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 设岗学科 专业要求 学历 联系方式

作物遗传育种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新兴交叉学科方向

植物病理学
植物保护、植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植物病理学等相关专业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物保护、生物学、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或者相近专业

农药学
制药工程、中药制药、化学工程、
农药学、植物保护等相关专业

蔬菜学

设施园艺学 园艺、农业工程或建筑等工科专业

观赏园艺学
园艺或园林专业

国内观赏园艺相关优势学科

茶学 茶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遗传学或动物科学相关专业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动物科学相关专业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动物科学、生物学相关专业

水产养殖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水产养殖相关专业

水产学 本硕博为水产学及水生生物学相关专业

草原学

本科或博士专业为自然地理学或地理信息
相关专业；或者本科为草地生态学、

植物学相关专业，硕博为草学相关专业

草坪学 本科或者博士专业为草坪学相关专业

饲草学
本科或者博士专业为牧草加工

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相关专业

基础兽医学 本科、硕士阶段为动物医学专业

临床兽医学
本科、硕士阶段为动物医学专业

或相关生物学专业

预防兽医学
本科、硕士及博士阶段为动物医学专业

或相关生物学专业

园艺学院 博士

园艺

果树学

博士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医学院

博士农学类、生物类等相关专业农学院

博士植物保护学院

联系人：赵普庆
电话：029-87082845

邮箱：zpq@nwsuaf.edu.cn

负责人：单卫星

电话：029-87082090

邮箱：wxshan@nwafu.edu.cn

联系人：李冬生
电话：029-87082411

邮箱：lidongsheng@nwsuaf.edu.cn

负责人：胡小平

电话：029-87082502

邮箱：xphu@nwsuaf.edu.cn

联系人：辛清婷
电话：15829780689

邮箱：xinqt@nwsuaf.edu.cn

负责人：苏蓉

电话：029-87092935

邮箱：surong@nwsuaf.edu.cn

联系人：邹春
电话：029—87092165

邮箱：zouchun@nwsuaf.edu.cn

负责人：赵献军

电话：13119103066

邮箱：xjzhao@nwafu.edu.cn

联系人：庞雪琴、巩敏芝
电话：029-87092937

邮箱：pangxq@nwafu.edu.cn

gongminzhi1160@nwsuaf.edu.cn

负责人：曹军会

电话：029-87092212

邮箱：caojunhui@nwafu.edu.cn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年教师招聘计划

联系人：桂恺
电话：029-87082613

邮箱：guikai@nwsuaf.edu.cn

负责人：黄德宝

电话：029-87081195

邮箱：hdbao11@163.com

草业与草原学院 博士

博士



单位 设岗学科 专业要求 学历 联系方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年教师招聘计划

森林经理 本科阶段为林学、测绘或地理信息专业

森林培育
本科为林学专业，硕、博均为森林培育专业，

从事天然林理论与技术研究的优先考虑

林木遗传育种
本科为林学、遗传学、生命科学基础学科，
 硕、博为林木遗传育种学或植物学相关专业

经济林 经济林或果树专业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林产化工

木材科学与技术
本、硕阶段为木材科学与技术、

高分子材料化学或者林业装备与信息化

森林保护学 硕、博阶段研究方向为动物学、昆虫学

森林培育学
本科为生物、林学、植物专业；

硕、博均为植物专业

森林生态 土壤学专业

森林生态学 硕、博士阶段为林学或生态学研究方向

园林与景观设计 风景园林、园林专业 博士

园林与景观设计 建筑学、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 硕士

大地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 城乡规划、地理科学等相关专业

园林植物资源与应用 园林、风景园林或相关专业

设计艺术学 艺术史论、艺术教育专业

设计艺术学 环境设计、视觉传达或相关专业、造型类专业 硕士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本科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或地理学专业

环境工程
本科为环境科学或环境工程专业，
研究生为环境科学或环境工程专业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大气科学或地质学专业

植物营养学
本科为农业资源与环境或环境科学与工程；
硕、博为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环境科学

