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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期

2015 年 11 月 02 日

速递

本期导读
人才推荐
编号 20150701 学科领域：化工、膜材料与技术
编号 20150702 学科领域：机械工程专业（生物材料加工及改性）
编号 20150703 学科领域：物理学：半导体纳米结构，光磁研究
编号 20150704 学科领域：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第二语言习得；
编号 20150705 学科领域：应用数学：数学系统生物学
编号 20150706 学科领域：食品科学
编号 20150707 学科领域：人文地理学
编号 20150708 学科领域：建筑学
编号 20150709 学科领域：奥地利刑法、中国刑法、比较刑法学、犯罪学，长于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
罪的研究等
编号 20150710 学科领域：材料科学与工程

（索取人才详细资料，请联系 zhaojia@eol.cn 。）

快讯
2015 年高校教师现场招聘会（下半年）开始招商，具体内容如下：
A 2015 年高校教师现场招聘会下半年
会议安排：
第三场北京
会议时间：2015 年 11 月 4 日

会议地点：北京理工大学 报名截止：2015 年 11 月 3 日

第四场辽宁
会议时间：2015 年 11 月 8 日

会议地点：东北大学 报名截止：2015 年 11 月 4 日

第五场浙江
会议时间：2015 年 11 月 14 日

会议地点：浙江大学 报名截止：2015 年 11 月 10 日

第六场湖北
会议时间：2015 年 11 月 21 日

会议地点：武汉大学 报名截止：2015 年 11 月 18 日

第七场黑龙江
会议时间：2015 年 11 月 25 日

会议地点：哈尔滨工业大学 报名截止：2015 年 11 月 22 日

第八场广东
会议时间：2015 年 12 月 11 日

会议地点：华南农业大学 报名截止：2015 年 12 月 8 日

B 宣传推广：
通过 eol、教育网、学术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博士站点、就业办、就业指导中心、高端人才
库邮箱推送邀请广大博士生、博士后人才前来参加应聘。

现居住：美国

研究领域
化工、膜材料与技术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人才编号：20150701

教育背景
本科

华中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

硕士

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硕士

乔治亚理工学院 化学工程（辅修材料科学与工程） 2008.8-2011.5

博士

乔治亚理工学院 化学工程（辅修材料科学与工程） 2008.8-2012.10

2002.9-2006.6
2006.9-2008.6

工作经历
美国液化空气公司

2012.10-至今

研究科学家

下一代膜技术及产业化研究

其他信息
撰写硕士论文两部、博士论文一部，发表专业权威期刊论文 5 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 4 篇，另
有 5 篇英文文章在撰写中（其中 3 篇为第一作者），持有 3 项专利（其中 1 项中国专利已授权，
1 项美国专利已发表，另 1 项美国专利已经提交），已提交美国专利交底书 6 项（其中 5 项为
第一发明人）。

主要奖励和荣誉称号：7 项
杂志长期审稿人及论文评审：8 项
协会会员：1) 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会员（AIChE Members） 2) 北美膜学会会员（NAMS） 3) 美
国西格玛赛研究协会正式会员（Sigma Xi, Full Membership）

1

现居住：新加坡

研究领域
机械工程专业（生物材料加工及改性）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人才编号：20150702

教育背景
2009.8-2014.2 新加坡国立大学 机械工程专业（生物材料加工及改性）工学博士学位
2005.8-2009.6 新加坡国立大学 化学工程专业 工学荣誉学士学位
2007.9-2007.12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化学工程专业 交流

科研经历
2014.3-至今 新加坡科技管理局（A*STAR）下属 新加坡制造技术研究院 （SIMTech）
表面科技组 功能涂层小组 博士后研究员
2012.2-2012.3 京都工业纤维技术大学（日本）纤维实验室 KOTAKI MASAYA 教授组 访问交流
2009.8-2014.2 新加坡国立大学 机械工程系 生物医学材料及应用中心 博士论文研究
2008.8-2009.6 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工程系 和 新加坡生物加工技术研究所 本科毕业设计研
究

