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工作
地点

招聘
人数

学历 专业 任职资格 岗位职责 技术领域

1 中汽数据
智能驾驶软件架构

师
天津 1

博士研
究生

计算机、软件开发
、电子工程、车辆
工程、航空航天等

1、计算机、软件开发、电子工程、车辆工程、航空
航天等相关专业
2、有自动驾驶仿真测试、飞行仿真、系统仿真、实
时仿真开发等开发经验或仿真行业从业经验优先
3、熟悉软件开发过程，熟悉面向对象设计与设计模
式的应用
4、精通C++开发，熟悉QT开发，具有良好的编程习
惯
熟悉以太网、CAN、RS232/422/485、USB等计算机

外围接口的原理
5、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有很
好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
6、工作踏实勤奋，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
精神，有一定的承压能力

1、主持智能驾驶自主软件的设计与研
发团队建设工作；
2、负责自动驾驶场景语言的生成，解
析，编译器，筛选算法的开发；
3、负责自动驾驶仿真器的开发；
4、负责自动驾驶仿真结果统计分析与
评价体系的开发；
5、负责完成项目实施和产品开发中需
要的文档编写。

智能网联

2 中汽数据 功能安全研发专家 天津 1
博士研
究生

软件、计算机、电
子工程、车辆工程

等

1、具备5年以上功能安全相关经验；
2、多次负责过OEM及供应商功能安全开发或验证项
目，并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主持过预期功能安全
开发或验证项目；
3、对国内外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领域的最新研
究进展及发展趋势有较深入理解和掌握；
4、熟悉汽车电子电气架构开发、自动驾驶感知和决
策系统开发；熟悉预期功能安全及相关场景风险。
优先考虑：
5、在国内外主机厂、tier1、tool vender核心岗位
任职。

1、主持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正向
开发、技术咨询工作，包括整车、系统
、软硬件级的安全设计与优化；
2、主持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各类
验证工作；
3、参与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相关
ISO、GB等国内外标准制修订工作。

智能网联

3 中汽数据 网络安全技术专家 天津 1
博士研
究生

通信、计算机、车
辆工程、人工智能

等

1、具备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2、通信、计算机、车辆工程、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
优先；
3、熟悉掌握车联网网络安全的技术要点、政策法规
、管理措施等内容；
4、对国际网络安全产业发展趋势有一定见解；
5、具备网络安全、汽车电子等相关行业的从业经
验，有以色列或俄罗斯等相关网络安全工作经验者
优先；
6、具备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1、主要负责车联网网络安全产品的需
求导入、产品规划和产品开发；
2、引入国外先进的车联网网络安全产
品（测试工具或防护产品）；
3、跟踪国际标准法规，对接国际主流
的车联网网络安全管理机构或部门；
4、支持国内开展国际企业和产品的网
络安全认证等工作。

信息安全

4 中汽数据
系统仿真软件研发

专家
天津 1

博士研
究生

软件、计算机等

1、3年以上系统仿真软件底层技术开发经验；
2、熟悉系统仿真软件技术架构、开发流程；
3、熟悉仿真软件核心架构，包括建模、编译与求解
环节。

1、开展系统仿真软件的架构确定；
2、管理系统仿真软件的开发；
3、解决开发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基础软件

高层次人才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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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津检验中心
汽车软件升级测试

工程师
天津 1

硕士研
究生及
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通信
工程、信息安全、

车辆工程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通信工程、信息安全、车辆工程、密码学相关
专业；2年以上工作经验；
2.英语CET-4以上，熟练的英语听、说、读、写能
力，良好的中英文书面表达能力；
3.掌握各类密码算法及其使用场景优先；
4.有过软件升级架构、流程、车端刷写流程等优
先；
5.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
组织协调能力。

