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大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面向海内外招聘人才需求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区校园，是国家计委

批准建设的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实验室建有我国第一台以真空紫外和软 X 射线为

主的专用同步辐射光源（简称“合肥光源”）。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正在筹建第四代衍射极限光源:合肥先进光源。规划建设的合

肥先进光源，是世界最领先的低能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的核心内容，将引领同步辐射及光子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合肥先进光源的工程建设进行前期技术探索和工程准备，合肥先进光源预研项目

已正式启动。因合肥先进光源预研项目需要，并为未来合肥先进光源的工程建设完善人

才队伍，现诚邀优秀人才加盟、共创辉煌事业。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http://www.nsrl.ustc.edu.cn/)

岗位介绍

A. 特任副研究员

要求：（1）取得博士学位；（2）应聘者在教学和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或超过我校在岗副

教授/副研究员的平均水平；（3）不超过 38 周岁。

聘期：合同期限最长 3 年，可续聘一次。

http://www.nsrl.ustc.edu.cn/


待遇：年薪优厚，合肥市五险一金，可租住校内周转房，子女入读科大幼儿园、附小、

附中。

考核方式：专项年度考核，聘期期满考核。

奖励措施：若在聘期内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可转聘为教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可转聘为特任教授。

B. 博士后研究员

要求：（1）取得博士学位；（2）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3）出站不能早于进站后 21

个月。

聘期：合同期限最长 3 年，（若在聘期结束前出站，视为聘期提前结束，待遇停止）可

续聘一次。

待遇：年薪优厚，合肥市五险一金，可租住校内周转房，子女入读科大幼儿园、附小、

附中。在海外排名前 100 大学（以 TIMES 和 QS 排名为准）获得博士学位者，我校将

提供年薪 25 万人民币起。

考核方式：专项年度考核，聘期期满考核。

奖励办法：若在聘期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可转聘为特任教授。

我们的优势：

待遇高。薪酬根据人才科研水平，上不封顶。

起点高。获聘人员将进入我校高水平科研团队工作，无需自己搭建实验平台，直接享受

优质的硬件条件，可迅速开展工作，获得学术成果。

空间大。我校学术实力雄厚，科研水平高，人才培养气氛浓郁。特任副研究员在我校工

作期间，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将会得到不断提升，特别优秀者可独立从事研究，获得晋



升。同时，我校各类科研交流合作十分活跃，包括与境外学术机构。部分优秀人员可获

得出国进修的机会。

生活好。未成年子女将按年龄进入拥有安徽顶尖教育质量的科大附属幼儿园、附小、附

中就读，免交赞助费。幼儿园为孩子每日提供三餐一点，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同时，

学校提供校内周转房租住，上下班方便。若在校外租房，学校可提供租房补贴。校南区

人才公寓与附小、附中比邻而建。建成后，人才日常生活可不出校园，省时省力。孩子

开心，家长放心。

详细待遇请查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才招聘网》

http://employment.ustc.edu.cn/cn/indexinfo.aspx?sign=172#anchor7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人才招聘信息表

部门类别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要求 人数

光 束

线 站

机密机械设计、结构稳定

性分析
精密机械、力学等

硕士及以上 （熟悉精密机械设

计、有限元分析）
若干

光学元件热变形与冷却 精密机械、力学等
硕士及以上 （熟悉机密机械设

计、有限元分析）
若干

纳弧度光学面型检测仪

器研制
光学、机密机械等

硕士及以上 （熟悉光学检测原

理及技术、有限元分析）
若干

相干软 X 射线传输光学设

计
物理、光学类

硕士及以上 （熟悉波动光学、

熟练掌握一种编程语言）
若干

软 X 射线波前及相干性原

理与技术
物理、光学类

硕士及以上 （熟悉波动光学，

光栅、波带片等元器件制作工

艺）

若干

软 X 射线可变形镜机构研

制
光学、精密机械类

硕士及以上 （熟悉光学与精密

机械技术，有限元分析方法，自

动控制技术）

若干

http://employment.ustc.edu.cn/cn/indexinfo.aspx?sign=172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人才招聘信息表

部门类别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要求 人数

算法优化及编程 物理、自动控制类

硕士及以上 （熟悉熟练掌握 C

语或其他相当）编程；熟悉高速、

并行计算技术）

若干

离子束抛光工艺 物理、光学类
硕士及以上 （熟悉精密光学测

量、熟练真空、离子束溅射等）
若干

超快光谱技术 物理、光学类
硕士及以上 （熟悉激光技术；

熟悉电子学技术）
若干

加 速

器

软件开发 计算机类 硕士及以上 若干

超快激光技术
激光技术、光学工

程等
硕士及以上 若干

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与制造 硕士及以上 若干

机械制图 机械类 本科及以上 若干

自动化控制
自动化、机电一体

化等
硕士及以上 若干

大功率电源 电力电子工程等 硕士及以上 若干

高频技术 微波、高频等 硕士及以上 若干

超高真空 真空技术 硕士及以上 若干

信号测量与处理
信号与信息处理、

仪器仪表自动化等
硕士及以上 若干

电磁场技术 电磁场、微波等 博士 若干

低温系统 低温技术 硕士及以上 若干

机密加工 技术工人 高级工人及以上 若干

公 共

设 施

热工 暖通工程等 硕士及以上 若干

恒温系统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

程、热能与动力工

程等

硕士及以上 若干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人才招聘信息表

部门类别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要求 人数

建安工程管理 工民建、土木工程 本科及以上 若干

项 目

办 公

室

工程会议管理与对外交

流
不限

硕士（具有项目助理工作经验者

优先或放宽学历要求）
若干

设备采购管理 商务及贸易类 本科及以上 若干

办公自动化 软件开发类 硕士及以上 若干

项目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硕士及以上 若干

项目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档案学

等
本科及以上 若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项目组及平台招聘

(http://apst.ustc.edu.cn/)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招聘条件