实践经历
2012.8-2012.12 新加坡国立大学 机械工程（材料部）实验室教学助理 (科目：材料工程基础)
2010.8-2013.5 新加坡国立大学 机械工程(材料部)毕业设计学生指导

其他信息
获奖：7 项 论文：7 篇

国际会议：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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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住：美国

研究领域
物理学：半导体纳米结构，光磁研究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人才编号：20150703

科研经历
June 2010 – present
Position:

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

纳米物理

Ph.D. candidate mentored

Dates: Summer 2012, 2013, 2014

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塔拉哈西，佛罗里达

Skills: Operating superconductive magnets and resistive magnets up to 18 and 31 Tesla, respectively. 0.3 K cryo
with Helium-3 condensation.

Dates: Summer 2011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马里兰州盖瑟斯堡
Summer 2007 – Summer 2009 北京大学某研究组

教学经历
Sep. 2010

– present 研究生教学助理 纽约市立大学物理教学实验室和朗诵女王学院

教育经历
Aug. 2009 – 今 博士候选人
Sep. 2005

- July 2009 学士

纽约城市大学
北京大学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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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住：中国

研究领域
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第二语言习得；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人才编号：20150704

教育背景
2009.8-2013.2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校區(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博士
主修：語言學(Linguistics)
副修：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Studies)

2005.8-2007.5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校區(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硕士
主修：語言學(Linguistics)

1999.9-2003.6 國立政治大學

学士

主修：教育學系
副修：英國語文學系

教学经验
2011-2012 助教： 印第安納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
課程： 二年級華語 I & II
2010-2011 專業教師： 印第安納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
課程： 高年級華語領航項目(Flagship Program)
2010 Spring 講師： 印第安納大學亞洲文化中心
課程： 初級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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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語言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2009 Spring 助教： 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語言學系
課程： 溝通與語言(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言語科學(The Science of Speech) /語言學與語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2009-2010 助教： 印第安納大學語言學系

言教學(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2007-2008 講師： 西門菲莎大學語言學系
課程： 語言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研究经验
2013-2015 博士後研究員
臺灣師範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華語文科技中心
研究專案：結合語音辨識之華語聽說互動診斷與教學系統
職責：協助推動研究計畫的執行

2010-2011 研究助理
計畫負責人：Dr. Stuart Davis，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語言學系
職責：文獻探討、撰寫原稿、期刊投稿

2008-2010 研究者
研究專案：Native and non-native processing of Japanese pitch accent
共同研究者：Dr. Yue Wang & Xianghua Wu，西門菲莎大學語言學系
職責：文獻探討、實驗設計、發展刺激材料、測試受試者、語音與聲學分析、資料分析

2007-2009 研究助理
計畫負責人：Dr. Yue Wang，西門菲莎大學語言學系
5

經費補助：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NSERC)
職責：學習實驗技術，包含行為工具與神經腦功能影像技術 (fMRI, EEG)、協助雙耳分聽(dichotic
listening)與 EEG 之實驗設計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研究專案：The processing and learning of pitch in speech

2007-2009 研究助理
計畫負責人：Dr. Yue Wang，西門菲莎大學語言學系
研究專案：Audio-visual integration in speech processing and learning
經費補助：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SSHRC)
職責：收集與整理資料、統計分析

其他信息
学术奖励：多项
论文发表：30+篇
学术服务专业活动：1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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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美国 现居住：美国

研究领域
应用数学：数学系统生物学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人才编号：20150705

教育背景
1986-1990: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后
1986: 麦吉尔大学实验高能量博士学位
1979: 麦吉尔大学 学士学位 《Honors Physics》

教学经验
2014 到现在 客座教授，生物学系，德克萨斯州大学，达拉斯的校园
2010 到现在 客座教授，数学系，德克萨斯州大学，阿灵顿市的校园
2013: 10 月到 2014: 三月 客座教授，上海数学中心，复旦大学，上海市
2012: 10 月到 12 月 客座教授，定量生物学中心，北京大学，北京
2003-2009: 副教授，药物学系，德克萨斯州大学的医学院，达拉斯市
生物物理学课程的教授，帮教的定量研究好转（NIH K25 GM071957）

