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2020年第二批科研助理招聘岗位情况

序号 岗位数量 岗位代码 拟聘用岗位来源 项目名称 报名邮箱 岗位类别 平台所在部门

1 1 GD01 自治区科技项目 低碳智联新重型商用车协同创
新研发及成果转化应用 247613186@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机电工程学院

2 1 GD02 自治区科技项目 多尺度下磁性纳米流体微通道
的传热机理及散热技术研究 lichunquan@gmail.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机电工程学院

3 2 GD03 自治区科技项目 广西高校科技创新和服务能力
提升工程项目 1223149590@qq.com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机电工程学院

4 1 GD04 自治区科技项目 面向海洋浮标监测的无人机载
智能感知终端研制 93444024@qq.com 实验（工程）设施

运行维护和实验技 信息与通信学院

5 1 GD05 国家级科技项目 基于信息融合的某发现及其某
行为分析的关键技术研究 335028222@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信息与通信学院

6 1 GD06 自治区科技项目 基于北斗的境内外地质勘查监
测空间信息服务及应用示范 104806156@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信息与通信学院

7 1 GD07 自治区科技项目 基于北斗的境内外地质勘查监
测空间信息服务及应用示范 104806156@qq.com 学术助理 信息与通信学院

8 1 GD08 自治区科技项目 广西教育大数据与网络安全协
同创新中心 ywang@guet.edu.cn 财务助理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9 1 GD09 自治区科技项目 EB级集群存储关键技术及示范
应用 ywang@guet.edu.cn 学术助理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10 1 GD10 自治区科技项目 基于用户偏好的旅游线路智能
推荐系统研究及应用示范 641577329@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11 1 GD11 自治区科技项目 旅游大数据云平台构建及系统
研发 7467578@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12 1 GD12 国家级科技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东盟多语
种事件知识图谱构建与推理方
法研究（61866008）、广东
省粤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面
向东盟国家的多语言信息处理

关键技术研究
（2019B1515120085）、国家
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开放课
题：移动互联网基础情况分析

及安全性研究等课题。

2389483289@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13 2 GD13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原料管理信息系统 293580951@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14 1 GD14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机器学习的相关应用研发 1205441328@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15 1 GD15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机器学习的相关应用研发 1205441328@qq.com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16 1 GD16 自治区科技项目 安全代码混淆技术研究 scauzhang@gmail.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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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3 GD17 国家级科技项目 海量数据分析研究团队 694026821@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18 2 GD18 自治区科技项目 广西大型科研仪器共享网络管
理及服务平台建设 54pe@163.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19 2 GD19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

基于区块链的公平合同签署关
键技术研究 284722748@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20 1 GD20 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广西可信软件重点实验室 kxrj@guet.edu.cn 财务助理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21 2 GD21 自治区科技项目 面向位置服务的知识图谱构建
与研发平台设计 1467536235@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22 1 GD22 自治区科技项目 基于位置知识图谱的用户轨迹
模式挖掘和隐私保护技术 ccgycai@guet.edu.cn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23 2 GD23 国家级科技项目 基于机器学习的生物数据挖掘 yanjuzhang@guet.edu.cn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24 1 GD24 自治区科技项目 数值代数及其在大数据中的应
用 chenliang_li@hotmail.com 学术助理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25 1 GD25 国家级科技项目 接触力学与图像处理中的互补
问题的快速算法研究 chenliang_li@hotmail.com 学术助理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26 1 GD26 国家级科技项目 弱KAM理论与哈密顿系统的大
范围行为 qhuailiu@gmail.com 学术助理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27 1 GD27 国家级科技项目 离子通道电流计算的PNP方程
的模型和计算上改进的一些研 yangying@lsec.cc.ac.cn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28 1 GD28 自治区科技项目 活体无创多通道生理生化测量
仪器研制 23158691@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29 1 GD29 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广西光电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yesong@guet.edu.cn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30 1 GD30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DT20003X某电子舱组件分板
自动测试设备 499537741@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31 2 GD31 自治区科技项目
钠离子电池空气稳定的高性能
O3型层状锰基氧化物正极材

料的基础研究
306704985@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2 1 GD32 国家级科技项目
基于移动互联交通信息的城市
交通诱导控制协同策略与方法

研究
traffic@guet.edu.cn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

33 1 GD33 国家级科技项目 基于风险驾驶行为的交通事故
机理研究 wangtao_seu@163.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

34 2 GD34 广西高校思政教育信息
化研究中心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12764591@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广西高校思政教育信息化研

究中心

35 2 GD35 广西高校网络思想政治
工作中心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12764591@qq.com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广西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

中心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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