1.开展汽车软件升级自动化测试技术研
究；
2.对云端、车载端等开展软件升级功能
、性能、安全测试；
3.梳理汽车软件升级测试用例，并形成
测试体系。

信息安全

6 天津检验中心
芯片功能安全工程

师
天津 1

硕士研
究生及
以上

微电子、集成电路
、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机械、车
辆、自动化、化工

、信息等专业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微电子、集成电路、电子科
学与技术自动化、密码学、保密学、车辆等相关专
业；
2.至少1年相关工作经验，熟悉汽车功能安全行业国
内外标准，具备1个以上功能安全评估、认证项目经
验，熟练掌握功能安全整车或系统或芯片级功能安
全开发分析方法，熟练掌握功能安全相关工具，如
MA等；
3.具备优秀的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
力，具备较强的责任意识、团队意识；具备熟练的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备《功能安全工程师证书》
或《aspice评估师证书》等功能安全证书的优先；
4.能够适应出差及会议报告工作；吃苦耐劳，上进
心强。

1.负责整车、系统、芯片功能安全设计
评估；
2.负责芯片预期功能安全SOTIF开发及
仿真验证；
3.负责芯片功能安全建模仿真验证；
4.负责芯片相关软件成熟度研究工作；
5.参与芯片功能安全测试平台建设。

集成电路

7 天津检验中心
自动驾驶预期功能
安全测试技术专家

天津 1
硕士研
究生及
以上

车辆工程、机械工
程、自动化等专业

领域；

1.任职年限：2年工作经验以上；
2.背景经历：掌握ISO21448预期功能安全开发流
程，熟悉ISO26262功能安全开发流程与关键技术，
掌握STMAP 、STPA、HAZOP、FMEA、FMEDA、FTA、
DFA等分析方法；熟悉IATF16949，了解整车开发流
程，熟悉验证、确认、释放原则；
3.技能水平：具备自动驾驶测试经验；熟练使用现
有主流仿真测试、实车测试设备及工具；了解现有
自动驾驶主流算法，包括感知、定位、决策、控制
等算法；
4.资质证书：无
5.具备较强的团队沟通能力、适应能力，细心、踏
实。

1.根据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系统的
功能需求、ODD定义、运行场景，分析
危害事件，识别系统功能不足触发条件
和人员误用情况，设计测试用例；
2.负责针对自动驾驶功能安全与预期功
能安全的仿真测试、场地测试、开放道
路测试方案设计，开展测试方法的研究
工作，形成测试报告，提供测评结果；
3. 参与自动驾驶系统/智能网联汽车预
期功能安全测试相关国标等标准的研制
与撰写；
4 参与并完成公司、部门项目中自动驾
驶测试相关任务；

智能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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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津检验中心
高级驾驶辅助测试

技术专家
天津 1

硕士研
究生及
以上

车辆工程、机械工
程、自动化等专业

领域；

1.任职年限：3年以上工作经验；
2.背景经历：具有2年以上领航驾驶辅助，自动泊车
测试工作经验；
3.技能水平：精通测试流程，熟悉测试用例设计方
法，能深入分析产品需求，能深入分析开发设计并
给出合理建议；熟悉自动驾驶算法技术栈，熟悉自
动驾驶系统软硬件架构，有自动驾驶算法研发经验
者优先；
4.资质证书：无；
5.其他：具备测试团队管理能力，可以高效自我驱
动和驱动他人，责任心强，具备抗压能力，能够适
应出差工作。

1.负责ADAS驾驶辅助功能整车系统功能
、性能测试及鲁棒性测试方案设计；
2. 负责测试规程开发和定制化测试环
境构建，测试数据分析并提供产品整改
建议；
3. 负责参与试验策划、技术指导、数
据分析等工作，进行风险评估并制定解
决方案，并协助推广完成；
4 参与并完成公司、部门项目中驾驶辅
助测试相关任务。

智能网联

9 天津检验中心
线控底盘测试场景

开发工程师
天津 1

硕士研
究生及
以上

车辆工程

1、任职年限：线控底盘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具
有多款线控底盘开发或测试经验；
2、背景经历：了解整车在环测试与场景构建的关
系；
3、技术水平：具备车辆仿真场景构建能力，了解线
控底盘关键系统建模要求等；具有SCANeR Studio使
用经验者优先；
4、资质证书：无；
5、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

