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军军医大学招聘职位表

序号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从事工作 需求数量 学历要求 学位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1 2021001 行政管理 科研经费管理员
科研经费系统管理、预算编
制及其他财务相关工作

1 大学本科 学士 会计学
30周岁以下，纪律、保密意识强，有初级
（含）以上会计师资格，熟练使用科研经费管
理系统

2 2021002 行政管理 组织干事
组织业务工作
党团活动组织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 政治学相关专业 有部队师旅团级单位组织工作经验者优先

3 2021003 行政管理 宣传干事

对外宣传的策划、组织、通
联，校内宣传的组织、实
施；上级文电的收发、工作
反馈

2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新闻传播类专业
27周岁以下，在官方主流媒体从业1年以上，
发表稿件超过50篇（条）；熟悉新媒体编发运
营者优先

4 2021004 行政管理 宣传干事
策划、宣传学校文化体育活
动；制作校园文化宣传产品

2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戏剧影视文学
24周岁以下，熟悉高校宣传工作，有策划、宣
传重大主题或大型演出活动的经验；熟悉新媒
体编发运营者优先

5 2021005 行政管理 宣传干事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
究，教育活动的组织和策
划，授课、讲话等材料的撰
写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戏剧与影视文学
退伍大学生士兵，有媒体实习或从业经验，在
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或社团负责人的优先

6 2021009 专业技术 幼儿教师
幼儿一日生活相关教育教学
工作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学前教育专业优先
持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具有2年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优先

7 2021010 工勤技能 保育员
幼儿一日生活相关保育教育
工作

2
大专及以

上
\ 学前教育专业优先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保育员资格证、具有相关工
作经验优先

8 2021012 工勤技能 机务员 程控机务工作 2
大专及以

上
\

计算机相关专业或有
相关工作2年以上从

业经历
女性，35周岁以下

9 2021013 工勤技能 驾驶员 汽车驾驶（大车） 10 \ \ \
45周岁以下，退伍军人优先，有A照，汽车驾
驶驾龄8年以上

10 2021014 工勤技能 驾驶员 汽车驾驶 8 \ \ \
40周岁以下，退伍军人优先，有B照，优秀者
可放宽至C照，汽车驾驶驾龄8年以上

11 2021015 行政管理 供应助理员 供应管理工作 1
硕士研究

生
硕士 物流工程 35周岁以下，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12 2021016 专业技术 工程管理员 工程施工现场管理 1
大专及以

上
\

工程管理
类专业

13 2021017 专业技术 出纳 出纳工作 1
全日制本

科
\ 财务金融相关专业

30周岁以下，应届毕业生，熟悉国家财税法律
规范，熟练应用财务软件；良好的口头及书面
表达能力；熟练应用办公软件；责任心强、严
谨踏实、工作仔细认真；有会计相关资格证书
优先



14 2021018 专业技术 工程管理员 施工现场管理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 基建工程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熟悉国家工程管理法律规范，具
有良好的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熟练应用办公
软件；责任心强、严谨踏实、工作仔细认真

15 2021020 专业技术 会计 会计相关工作 1
硕士研究

生
硕士 会计学

30周岁以下，应届毕业生优先；熟悉国家财税
法律规范，熟练应用财务及办公软件；良好的
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严谨踏实，工作仔细认
真；有会计相关资格证书优先

16 2021024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协助科研人员，在相关领域
内完成课题研究和具体实验
操作工作；负责实验数据采
集、整理、分析汇总等研究
工作；协助完成课题申报立
项资料撰写、中期检查、结
题验收等相关工作  

4
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预防医学
、神经生物学、药学

、生物信息学等

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熟练掌握办公、数据
分析等相关软件

17 2021025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科研、教学实验辅助工作 2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硕士

临床医学专业、预防
医学专业、基础医学
专业、工业设计与人

工智能专业

\

18 2021026 专业技术 教学科研助理

负责教学过程中的日常管理
相关工作；协助科研人员完
成相关课题领域方案的拟定
和初期科研工作；科研经费
的报销工作；日常教学保障
、科研课题辅助工作

1
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预防医学、数学相关

专业
熟悉办公软件及统计类软件如EPIDATE、SAS的
使用

19 2021027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教学科研辅助工作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生物物理学、预防医

