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机构名称 用人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 科研助理工作任务 招收人数 学生应聘条件 教师邮箱

1
未来设计创新研究
中心

高鹏 艺术设计 行政助理，协助基本资料整理，PPT整理 2
良好的时间管理观念，逻辑能力，沟通能
力，基础写作能力。

gaopeng@bnu.edu.cn

2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
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郭奕龙

（1）教育与心理测评工
具研发；
（2）基于大数据的监测
结果应用；
（3）社会情绪学习

文献收集、测验编制、资料分析、文书处理、
行政庶务及其他临时交办事项。

1

（1）大三或大四。
（2）教育、心理、统计相关科系。
（3）对社会情绪学习、测评工具发展或大
数据分析研究有高度兴趣。
（4）通过英语四级或具有同等英语水平以
上，学习成绩85分以上优先。
（5）工作时间：每周10小时。工作地点：
励教楼E-501C。
（6）细心负责、喜欢文字和数据工作、愿
意学习。

yilungkuo@bnu.edu.cn

3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
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刘浩

（1）教育与心理测评工
具研发；
（2）基于大数据的监测
结果应用

资料整理，文书处理，行政庶务等临时交办事
项

1

（1）通过英语四级或具有同等英语水平以
上，学习成绩85分以上优先。
（2）工作时间：每周10小时。工作地点：
励教楼E-501C。
（3）细心负责、喜欢文字和行政工作、愿
意学习。

xcao@bnu.edu.cn

4
中国文化影像传播
研究中心

李淮芝 文化传播及新媒体研究

（1）协助完成文字编辑、公众号推送；
（2）协助完成科研数据检索、采集、分析、
整理、汇编；
（3）协助组织开展科研学术活动。

3

岗位一：有较强文字编辑和公众号推送编创
能力。
岗位二：有较强的摄影、摄像和后期视频剪
辑能力。
岗位三：熟练运用科研数据检索软件，可协
助开展学术活动。

2521189332@qq.com

5 国民核算研究院 曲玮
（1）区域经济；
（2）农村经济；
（3）绩效评估

（1）资料查询及收集；
（2）数据整理与简单处理

2
本科2年级及以上，有经济学知识背景，英
语基础较好

quwei@bnu.edu.cn

6 国民核算研究院 王岩 经济统计
省部级课题研究工作，主要负责基本资料收集
、数据处理与分析

2
本科2年级及以上，有经济学知识背景，英
语基础较好

wang.yan@bnu.edu.cn

7 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姜赢
（1）科研管理；
（2）大数据分析；
（3）自然语言处理

（1）数据类：科研数据采集、整理、分析
等；
（2）研发类：模型系统设计、开发、测试
等；
（3）文案类：论文、报告、申报书、软文等
文案起草、修改等；
（4）营销类：科研成果化与产品推广、公众
号运营等
（5）申报、参与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等学生
课题，参与“挑战杯”等学生创新创业类学术
竞赛。

5~10

（1）大一，可零基础起步，边学边做，试
用期一个月，可长期聘用；
（2）专业不限，根据个人能力和兴趣选择
工作任务类型；
（3）高考英语成绩较好，英语6级者优先；
（4）课余时间较多，参与学生社团等课外
活动较少，原则上周六周日、暑假要求留校
坐班工作。

jpz6311whu@bnu.edu.cn

8 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杨静

（1）自然语言处理；
（2）文本挖掘；
（3）语料库；
（4）神经网络

（1）数据类：语料数据采集、统计、分析，
教材研究；
（2）研发类：语料库系统设计、开发

1~2
大一，课余时间充足，有上进心，教育学、
理科实验班优先考虑，暑假能够留校参与科
研

yangjing@bnuz.edu.cn

9
马克思主义教学与
研究中心

王华锋

（1）中国海洋史，海盗
史；

（2）国家认同

资料搜集整理 2

（1）有明清史基础，能够阅读古文献，熟
练运用电脑办公；
（2）有政治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知识，
熟练运用电脑办公

91122008047@bnu.edu.cn

10 语言科学研究中心 邱月 语言教学与语言测评
（1）收集港澳普通话、中国语文教材和国外
相关教材及课堂教学的研究成果；
（2）参与设计语言课堂的教学任务。

5
（1）对教材编写、教学活动设计有兴趣；
（2）具有很好的英语阅读能力。

qiuyue@bnu.edu.cn

11 语言科学研究中心 邱月 普通话教学与测试

（1）协助教师参与设计粤方言区、客家方言
区和潮汕方言区的普通话测试；
（2）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方言提升普通话
水平的教学法研究。

5
（1）普通话二甲及相当水平；
（2）熟练掌握粤方言、客家方言和潮汕方
言中的任意一种。

qiuyue@bnu.edu.cn

12 语言科学研究中心 王一茹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资源
文本语料库建设和语音
数据库建设

