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航大学诚聘海内外优秀人才

中国民航大学是中国民用航空局直属的一所以培养高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

才为主的普通高等学校。1951年 9月 25日，为发展新中国的民航事业，由毛泽

东主席亲自任命方槐将军为校长，周恩来总理选定校址，在天津成立了中国民航

大学前身——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第二民用航空学校。

历经 65年开拓进取，中国民航大学现已成为一所民航学科门类齐全、以培养民

航高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主的高等学府，被誉为中国民航人才的摇篮、科学

技术研究的中心、国际文化交流的窗口。

学校占地面积 171.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78.3万平方米。校本部坐落于天津

滨海国际机场旁，另建有辽宁朝阳飞行学院、内蒙古飞行学院、新疆天翔航空学

院三个飞行训练学院。学校设有 20个教学单位，拥有工、管、理、经、文、法

6个学科门类下 1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４个专业硕士学位点，7个工程硕士领域，

30个本科专业，覆盖民航主要业务领域。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300余人，全日制在校生 27000余人。迄今已经培养毕

业生 10万余人，其中 80%左右从事民航相关工作，占到我国民航行业工程技术

和管理骨干人才的三分之一，在各类岗位上为民航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学校是教育部 CDIO改革试点单位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

现拥有国家空管运行安全技术重点实验室、民航空管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与

中国民用航空局共建的民用航空器适航审定技术研究与管理中心等 16 个国家

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基地、工程中心）；拥有 2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个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9个天津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天津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具备了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

66年来，学校坚守使命、不忘初心，始终以服务我国民航业可持续发展为

己任。66年来，学校砥砺前行、变革创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硕果累累。66
年来，学校把握机遇、直面挑战，正向着享有国际声誉的世界著名的民航类高等

学府阔步前进。

中国民航大学诚邀您的加盟！

应聘材料：

1. 中国民航大学求职人员登记表、中国民航大学招聘人员信息采集表、本人简历并附

有已取得的学历学位、学业成绩、推荐表、英语成绩、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等扫描件。

2. 科研教学工作成果，包括科研项目立项证明、科研成果获奖证书、专利证书、论文

索引、专著论文目录及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作品等材料。

联系方式：

应聘者请将应聘资料（主题注明：应聘岗位-应聘学院-姓名-毕业学校-学历-专业）同时

发送至学院邮箱和人事处邮箱：caucrsc@163.com yai@cauc.edu.cn
电话：022-24092163 传真：022-24092163 联系人： 郭老师 艾老师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北公路 2898号中国民航大学人事处 邮编：300300
学校网址：www.cauc.edu.cn
招聘政策及条件详见学校招聘网站：http://www.cauc.edu.cn/rsc/list_more_22.html

file://///Yai-pc/共享/1招聘工作/2015/校内及网络宣传/校内/中国民航大学求职人员登记表.doc
mailto:j_guo@cauc.edu.cn
mailto:yai@cauc.edu.cn
http://www.cauc.edu.cn/rsc/list_more_22.html


中国民航大学2018年教师岗位招聘计划
序号 单位 招聘专业 学历 人数 学院联系方式

1
航空工程学

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力学、工

业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11
孙老师:022-24092400 Email:ygsun@cauc.edu.cn
肖老师:022-24092406 Email:nhxiao@cauc.edu.cn

2
电子信息与

自动化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

科学与工程、大数据、控制科学与工程、电
气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博士 8
韩老师:022-24092450 Email:hanpingcauc@163.com

白老师:022-24092714 Email:lbai@cauc.edu.cn

3 空管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飞行器
设计、力学、交通运输工程、安全技术及工
程、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气科学

博士 9
戴老师:022-24092901 Email:daifuqing@cauc.edu.cn

薛老师:022-24092907 Email:sj-xue@cauc.edu.cn

交通运输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
与工程

博士 2
赵老师:022-24095796 Email:yifei6666@sina.com
尹老师:022-24095796 Email:hyin@cauc.edu.cn

4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会
计学、物流管理、物流工程、交通运输规划

与管理、应用经济学、安全技术及工程、工
程热物理、凝聚态物理

博士 7
陈老师:022-24092460 Email:ybcheng@cauc.edu.cn

王老师:022-24092269 Email:1607055102@qq.com

理论经济学 博士 1
刘老师:022-24092049 Email:liushexuan@163.com

吕老师:022-24092700 Email:cauc_jxlv@163.com

5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

科学与工程
博士 8

丁老师:022-24092066 Email:jlding@cauc.edu.cn

张老师:022-24092484 Email:cauczhang@126.com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网络

空间安全等相关专业

博士 2 顾老师:022-24092295 Email:zjgu@cauc.edu.cn

王老师:022-24092294 Email:s-wang@cauc.edu.cn硕士 1

6 机场学院
结构工程、岩土工程、交通运输工程、运筹
学与控制论、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物理、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 6
张老师:022-24092470 Email:xmzhang@cauc.edu.cn
周老师:022-24092474 Email:jzhou@cauc.edu.cn

7 理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数学、物理学、化学、统

计学及相近学科
博士 15

宋老师:022-24092510 Email:qgsong579@163.com
何老师:022-24092513 Email:hexilian_88@163.com

8 人文学院
法学、行政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博士 11

刘老师:022-24092530 Email:cauc_law2018@126.com

杨老师:022-24092534 Email:cauc_law2018@126.com

9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
博士 4 张老师:022-24092520 Email:zhangyl@cauc.edu.cn

侯老师:022-24095910 Email:jhhou@cauc.edu.cn硕士 6

10
飞行技术学

院

心理学、安全技术及工程、人机与环境工程
、气象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航空宇航

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博士 4

杨老师:022-24092500 Email:dpyang@cauc.edu.cn
孙老师:022-24092504 Email:sunshugui@126.com英语语言文学、气象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

理、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或航空工程领域、

电子科学与技术、安全技术及工程

硕士及
以上

4

11 中欧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固体力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控制科学

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翻译、物理学、数学

博士 6

杨老师:022-24092870 Email:xsyang@cauc.edu.cn

王老师:022-24092872 
Email:xiaofei-wang@hotmail.com

12 乘务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 硕士 1
赵老师:022-24092890 Email:hzhao@cauc.edu.cn
刘老师:022-24092892 Email:xj-liu@cauc.edu.cn

13
职业技术学

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博士 1 王老师:022-24092673 Email:43464376@qq.com

张老师:022-24092929 Email:dgzhang@cauc.edu.cn法学、安全技术与工程 硕士 1

14
工程技术训

练中心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1 张老师:022-24092602 Email:hwzhang@cauc.edu.cn

常老师:022-24092606 Email:jchang@cauc.edu.cn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

硕士 1

15
基础实验中

心
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

程

博士 1 姚老师:022-24092270 Email:jkyao@cauc.edu.cn
杨老师:022-24092274 Email:l-yang@cauc.edu.cn硕士 1

16 体育部
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运动人

体科学
硕士及
以上

2
马老师:022-24092540 Email:sma@cauc.edu.cn
折老师:022-24092543 Email:nzhe@cauc.edu.cn

17 适航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轮机工

程

博士 5
王老师:022-24092314 Email:caac_team@163.com

田老师:022-24092288 Email:caac_team@163.com

联系方式：将应聘资料同时发送至学院邮箱和人事处邮箱：caucrsc@163.com   yai@cauc.edu.cn
招聘电话：022-24092163      传真：022-24092163       联系人：郭老师   艾老师
招聘政策及条件详见学校招聘网站：http://www.cauc.edu.cn/rsc/list_more_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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