学相关专业
\

20 2021029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科研教学辅助工作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信息

技术
35岁以下，985或211院校毕业

21 2021030 专业技术 数据分析研究员

1. 为项目组开展临床实验
和相关研究提供数据分析支
持；
2. 动物及临床实验方案设
计、实验实施，及实验流程
监督管理；
3. 收集整理实验数据，数
据分析、撰写实验报告和研
究报告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医学统计、信号处理
、生物医学工程、人

工智能相关专业

1.至少精通一种编程语言（如C++、Matlab、
Python等），会多种编程语言者优先考虑；
2.具有优秀的学习能力，工作踏实、细心，责
任心强，热爱祖国；
3.具备良好的中英文读写能力、沟通能力、组
织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22 2021031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科研教学辅助工作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仪器科学与技术 30周岁以下，应届毕业生

23 2021032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负责图像处理、数据无线传
输、硬件设计等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电子技术、电子信息

工程、计算机
35周岁以下，985或211毕业院校优先



24 2021033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教学科研辅助工作 1 大学本科 学士 药学
25周岁以下，应届毕业生，熟练掌握神经科学
领域各项实验操作技能，有高校科研助理实习
经历者优先

25 2021034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教学科研辅助工作 1
硕士研究

生
硕士 中药学

28周岁以下，211大学应届毕业生，具有扎实
有机合成理论基础及熟练实验技能，有高校科
研助理实习经历者优先

26 2021035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有机合成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化学、
生物学

工作态度积极、认真，有从事有机合成化学
（或药物化学）研究的意向，学习能力强，有
团队合作精神

27 2021038 行政管理 行政助理 日常行政管理辅助工作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训练相关专业
应届毕业生，具有组织管理、体能训练指导及
大学学生会工作经历者优先

28 2021039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实验研究或数据处理或技术
研发

3
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
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
、医学实验技术、心
理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30周岁以下，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29 2021040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课题组科研项目的实施工
作，如论文撰写发表、课题
申请、开题、结题等相关工
作

1
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医学相关专业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30 2021043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科研辅助工作 1
大专及以

上
\

医学、生物学相关专
业

30周岁以下

31 2021044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科研辅助工作 1
硕士研究

生
硕士

医学、生物学相关专
业

30周岁以下

32 2021045 专业技术 实验员 基础实验平台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生物学、医学相关专

业
应届毕业生，掌握蛋白、核酸、小鼠等基础实
验

33 2021046 专业技术 实验员 质谱平台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细胞生物学、分子生

物学相关专业
具有生物质谱技术经验的优先

34 2021047 专业技术 科研助理 科研辅助工作 1
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医学、生物学、药学

类相关专业
有神经科学研究工作经验者优先

35 2021049 行政管理 教研条件保障助理
教学训练条件建设项目管
理；学科建设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教育学、医学、管理

学相关专业

工作经验：1年以上高校教学、科研及其他管
理工作经验（有军事院校工作经验者优先）
专业资格：教师资格证
专业技能：熟悉项目建设组织流程；熟悉国家
、省部级条件建设项目申报规律，熟悉相关政
策；熟练掌握项目经费使用规定；大学英语等
级考试4级以上；熟练操作office软件
其他：良好的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有自主学
习能力；责任心强、严谨踏实、工作仔细认真



36 2021050 行政管理 宣传报道员 宣传报道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影像媒体艺术

工作经验：从事过广告设计类工作或有2年以
上部队宣传工作经历的优先
专业技能：熟练使用photoshop、Premiere 
Pro、illustrator、after effects等图形、
图像处理软件；熟练使用秀米等公众号推文编
辑制作工具；熟练使用单反、摄像机等照摄像
工具
其他：良好的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能接受临
时性加班等任务；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责任心
强、严谨踏实、工作仔细认真

37 2021051 行政管理 文化工作骨干 文化工作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文化体育艺术类

工作经验：有部队文化工作经历、艺术特长的
优先
专业技能：熟悉部队文化工作；能够熟练组织
各类文体活动
其他：良好的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能接受临
时性加班等任务；责任心强、严谨踏实、工作
仔细认真