土壤学 本科、硕士阶段为资源环境科学或相近专业

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

本科、硕士阶段为资源环境科学或相近专业/
硕、博阶段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地理信息科学或遥感科学与技术

资源环境学院 博士

联系人：成密红
电话：029－87080269

邮箱：chengmihong@nwsuaf.edu.cn

负责人：段渊古

电话：029-87080276

邮箱：duanyuangu@nwsuaf.edu.cn

联系人：李平
电话：029-87081581

邮箱：lipingzh68@nwsuaf.edu.cn

负责人：吕家珑

电话：029-87080051

邮箱：ljlll@nwsuaf.edu.cn

林学院

联系人：袁纪东
电话：029-87081135

邮箱：jwks@nwsuaf.edu.cn

负责人：黄明学

电话：029-87082705

邮箱：Huangmx@nwsuaf.edu.cn

博士

博士

风景园林艺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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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工程 结构工程

岩土工程 岩土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 土木工程

道桥与交通运输工程 道桥与交通工程

水工结构工程
本科为水利水电工程、农业水利工程

或土木工程专业

水工结构或土木工程 本科为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专业

水利水电工程
本科为水利水电工程或农业水利工程专业，

硕博为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本科为水利水电工程或农业水利工程专业，

硕博为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专业

电气工程 本科为电气工程或自动化学科专业

流体机械及工程 本科为能源与动力工程学科专业

农业水土工程

本、硕为农业水土工程、土壤、植物营养等相
关专业/本科为水利类相关专业、硕士为农业水

土工程专业/本科为水利类相关专业

农业水土工程
或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本科为水利类相关专业、硕士为农业水土工程
或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

水文学及水资源 本、硕、博为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或相关专业

农业机械化工程
本科为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硕、博为农业机械化工程或相近专业

机械设计及理论
本科为机械工程或相关专业，
硕、博为机械工程或相近专业

机电一体化
本科为机械电子工程或自动化相关专业，
硕、博为机械电子工程或自动化相近专业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本科为电子信息工程或通信工程相关专业

车辆工程
本科为车辆工程专业，

硕、博为车辆工程或相近专业

博士

水利与建筑工程
学院

博士

机械与电子工程
学院

联系人：贺克勇
电话：029-87092391

邮箱：hky@nwsuaf.edu.cn

负责人：王绍金

电话：029-87092319

邮箱shaojinwang@nwsuaf.edu.cn

联系人：谭丛会
电话：029-87082902

邮箱：tanconghui@nwsuaf.edu.cn

负责人：胡笑涛

电话：029-87082117

邮箱：huxiaotao11@nwsuaf.edu.cn



单位 设岗学科 专业要求 学历 联系方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年教师招聘计划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本、硕为计算机或软件工程专业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硕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工学电子商务、软件工程等专业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硕为计算机类专业 硕士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农产品贮藏与加工、食品科学相关专业

粮食、油脂
及植物蛋白工程

科、硕为食品科学专业，
硕博研究方向为粮油食品科学

本、硕为食品科学专业，
硕博研究方向为畜产科学或乳品科学

食品科学、分子/细胞生物学、
基础/预防/生物/医学、化学、药学、

微生物、营养、食品化学等相关专业

全日制本科；硕博从事果树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果树生理学、生态学、营养学、

食品化学、葡萄酒化学、食品感官分析研究

在本硕博任一阶段主修葡萄与葡萄酒学/
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食品科学/发酵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轻工科学与工程/

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等专业

本科为经济学专业，
硕、博为产业经济学

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微生物学
本科为生物制药或制药工程相关专业，硕士或
博士从事生物制药或制药工程相关专业研究

