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历 学位 专业 工作经历 其他条件

1 建筑与规划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建筑学相关教学与

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博士 建筑学

2 建筑与规划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城乡规划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4 研究生 博士 城乡规划学

3 建筑与规划学院专任教师三 专业技术
从事风景园林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3 研究生 博士 风景园林学

4 建筑与规划学院专任教师四 专业技术
从事城乡规划和风景园
林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设计艺术学

具有5年及以上高校
城乡规划或风景园
林专业相关教学经

历

具有高校教师系列副高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或专业技术资格。

5 建筑与规划学院专任教师五 专业技术
从事建筑学相关教学与

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具有5年及以上高校
建筑学专业相关教

学经历

具有高校教师系列副高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或专业技术资格。

6 土木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智能建造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博士

建筑设施智能技术、建
筑电气与智能化、自动
化、智能科学与技术

7 土木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结构抗震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博士

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
程及防护工程

8 土木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三 专业技术
从事施工与管理相关教

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结构工程

9 土木工程学院专任教师四 专业技术
从事岩土工程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岩土工程

10 土木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五 专业技术
从事安全工程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博士 安全工程

11 土木工程学院专任教师六 专业技术
从事钢结构相关教学与

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结构工程

12 机械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智能产品设计及制
造、数控机床和工业机
器人相关教学与科研工

作

1 研究生 博士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
计及理论、机械工程

13 机械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能源材料及蓄能技
术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化学工程

14 机械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三 专业技术
从事智能制造和人工智
能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5 机械工程学院专任教师四 专业技术
从事机械设计与制造相

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
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16 机械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五 专业技术
从事金属材料及脆性材
料加工相关教学与科研

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材料加工工程

17 机械工程学院专任教师六 专业技术
从事工程机械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
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车辆工程

18 机械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七 专业技术
从事工程机械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岩土工程

19 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建筑热能工程相关

教学与科研工作
4 研究生 博士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
空调工程

20 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市政工程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4 研究生 博士 市政工程

21 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三 专业技术
从事环境工程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环境工程

22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类、

电子工程类、电子科学
与技术类

23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自动化相关教学与

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类、电
子科学与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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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三 专业技术
从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电子工程类

25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教辅人员 专业技术
从事高校电气类相关实

验教学工作
1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具有5年及以上高校
电气类实验教学工

作经历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或专业技术资
格。

2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

一
专业技术

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2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

二
专业技术

从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相关教学与科研工

作
1 研究生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2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

三
专业技术

从事信息与计算科学相
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2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

四
专业技术

从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3 研究生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控制科学与工程类

3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

五
专业技术

从事通信工程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信息与通信工程类

3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

六
专业技术

从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

理类
本科或硕士阶段须具有
计算机类专业背景。

32 管理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相关

教学与科研工作
3 研究生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本科专业须为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

33 管理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工程管理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博士 土木工程

本科、硕士、博士阶段
至少一个须具有管理类
专业背景。

34 管理学院专任教师三 专业技术
从事工程造价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本科专业须为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

35 管理学院专任教师四 专业技术
从事工程造价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土木工程

本科、硕士、博士阶段
至少一个须具有管理类
专业背景。

36 管理学院专任教师五 专业技术
从事房地产投资决策教

学与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博士 房地产类相关专业

本科、硕士、博士阶段
至少一个须具有房地产
类专业背景。

37 交通与测绘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隧道与岩土工程/
桥梁工程相关教学与科

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道路与铁道工程、桥梁
与隧道工程、岩土工程

、结构工程

38 交通与测绘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道路与轨道交通相

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道路与铁道工程

39 交通与测绘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三 专业技术
从事测绘工程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摄影测量与遥感、地
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

程

4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无机非金属材料相

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粉体
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
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

、矿物加工工程

本科为无机非金属材料
工程专业者优先。

4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功能材料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
物理、复合材料与工程
、有色金属冶金、纳米