1.线控底盘动力学仿真模型构建；
2.仿真测试场景分析、建模；
3.线控底盘性能及功能测试的技术要
求，规范编制，系统级问题的解决；
4.负责项目对接，项目输入及输出，测
试交付物的交付；
5.负责系统项目开发进度管控；
6.负责系统数据校核、检查；
7.负责对所负责项目的重大问题的资源
协调，问题关闭；

线控底盘领域

10 天津检验中心
汽车座舱测试评价

研究员
天津 1

博士研
究生

汽车电子、信息通
讯、车辆工程、机
械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工程力学、
电子信息工程等

1.任职年限：2年工作经验以上；
2.背景经历：拥有汽车智能座舱（座椅舒适性、车
载娱乐系统、人机交互等）领域的科研项目经验；
有扎实的技术实力，熟悉汽车智能座舱领域的行业
情况，掌握本领域发展趋势；
3.技术水平：能做好平台建设规划，促进汽车智能
座舱领域的技术进步和良好发展；能有效进行项目
分工并能带领团队高效运行；
4.资质证书：无
5.其他：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协调能力，善于
凝聚团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良好。

1.进行汽车智能座舱（约束系统、材料
、车载音视频系统等）领域的前沿性研
究；
2.参与汽车智能座舱领域相关标准的制
修订；
3.承接汽车智能座舱领域的重大课题研
究；
4.完成汽车智能座舱领域的相关基建项
目；
5.完成横向测试项目的协调工作。

智能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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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津检验中心
先进车身开发测试

研究员
天津 1

博士研
究生

车辆工程、工程力
学、生物力学等

1.任职年限：2年工作经验以上；
2.背景经历：拥有汽车被动安全、行人保护、主被
动安全结合等领域的科研项目经验；有扎实的技术
实力，有工程力学理论基础，熟悉该领域行业情
况，掌握本领域发展趋势；
3.技术水平：能做好平台建设规划，促进先进车身
平台的技术进步和良好发展；能有效进行项目分工
并能带领团队高效运行；
4.资质证书：无；
5.其他：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协调能力，善于
凝聚团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良好。

1.进行车身性能、行人保护、主被动安
全结合等领域的前沿性研究；
2.参与相关标准的制修订；
3.承接相关重大课题研究；
4.完成相关基建项目；
5.完成横向测试项目的协调工作。

被动安全/主被动安全结合领域

12 天津检验中心 汽车材料研究员 天津 1
博士研
究生

分析化学，材料化
学，化学工程，物
理化学，高分子化
学，有机化学等

1.任职年限：2年工作经验以上；
2.背景条件：无。
3.技术水平：具备良好的理化、材料等科研能力，
对于材料、分析、双碳等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具备
熟练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优秀的组织能力与项目
管理能力，优秀的沟通能力，较强的业务拓展能
力，优秀的创新能力，优秀的表达能力。
4.资质证书：无。

1.负责车内空气质量、禁用物质、车用
材料、汽车腐蚀、双碳等业务管理工
作，以保证板块的快速发展和业务的顺
利开展；
2.负责组织和推进科研工作，保障科室
的科技创新能力；
3.负责制定项目方案，沟通协调项目任
务，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4.负责实施并监督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确保车内空气质量硬件水平得以更新和
提升；
5.负责组织内部实施质量体系管理工
作，确保车内空气质量质量管理体系的
适宜性、有效性、充分性；
6.组织实施团队的内部管理工作，保障
团队高效运转。

汽车材料

13 天津检验中心
假人智能测量系统
或假人仿生皮肤材

料开发
天津 1

博士研
究生

自动化、电子、通
信、材料等

1.任职年限：具备5年科研工作经历；
2.背景条件：于本学科权威期刊至少发表高质量论
文5篇，或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获得本领域内专家的广
泛认可；
3.技术水平：具有相关领域高端装备的开发经验，
或具有碰撞假人先进仿生材料开发经验；
4.资质证书: 无。