教学课程
《系统生物学》、
《数学系统生物学的高级的阅读理解》、
《随机数学处理》、
《分子动态学》、
《微
分方程和线性代数》等
专业技能：数学系统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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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住：中国

研究领域
食品科学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人才编号：20150706

教育背景
博士研究生(2012. 09-至今)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学院 专业：食品科学
硕士研究生(2009. 09~2011. 12) 专业：农产品加工与贮藏
本科(2004. 09~2008. 06) 专业：生物工程

实习经历
2015. 06

在美国农业部园艺研究实验室公共开放日为参展人员提供导游服务;

协助 Dr. Bai

审阅论文
2014. 06

在美国农业部园艺研究实验室公共开放日开展橙汁感官评定的工作

2012. 05~2012. 08 在苏州大福外贸食品有限公司接待以色列采后保鲜专家；协助中以双方合作
申请国际科 技合作计划‘果蔬干雾生物工程保鲜技术研发和应用’（已立项）

报告及海报
2015 第 128 届佛罗里达园艺学会年会
报告题目:Kitchen Practices Impact on Volatile Flavors in Ripe Tomatoes: Effects of Refrigeration and
Blanching
2015 第 250 届美国化学学会全国会议及博览会
海报题目: Residual Effects of Low and/or High Temperature Treatment at Mature Green Stage on
Volatile Production of Tomatoes at Following Ripeness Stages
2014 第 127 届佛罗里达园艺学会年会
论文（第一作者，非一作文章 10 篇，另外还有 4 个挂名的会议摘要）
8

现居住：中国

研究领域
人文地理学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人才编号：20150707

教育背景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09.09 至今
·专业：人文地理学 ·导师：俞孔坚·学位：硕博连读 ·硕士期间综合排名：4/31
·研究方向：景观规划与设计方向
美国德克萨斯州 A&M 大学

2013.09-2014.06

·专业：景观规划与设计 ·导师：李明翰
·学位：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城市雨洪管理；可持续生态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2005.09-2009.07
·专业：园林（景观设计）
·学位：工学学士 ·综合排名：1/75

科研经历
建设部水专项 基于健康水系统的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技术研究与示范 2012.07 至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城市水适应能力建设的景观途径 2011.08-2013.09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北京市浅山区土地利用战略规划 2010.07-2011.03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北京市绿色景观格局演变及其功能评价研究 2009.07-2009.08

参与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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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设计课程
浅山区城市发展战略——以青龙湖为例 2012.02
北京大学 西藏芒康南三乡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2011.10-2011.12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哈佛大学-北京大学

瑞典隆德大学建筑
学院合作交流项目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赛后改造设计与研究
2009.10-2009.12
土人设计十所 江苏苏州东山圩田湿地农业产业规划 2013.05-2013.07

其他信息
所获荣誉：8 项
发表论文：5 篇
英文会议报告：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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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住：日本

研究领域
建筑学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人才编号：20150708

教育背景
2010－2015

日本东京大学工学系研究科建筑学专攻 博士

博士论文：
“木造技術史からみる錦帯橋の意匠と技術”
（从木结构技术史角度评价锦带桥的设
计与技术）
2007－2010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建筑学研究中心 硕士学位

2002－2007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系 学士学位

实习经历
楨文彦设计事务所

2012.11－2013.01

日本文物建筑协会实习 2012.08－2012.09
北京大学汉画研究小组 2011.09－2012.06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实习 2009.09－2009.10
北京中联环建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09.01－2009.05
山西沁河流域古堡村落保护规划项目 2007.08－2009.05
谢英俊乡村建筑事务所

2007.01－2007.03

中国城市与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所

2006.09－2007.01

参与项目
日本高知县佐川市司牡丹酒厂仓库及屋敷测绘及结构评估报告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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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日本千葉県野田市茂木家屋敷测绘