科学与技术

本科为功能材料、新能
源材料与器件专业者优
先。

4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三 专业技术
从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
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复合材料
与工程、高分子材料加

工工程

本科为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专业者优先。

43 设计艺术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家具设计与工程相

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博士 木材科学与技术

44 设计艺术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设计艺术学相关教

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艺术学类

本科和硕士阶段须为艺
术设计类专业。

45 设计艺术学院专任教师三 专业技术
从事环境设计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设计艺术学
具有5年及以上高校
环境设计专业相关

教学经历

具有高校教师系列副高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或专业技术资格。

46 设计艺术学院专任教师四 专业技术
从事家具设计与工程相

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设计艺术学、陶艺
具有5年及以上高校
家具设计与工程专
业相关教学经历

1.具有高校教师系列副
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或专业技术资格；
2.具有教育部教学相关
荣誉称号者年龄可适当
放宽。

47 外国语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翻译、外国语言文
学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英语语言文学

48 外国语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相关

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俄语语言文学



49 数理力学部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复杂系统理论与应
用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计算数学、应用数学

50 数理力学部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工程图学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机械工程类、土木工程
类

51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省高校网
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专任教师

一
专业技术

从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相关教学与科研工

作

1 研究生 博士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

52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省高校网
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专任教师

二
专业技术

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相关教学与科研

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哲学、外国哲学、逻辑
学、伦理学、美学、宗
教学、科学技术哲学、

科学技术史

53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省高校网
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专任教师

三
专业技术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教

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中国近现代史
具有5年及以上高校

相关工作经历

具有高校教师系列副高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或专业技术资格。

54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省高校网
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专任教师

四
专业技术

从事高校大学生网络大
数据舆情分析及网络思
政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具有5年及以上高校
相关工作经历

1.中共党员；
2.具有高校教师系列副
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或专业技术资格。

55 工程训练与创新学院专任教师一 专业技术
从事建筑工程装备相关

教学与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博士 机械工程

56 工程训练与创新学院专任教师二 专业技术
从事电子工程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
3 研究生 博士 电子工程类

57 工程训练与创新学院专任教师三 专业技术
从事电子信息化相关教

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类

58 工程训练与创新学院专任教师四 专业技术
从事建筑设计、建筑技
术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研究生 博士 建筑学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59 工程训练与创新学院专任教师五 专业技术
从事建筑工程装备技术
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3 研究生 博士 机械工程
具有5年及以上高校
建筑工程装备技术

研究工作经历

60 工程训练与创新学院专任教师六 专业技术
从事绿色能源建筑与城
市研究相关教学与科研

工作
1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城市规划与设计
具有教授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

61 工程训练与创新学院专任教师七 专业技术
从事绿色能源建筑与城
市研究相关教学与科研

工作
1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具有高级工程师专业技
术职务。

62 天作建筑研究院专任教师 专业技术
从事区域建筑学相关教

学与科研工作
3 研究生 博士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城
市规划与设计、建筑技

术科学

63 建筑工业化研究院专任教师 专业技术
从事钢结构、建筑结构
抗震相关教学与科研工

作
1 研究生 博士

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
程及防护工程

64 建筑环境与节能研究院专任教师 专业技术
从事建筑节能、室内环
境营造技术相关教学与

科研工作
2 研究生 博士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65 质量评价与督导处工作人员 专业技术
从事高校教学质量管理

与督导评价工作
1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具有5年及以上高校

相关工作经历

1.中共党员；
2.具有高教管理系列副
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或专业技术资格。

66 学报编辑部工作人员 专业技术 从事编辑出版相关工作 1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编辑出版学、出版硕士
、土木工程类、机械工
程类、环境科学与工程

类

具有副编审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

67 辅导员 专业技术
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和管理工作
2 研究生

硕士及以
上

不限专业
具有5年及以上高校

学生工作经历

1.中共党员；
2.具有高校教师辅导员
系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或专业技术资
格。

100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