 

医学物理、生物医学工程、电子工程或相关专业；在医学影像或相关杂志上

发表过文章；熟练使用 C / C ++或 MATLAB 编程；熟练掌握书面和口语的

英语；能接受出差；硕士以上学历，博士优先。 

上海/北京/

哈尔滨 

市 

场 

营 

销 

类 

CRM 管理培训生 
医学或工科相关专业；良好的沟通表达和应变能力，乐于接受挑战，可接受

长时间出差和全国调派；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优先。 
全国 

区域销售代表 
医学或工科相关专业优先；具备很强的吃苦精神，能够胜任高强度出差，接

受弹性工作方式，优秀的沟通与执行能力，本科学历。 
全国 

客 

户 

服 

务 

类 

客户服务工程师 

自动控制、应用电子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等相关专业；动手能力强，熟悉大

型医疗影像设备（DR/CT/MR/PET-CT）基本构成者优先；具有较强的沟通

应变能力和客户服务意识；能适应长期异地出差，服从分配；本科及以上学

历。 

全国 

海外客户服务工程师 

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生物医学工程、应用电子技术、电子类专业、土木

工程相关专业；沟通能力、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好；接受国外出差，英语口

语佳者优先；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优先。 

上海 

项目工程师/项目规

划工程师 

土木建筑、电气工程、水电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相关专业；熟练掌握 CAD

制图软件和 Micro project 软件，基本了解工民建等相关知识；抗压能力好，

沟通表达好，团队协作佳；适应长期出差，服从分配；本科及以上学历。 

全国 

客户服务销售代表 

医学、市场营销或工科相关专业；优秀的沟通与执行能力，有一定抗压能力，

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良好的英语应用能力；本科及以

上学历。 

上海 

其 

他 

职 

技术文档工程师 

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具有良好的英语读、写能

力；熟悉一种图形处理软件， 熟悉文字编辑软件；生物医学工程、英文、中

文相关专业，硕士学历。 

上海/武汉 



类别 职位名称 任职要求 工作地点 

能 

类 HR 管培生 

人力资源、新闻传媒、数理统计学或理工科专业优先；优秀的沟通表达、组

织协调能力；优秀的书面表达能力，有新媒体文案撰写经验者优先；具有创

新性思维，逻辑清晰；优秀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硕士学历。 

上海/武汉 

 

 

 

把青春活成你的特质 

从加入联影开始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录联影官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www.united-imaging.com 

 

 

          联影官微: lianyingyiliao 

 

 

 

 

 

网申通道: http://www.united-imaging.com/zh/zhaopin-liucheng.html 

http://www.united-imaging.com/zh/zhaopin-liuchen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