博士后、 特任副

研究员

1. 飞秒激光时域整形技术

研究；

2. 超快激光脉冲同步技术

研究；

3. 激光脉冲测量技术开

发；

4. 基于超短激光的太赫兹

源设计；

5. 激光传输光路设计。

1. 具有光学及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2. 有飞秒激光器设计及使用经验者优先考虑；

3. 特任副研究员应聘者在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我校副

研究员平均水平。

博士后、 特任副

研究员
THz 光性能测量

1. 具有 THz 光学等相关专业背景的博士学位；

2. 具有相关研究背景者优先；

3. 特任副研究员应聘者在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我校副

研究员平均水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项目组及平台招聘

(http://apst.ustc.edu.cn/)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招聘条件

博士后、 特任副

研究员

1. 微波功率源与传输系统

设计；

2. 微波与激光振荡器高精

度同步系统研制。

1. 具有微波或电子学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2. 有相关原件研制经验者优先考虑；

3. 特任副研究员应聘者在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我校副

研究员平均水平。

博士后、 特任副

研究员

1、 直线加速器加速结构

的设计（驻波加速腔、行

波加速腔）

2、 直线加速器束流动力

学设计

1、 具有加速器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2、特任副研究员应聘者在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我校副

研究员平均水平。

博士后、 特任副

研究员

1. 太赫兹传输光路设计；

2. 太赫兹源性能参数测

量。

1. 具有微波、电子学、真空电子学、光学等相关专

业的博士学位；

2. 优先考虑具有太赫兹技术研究背景者；

3. 特任副研究员应聘者在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我校副

研究员平均水平。

博士后、 特任副

研究员

1. 超短电子束诊断系统设

计；

2. 新型束流测量技术研

发。

1. 具有加速器、电子学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

2. 优先考虑具有束流诊断技术研发背景者

3. 特任副研究员应聘者在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我校副

研究员平均水平。

工程师、 博士

后、 特任副研究

员 （机械系统）

1、主要负责专业组承担的

机械驱动系统和机械支撑

系统的设计、质量跟踪和

集成工作；

2、参加专业组承担的加速

器装置机械系统的运行维

护、设备安装和设计改造

工作；

3、参加部门领导安排的其

它工作。

1、思想品德端正、工作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团结

协作精神；

2、机电一体化、机械设计与自动化专业及其他相关

专业硕士以上学位，年龄 3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3、熟练掌握 AutoCAD、Solid Edge、Solidworks

等相关工程设计软件，了解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工程师、 博士 加速器真空系统的运行维 真空专业硕士及以上，机械类硕士及以上，具有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项目组及平台招聘

(http://apst.ustc.edu.cn/)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招聘条件

后、 特任副研究

员 （真空系统）

护、新项目设计 标超高真空系统设计经验者优先。要求能熟练使用

AutoCAD、Solidworks、ANSYS 等设计软件；熟

悉加速器真空系统，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背景

工程师、 博士

后、 特任副研究

员

1） 根据控制需求进行嵌

入式系统的软硬件设计、

开发、安装与调试

2） 编写相关技术文档

1）熟悉 ARM、FPGA 等硬件开发技术、嵌入式 Linux

系统开发技术，有运动控制经验者优先

2） 具备良好的知识学习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团队

合作精神、沟通协调能力，责任心强

3） 研究生学历，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4） 博士后需具有博士学位

5）特任副研究员需在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我校副研究

员平均水平。

工程师、 博士

后、 特任副研究

员

1） 根据控制要求进行

PLC 产品选型、软件开发、

系统安装与调试

2） 编写相关技术文档

1） 熟悉西门子等主流 PLC 产品的性能及软件编程

技术，有运动控制经验者优先

2） 具备良好的知识学习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团队

合作精神、沟通协调能力，责任心强

3） 研究生学历，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4） 博士后需具有博士学位

5）特任副研究员需在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我校副研究

员平均水平。

工程师、 博士

后、 特任副研究

员

1） 上位机控制软件的设

计、开发和调试

2） 编写相关技术文档

1） 熟悉分布式控制系统和 linux 系统的知识，熟练

掌握 C/C++或 JAVA 语言和以太网通信的编程技术

2） 具备良好的知识学习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团队

合作精神、沟通协调能力，责任心强

3） 研究生学历，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4） 博士后需具有博士学位

5）特任副研究员需在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我校副研究

员平均水平。

工程师、 博士

后、 特任副研究

员

1） 数据库系统的设计、

性能优化，应用程序的开

发和调试 2） 编写相关技

1) 熟悉 MySQL 等数据库系统的设计和性能优化，

熟练掌握 B/S 架构的数据库应用程序开发，对大数

据分析技术有兴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项目组及平台招聘

(http://apst.ustc.edu.cn/)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招聘条件

术文档 2) 具备良好的知识学习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团队

合作精神、沟通协调能力，责任心强

3) 研究生学历，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4) 博士后需具有博士学位

5) 特任副研究员需在科研能力上需达到我校副研究

员平均水平。

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合作化南路 42 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

室；邮编：230029

联系人：江老师

电话：0551-63602018

简历投递邮箱：jiangf@ustc.edu.cn、ustc_jiangf@163.com


	中国科大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面向海内外招聘人才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