2012

日本千葉県長生郡長南町笠森観音堂常時微動測定実験
日本东京都杉並の能楽堂抗震修复设计 2010

2011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日本东北大震灾津波被害调查

京南物流产业园区总体规划 2010
房山区龙门台村新农村建设

2009

四川禹里地区援建工程 2009
湖北恩施土家族民居调研 2008
竹制家具设计 2008
邢台历史名城保护 2007
天狮集团产业园区公共建筑设计 2006
山西水岸雅居景观设计

2006

其他情况
学术出版：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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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住：中国

研究领域
奥地利刑法、中国刑法、比较刑法学、犯罪学，长于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的研究等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人才编号：20150709

教育背景
博士学位 2011.12-2015.07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刑法学
硕士学位 2009.09-2011.07 中国政法大学 刑法学
学士学位 2002.09-2006.07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法学

科研经历
1. The Relationship of Shadow Economy and Corruption in China, published in Maximilian
Edelbacher, Bojan Dobovsek and Peter C.Kratcoski edc,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to
Corruption, Fraud and Organized Crime, 2014 issued by CRC Press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中国
灰色经济和贪污贿赂的关系》，载马克西米利安.伊德巴赫等主编《非正规经济和贪污贿赂、诈
骗以及有组织犯罪的关系》，2014 年， CRC 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集团。）
2. 《信息化背景下有组织犯罪集团结构的演进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异化》，载王健主编《网络法
的域外经验与中国路径》，2014 年 11 月，中国法制出版社。
3. 《中国公民跨国犯罪实证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 年第一期。
4. 作为主要参加人之一参与 2012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信息时代网络
法律体系的整体建构研究”阶段性研究“国际法卷翻译项目”，翻译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 2009
年 11 月 25 日第 1211/2009 号文件关于设立电子通信（BEREC）欧洲监管机构和办公室（内容
与 EEA 相关）的条例（2009 年）, 课题编号：12JZD039。
5. 作为主要参加人之一参与中国法学会 2011 年度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 “网络犯罪立法系
统化研究”,课题编号：CLS（2011）B25。

13

中的新型跨国犯罪研究”，课题编号：12SFB2025。
7. 2011.12-2014.7，在维也纳大学期间在 Univ.-Prof. Dr. Susanne Reindl-Krauskopf 教授指导下在欧
洲范围内开展了较大范围的网络背景下跨国有组织犯罪课题的调研，经 2 年左右的过前期资料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6. 作为主要参加人之一参与 2012 年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全球化信息环境

收集和分析，该课题进入研究阶段，本人承担的部分和最终成果将作为在维也纳大学的博士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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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住：中国

研究领域
材料科学与工程

人才速递 —— 学术桥

人才编号：20150710

教育经历
本科

2004-09--2008-06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2008-09--2011-06 北京化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1-09--2014 年 09 月

国立名古屋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科方向
学科研究方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科课题名称：

多肽接枝的聚异丙基丙烯酰胺多响应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应用

研究内容简介：

利用自己合成的多肽进行末端改性之后与异丙基丙烯酰胺共聚，制备在

结构与性能上对温度和酸碱度具有双响应性的智能聚合物，并探究了该聚合物在手性分离膜方
面的应用研究。
学科研究方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科课题名称：

水相光引发丙烯酸/丙烯酰胺的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

研究内容简介：

采用有机合成的方法制备出小分子光引发剂，之后利用该引发剂与水溶

性单体制备大分子引发剂，再利用大分子引发剂在紫外光下引发丙烯酰胺的可控/活性自由基
聚合，得到了超高分子量的聚丙烯酰胺。

其他信息
论文专著：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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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自荐简历：
acabridge@gmail.com
索取人才资料：
zhaojia@eol.cn
投放招聘广告：
zhaojia@eol.cn

免费订阅《人才速递》
http://acabridge.mikecrm.co
m/f.php?t=y3vHHc

微信扫描关注了解更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