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人单位 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联系人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制造相关专业

机械设计及理论
机构学、机械系统动力学、润滑与摩擦、

复合材料成形工艺与装备

材料加工工程
塑性成形与模具、金属增材制造、液态成

型、焊接技术

机械电子工程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或机电控制技术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塑性成形与模具、金属增材制造、液态成

型、焊接技术等

仪器科学与技术
精密仪器及机械或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或

光学工程等

电动汽车及其相关研究方向

智能汽车/轨道交通及交通运输

智能交通及相关研究方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内燃机/热能工程/

工程热物理

力学 工程力学/流体力学

农业工程
农业机械化工程、智能农机装备、农业电

气化、农业机器人、仿生智能机械

农业工程或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

电气工程
电力系统、电力电子、高电压、电机、电

工理论与新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及自动化

装置、系统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导航制导与控制

信息与通信工程  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气自动化类 电气工程/控制学科

智能信息处理、机器人技术与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模式识别、图像处理、高性能
计算、算法设计与分析、大数据技术、网

络与信息安全

移动通信理论与应用

计算机视觉与数字视觉艺术、计算机图形

学与虚拟现实

张院长

0533-2781272
zcs@sdut.edu.cn

刘院长

0533-2789979
1712772098@qq.com

田院长

0533-2789677
takui@sdut.edu.cn

机械工程/车辆工程/交通运输工程/仪

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讯工程

交通与车辆工

程学院

电气与电子工

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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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与食

品科学学院

高院长

0533-2786837
duchanghai@163.com

王院长

0533-2780169
wangxy@sdut.edu.cn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

与通信工程、数字媒体技术相关专业



用人单位 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联系人

催化反应、分离工程

精细化学品清洁生产过程工程

材料化学工程

合成化学（高分子合成、有机合成方向）

物理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材料与能源化学、材料计算化学方向

测绘科学与技术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大地测量

地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摄影、自然地理等)

、软件工程

城乡(市)规划 或建筑学 城乡规划与设计、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土木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结构工程、岩土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防灾减灾及防护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道路工程、道路材料

城乡规划学、建筑学 城乡规划与设计、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施工技术与管理、项目管理

采矿工程、岩土工程

浮选基础理论与矿物表面化学、难选有色

金属和黄金矿绿色高效加工、超细颗粒分
选理论和技术、纳米矿物材料、非金属矿
深加工、新型矿用药剂合成、矿物加工工

程、资源综合利用

矿床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矿产普查

与勘探、构造地质学、数字地质等方向

环境工程

增材制造、金属材料

固废资源综合利用

分子筛合成、工业催化材料

高分子材料合成、加工、树脂基复合材料

生物学、发酵工程、生物化工 合成生物学、生物化工、发酵工程

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
肿瘤、细胞生物学、组学和信号通路调控

生物学、免疫学、药学、医学 神经生物学、药物合成化学、药物分析

数学与统计学

院
数学、统计学

李院长

0533-2782308
 lxrc@sdut.edu.cn

庞院长

sdutsmxy@163.com
0533-2780151

矿业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院长

0533-2781660
865267362@qq.com

禚院长

0533-2781257
zhuosp@sdut.edu.cn

贾院长

0533-2781800
jiazhr@126.com

李院长

Lmbsh@sdut.edu.cn
0533-2781765

生命科学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资源与环境工

程学院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化工学院



用人单位 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联系人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凝聚态物理 低维光电材料

理论物理 计算物理、生物光学检测

国际贸易学

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金融学

数量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数学、统计学及相

关研究方向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会计学、财

务管理、市场营销及相关研究方向

文艺学、传播学
文艺学、中西比较文学、新闻学、广告学

、传播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字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英语 语言学、文学、翻译或跨文化研究等

朝鲜语 文学、翻译、语言学

法学 民商、刑法、法理、国际法

社会学 社会工作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政治学、公共政策

马克思主义学

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历

史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社会
学等相关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政治学、哲学

、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相关
方向

李院长

0533-2787817
lijianminbd@163.com

美术学 中国画、油画、书法、美术理论

设计学
环境艺术、公共空间、视觉传达、信息艺

术、数字媒体、工业设计

新闻传播学 广告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数字媒体、软件工程

音乐

学院
音乐与舞蹈

唐院长

13805335707
zibotangyi@163.com

鲁泰纺织服装

学院

纺织科学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服装艺术设计、智能与防护服装、服装热

湿舒适性、纺织新材料、新工艺及清洁化
染整等

邵院长

0533-2787107
sdlgdxshaobin@163.com

外国语学院
王院长

0533-2782061
marchwangmx@126.com

张院长

0533-2782598
zghx002@sina.com

宋院长

0533-2780557
songli@sdut.edu.cn

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

法学院

经济

学院

应用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美术

学院

管理

学院

程院长

0533-2786269
cjm@sdut.edu.cn，
chengjunmo@163.com

董院长

0533-2780590
hgxydyh@sdut.edu.cn

王院长

0533-2782279
LL7779@163.com

张院长

0533-2786378
zhangym5490@163.com

物理与光电工

程学院



用人单位 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联系人

实验管理中心 化学 分析化学、物理化学
杨主任

0533-2781987
yxh@sdut.edu.cn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图书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机械、材料、

电气等相关学科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信息科学、

计算科学等

曲馆长

0533-2787157
qgq@sdut.edu.cn

淄博发展研究

院

经济、管理、社会学、理工科相关专

业
不限

吴院长

  0533-2781656
wzj@sdut.edu.cn

MBA教育中心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薪酬与绩效管理及相关方向

高主任

0533-2782203
gaofengzb@163.com

齐文化研究院
 张院长   

0533-2782271 
zhangcx@sd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