遗传学 本、硕、博为生物学相关专业

生物信息学

有较强的数理或遗传学基础；
在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系统生物学人工

智能或遗传学等领域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在上

述领域有多年知识积累和技术储备

基础数学

应用数学

计算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运筹学与控制论

光学

理论物理

博士

信息工程学院
博士

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

本、硕、博均为数学相关专业

葡萄酒学院 葡萄与葡萄酒 博士

食品科学

联系人：刘蓉蓉
电话：15129051578

邮箱：353978248@qq.com

负责人：房玉林

电话：15129652766

邮箱：fangyulin@nwsuaf.edu.cn

联系人：郭亚红
电话：029-87092352

邮箱：xxxy@nwsuaf.edu.cn

负责人：党青

电话：029-87091172

邮箱：dq@nwsuaf.edu.cn

联系人：王晨、唐帅
电话：029-87092226

邮箱：wangchen5529@nwafu.edu.cn

负责人：张社奇

电话：029-87092401

邮箱：zhangsheqi@nwafu.edu.cn

联系人：董文科
电话：029-87092486

邮箱：dongwk@nwsuaf.edu.cn

负责人：张振华

电话：029-87091459

邮箱：zhangzhenhua108@163.com

本、硕、博为生物学或相关专业

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

联系人：董青
电话：029-87092262

邮箱：dongqing@nwafu.edu.cn

负责人：郁飞

电话：029-87091935

邮箱：flyfeiyu@gmail.com

本、硕、博均为物理相关专业

博士理学院



单位 设岗学科 专业要求 学历 联系方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年教师招聘计划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

天然药物化学 天然药物化学

生药学 本、硕、博至少有一阶段为药用植物专业

农业经济管理 本、硕、博均为经管类专业

土地资源管理 硕、博阶段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应用经济学博士，有国际经济与贸易背景

保险学
硕、博研究方向为保险精算、

农业保险和风险管理

金融学
硕、博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

行为金融和农村金融

产业经济学
硕、博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发展经济或区域经济

数量经济学
硕、博研究方向为应用计量经济学、

社会经济统计或数量经济

会计学

财务管理

环境法学／民商法 本、硕为法学专业

公共管理
本科为公共管理、经济学类专业，硕、博为
公共管理、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类专业

社会学
本、硕为社会工作、社会学、

人口学或相关专业

科技史
本、硕具有历史学、考古学、农业科学

或古籍整理方面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专业学科

政治学类博士或者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
与政治、国际问题相关领域的其他专业博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历史学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

化学与药学院 博士

博士/硕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人文社会
发展学院

博士

联系人：孟立东
电话：029-87092662

邮箱：657391007@qq.com

负责人：高锦明

电话：029-87092335

邮箱：jinminggao@nwafu.edu.cn

联系人：陈琳
电话：029-87092321

邮箱：chenlin1984@nwsuaf.edu.cn

负责人：朱宏斌

电话：029-87092531

邮箱：zhhbin02@nwafu.edu.cn

联系人：崔宇
电话：029-87092002

邮箱：sizhengbuxn@126.com

负责人：赵延安

电话：029-87090152

邮箱：184438657@qq.com

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

联系人：丁艳芳
电话：029-87081209

邮箱：dingyanfang@nwsuaf.edu.cn

负责人：赵敏娟

电话：029-87081398

邮箱：minjuan.zhao@nwsuaf.edu.cn

具有工商管理学背景或管理类方向博士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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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英语

俄语 俄语

法语 法语 硕士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或汉语言文学 博士

生态学或土壤学 生态学或土壤学及相关专业

植物营养 植物营养学及相关专业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本、硕、博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土壤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地理学专业之一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地理信息系统

本、硕、博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地理学、遥感或地理信息系统专业之一

体育部 教育学 本科阶段为足球/健身健美/乒乓球专项 硕士

联系人：张晓东
电话：13709229019

邮箱：zxd7096@163.com

负责人：孙军

电话：18192679907

邮箱：juns_2003@nwafu.edu.cn

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

心理学 本、硕为心理学专业
硕士

及以上

联系人：金花
电话：029-87091488

邮箱：jinhua@nwafu.edu.cn

负责人：薛建鹏

电话：87091383

邮箱：470886053@qq.com

博士

水土保持研究所 博士

外语系

联系人：曲斌
电话：029-87092327

邮箱：1055501688@qq.com

负责人：杨宏

电话：029-87091010

邮箱：244019642@qq.com

联系人：金晶炜
电话：029-87012142

邮箱：jinjingweisoil2008@163.com

负责人：韩锁昌

电话：13991100981

邮箱：hansch@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