38 2021052 专业技术 软件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开发、调试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计算机硬件及电子信

息相关专业

工作经验：相关岗位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专业技能：掌握计算机、网络设备软件基础知
识，能够独立进行软件开发、调试、维护工作
其他：良好的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对待工作
仔细认真，吃苦耐劳

39 2021053 专业技术 硬件工程师
计算机、网络设备组装、使
用及维护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计算机硬件及电子信

息相关专业

工作经验：相关岗位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专业技能：掌握计算机、网络设备软件基础知
识，能够操作使用相关硬件并开展日常维护，
具备故障定位和排除能力
其他：良好的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对待工作
仔细认真，吃苦耐劳

40 2021054 专业技术 行政助理 教学科研辅助工作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管理学、教育学专业

工作经验：从事卫勤科研、教学、管理工作2
年以上优先
专业技能：熟悉科研、教学活动各环节组织实
施流程；大学英语等级考试4级以上；熟练操
作office软件
其他：良好的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有自主学
习能力；责任心强、严谨踏实、工作仔细认真



41 2021055 专业技术
“利剑”军医特战队

教官
学校“利剑”军医特战队军
事技能、体能等科目组训

1
大专及以

上
\ \

工作经验：在特种作战部队服役5年（含）以
上；参加过军级（含）以上比武竞赛并取得名
次；有军队院校带教或组训经历1年（含）以
上
专业技能：熟练掌握战术、射击、格斗等军事
基本技能；体能考核成绩优秀（按照军队二类
人员标准）
其他：身体健康无伤病；责任心强、仔细认真
、能吃苦耐劳

42 2021059 专业技术 网络运维员 网络运维 1 大学本科 \ 计算机专业
30周岁以下，政治立场坚定，有较好语言沟通
能力，有CCNA或HCNA认证证书者优先

43 2021060 专业技术 摄像师

微课、慕课拍摄及后期制
作；各类会议的录像保障；
重大演习演训任务的摄像、
直播、视频制作等保障任务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广播电视相关专业

熟练使用多型号摄像机及照相机，能够熟练使
用Vegas，Edius，premiere等视频、音频和字
幕等软件，具有电视稿本和分镜头稿本的编写
能力

44 2021061 专业技术 采编 各类新闻采编 1 大学本科 学士 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 有军队院校工作经验优先

45 2021062 工勤技能 饲养、洗消工 实验动物饲养和洗消 1
大专及以

上
\ 生物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

46 2021063 专业技术 技术员 动物实验技术服务 1
大专及以

上
\ \ 25周岁以下

47 2021064 专业技术 编辑、助理编辑 文字编辑 2
全日制本

科
学士 医学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48 2021066 专业技术 教评助理 教学评价方面工作 1 大学本科 学士 医学、教育学
了解院校教学评价工作，熟练应用办公软件，
责任心强、严谨踏实、工作仔细认真

49 2021067 专业技术 采购助理 主要负责工程类招标采购 1 大专 \ 工业与民用建筑
有工程技术类相关工作经历5年以上，有部队
院校工程管理、采购工作相关经历3年以上

50 2021068 专业技术 采购助理
组织招标采购工作，管理采
购合同

1 大学本科 \ 医学检验
有部队院校医学实验相关工作经历及部队采购
相关工作经历

51 2021071 专业技术 医学编辑 中文编辑、英文编辑 2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医学、医学英语或编

辑学

3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需具有医学或编辑学
教育背景，有新媒体工作经验或编辑出版工作
经历者优先；政治素质过硬；具有较强的文字
功底和写作能力，责任心强，工作严谨细致，
能熟练使用常用办公软件，具有较强的组织能
力

52 2021072 专业技术
平面设计及多媒体制

作
平面设计、动漫设计、PPT
课件制作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设计类相关专业
熟练掌握平面设计类软件使用方法，具备图像
设计制作、PPT课件制作与美化等技能



53 2021073 行政管理 政工干事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活
动策划、新闻稿件撰写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30周岁以下，具有高校组织、宣传经验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