（1）参与文本标注或语音标注工作；
（2）参与文本收集或语音采集工作；
（3）协助研究人员完成与项目相关的研究及
行政工作。

10

（1）已修读/正在修读与语言学相关的课程
（例如：现代汉语）；
（2）对语言研究有兴趣；
（3）熟练使用计算机。

menawong@126.com

1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研究和传播中心

赵新
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
文艺学，教材教辅研发
和数字出版

（1）统编语文教材编创团队之间的联系沟通
、往返文件的收集整理工作；
（2）统编教材编创内容的信息资料采集及整
理归纳工作；
（3）协管中心微信公众号“粤海励耘”策划
组稿、内容发布等；
（4）中心安排的其他工作。

1

（1）人文社科专业，有较好的文字写作能
力；
（2）会使用PPT、Excel等常用的办公软
件，对新媒体和音频视频等剪辑技术有经验
积累者优先；
（3）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特别是有团队合
作精神，责任心强；
（4）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宣传能力。

91122020067@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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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用人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 科研助理工作任务 招收人数 学生应聘条件 教师邮箱

1
认知神经工效研究中
心

闵锐
（1）光纤人体机能检测
（2）光纤脑机接口探针
（3）光子神经网络

协助导师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
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等一系列项目
进行研究及仪器采购工作，进行科研
训练，发表科研论文。

2
（1）大二；
（2）对光学感兴趣或对生物医学感兴趣或对数学
感兴趣。

ruimin@bnu.edu.cn

2
流域环境生态研发工
程中心

任泽
（1）湖沼学
（2）生物地球化学
（3）微生物生态学

协助进行“冰冻圈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河口及海岸带
受损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功能恢复与重
建”研究的实验室及野外考察工作

4
每周能保证一定的工作时间，对自然地理和生态学
感兴趣，具有较好的英语读写能力，有志于从事科
研的同学优先。

renze@bnu.edu.cn

3
流域环境生态研发工
程中心

方齐乐
（1）环境纳米材料
（2）水污染控制与修复

（1）文献调研；
（2）进实验室开展实验；
（3）数据处理；
（4）科技论文写作

2~3

（1）专业背景：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材料等
相关方向。（掌握基础化学知识与实验技能）；
（2）英语四级以上，具有良好英语阅读能力。
（能够独立进行英文文献阅读与调研）；
（3）责任心强、执行力强。（需合理安排时间进
实验室做实验）

fangqile@bnu.edu.cn

4
流域环境生态工程研
发中心

梅颖 膜法水处理技术

（1）协助导师完成科研项目；
（2）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开展实验；
（3）学习分析实验数据并撰写研究报
告

2

（1）专业方向为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生物
等，具备基本的化学实验操作技能；
（2）具备一定的英文文献阅读的能力；
（3）具备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够熟练使用
excel，word等办公软件；
（4）对科学研究有一定的兴趣，能够独立思考，
做事认真仔细，吃苦耐劳，持之以恒；
（5）能够合理安排时间，每周保证一定时间的科
研投入，包括文献阅读和实验；
（6） 结果导向，以完成课题为目标，不止于简单
的增加科研经历；
（7）	有科研经历和成果的同学优先。

meiying@bnu.edu.cn

5
流域环境生态研发工
程中心

彭颖

（1）环境污染物的生物效
应评估
（2）环境污染物的生态风
险研究

（1）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如样
品处理、数据收集分析；
（2）协助项目资料管理、汇总、报告
等；
（3）协助管理实验室

2

（1）有浓厚科研兴趣，具备化学、生物相关学科
的知识背景；
（2）做事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具有团队合作
意识。

pengying2009@live.cn

6
流域环境生态研发工
程中心

李夏
（1）流域生态水文
（2）湿地生态系统

（1）辅助野外考察及水、土和植物样
品采集；
（2）水土样品的C、N实验室分析；
（3）数据分析处理（会进行适当指
导，可以合作完成）
注：具体研究工作计划在明年春季开
学之后开展

2

（1）不畏野外实验的艰苦环境；
（2）有一定的实验背景；
（3）对生态环境充满兴趣，有想法在该领域进一
步发展。

lixiabnu@bnu.edu.cn

7
流域环境生态研发工
程中心

文武
（1）持久性有机污染环境
行为
（2）环境污染物仪器分析

（1）协助老师开展实验室科研工作；
（2）实验数据处理与科技论文写作；
（3）文献调研

1~2

（1）专业背景：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生态、
化学等相关方向。（具有实验基础者优先）；
（2）英语四级以上，具有良好英语阅读能力；
（3）责任心强、执行力强。（需合理安排时间进
实验室做实验）

wenwuliwen@bnu.edu.cn

招收在校本科生科研助理信息汇总表（自然科学高等研究院2020-11-26）

mailto:ruimin@bnu.edu.cn
mailto:renze@bnu.edu.cn
mailto:fangqile@bnu.edu.cn
mailto:meiying@bnu.edu.cn
mailto:lixiabnu@bnu.edu.cn
mailto:wenwuliwen@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