1.高端装备开发（假人智能测量系统）
、假人仿生皮肤材料开发；
2.基本条件：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身心健康，品德良好，爱岗敬
业，学术道德正派；具有良好的团队合
作和学术交流能力和较强的发展潜力。

高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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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汽信科
战略规划与趋势洞

察研究
天津 1

博士研
究生

管理学、经济学、
金融学、工业及机

械等相关专业

1.具有国际咨询公司汽车战略规划与咨询3年以上从
业经验；
2.具有为国内重点汽车及零部件集团企业开展过大
型战略咨询项目的经验；
3.熟练掌握战略咨询理论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学
习能力和适应能力；
4.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强，具有团队精神及合作意
识；
5.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学习或任职
经历优先；
6.曾在国内知名企业担任高级职务或在国内知名高
校、科研机构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者优先。

1.搭建战略规划与趋势洞察研究内容与
业务体系；
2.构建战略规划与趋势洞察研究工具链
和模型库；
3.带领团队开展战略规划与趋势洞察研
究，为企业提供咨询解决方案。

15 中汽信科 知识产权运营 天津 1
硕士研
究生及
以上

汽车、金融、管理
或知识产权等相关

专业

1.具备3年及以上知识产权运营工作经验，包括专利
许可、专利转让、专利质押、转移转化或科技成果
转化等；
2.熟练掌握投融资相关专业知识，具有3年及以上的
工作经验及渠道。
3.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学习或任职
经历优先；
4.曾在国内知名企业担任高级职务或在国内知名高
校、科研机构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者优先。

1.负责汽车知识产权运营，包括许可、
转让、质押融资等；
2.负责与银行、投资机构、金融机构渠
道拓展与业务对接；
3.负责带领团队完成知识产权运营活动
组织、策划与执行。

16 中汽信科 双碳研究领域专家 天津 1
博士研
究生

能源、环境、经济
等相关专业

1.在低碳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学术成就或具有一定社
会影响力；
2.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学习或任职
经历优先；
3.曾在国内知名企业担任高级职务或在国内知名高
校、科研机构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者优先。

1.牵头双碳领域重大科研课题研究；
2.牵头开展双碳领域重大项目的开展；
3.牵头开展与国内外行业组织交流与合
作。

双碳



编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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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岗位

17 中汽信科 品牌总监 天津 1
硕士研
究生及
以上

品牌营销、管理学
、传媒学、广告学

等相关专业

1.10年及以上品牌战略、品牌规划、品牌定位等相
关品牌咨询项目经验；
2.在国际知名品牌咨询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时间不少
于5年，服务客户主要为汽车行业，覆盖豪华品牌、
BBA、长安等自主品牌在内的主流汽车品牌；
3.熟悉品牌研究和品牌战略相关模型，品牌评价和
提升的工具和分析方法；
4.熟练使用WPS办公软件，PPT呈现能力强；
5.具备优秀的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时间管理能
力；
6.具有优秀的职业素养、团队协作意识，较强的人
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7.思维开阔，逻辑性强，积极主动，富有创造性。

1.专注品牌咨询，结合行业洞察、重点
企业要求、消费者需求等分析，输出具
有较强落地性的专业研究报告；
2.通过与客户沟通明确研究目的与客户
需求，指导团队准备具有针对性地项目
建议书，为客户演示方案和报告；
3.项目过程中客户关系管理及后期维
护；
4.根据项目需要选用合适研究方法与统
计方法，组织团队完成研究报告；
5.开展科研课题研究，通过深入且具前
瞻性的洞察分析、沉淀研究方法论并不
断创新优化现有研究模型，并将其转变
成内部赋能工具，帮助公司提升品牌类
项目的行业竞争力；
6.对团队其他成员工作的审查与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