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 经验 岗位职责 任职要求 工作地点

技术工程师
（车辆工程）

1-3年相关工
作经验

1. 根据客户试验需求，选择适用的试验规范、标准和方法，制定试验
方案，实施试验项目，保证试验工作符合试验规程；
2. 根据质量体系要求，负责准确、完整地对试验过程和试验结果进行
跟踪、记录，按规定提交试验故障报告，对试验数据及结果进行比较
、分析，编写试验报告或可指导产品设计与改进的分析报告。

1. 统招本科以上学历，英语四级以上，能够阅读英语文档；
2. 1-3年以上汽车电子技术岗位工作经验，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有一定语言
编程基础更佳；
3. 有过汽车试验，热管理，电性能，ADAS，三高实验，汽车数采设备等技术
经验；
4. 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抗压能力，沟通良好，为人踏实，负有责任心。

上海、北京

技术工程师
（汽车电子）

1-3年相关工
作经验

1. 车载网络、诊断的测试开发工程服务：针对车载以太网（含TSN、
AVB、SOME/IP、DDS等协议）、传统CAN/CANFD/LIN及FlexRay的网络通
信、诊断协议和刷写测试，包括网关、OTA及车内网络安全的测试咨询
开发、认证及实施服务；
2. 测试自动化系统开发集成：满足电子电器功能&服务和车载通信诊
断测试的自动化测试系统开发集成，同时包括提供CI/CT环境的开发集
成服务。

1. 统招本科以上学历，工科类专业，英语四级，能够阅读英语文档；
2. 1-3年以上汽车或者工控行业工作经验，有汽车电子研发工具相关经验更
佳（会使用Vector工具,ECU工具），懂得ODX/OTX/UDS诊断；
3. 热爱汽车电子、智能车联网方向的技术工作，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有较强
的学习能力。
4. 沟通良好，为人踏实，富有责任心，对自我有要求，不甘平庸。

上海、北京

嵌入式工程师
（C语言）

3年及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

1. 负责CAN(FD)通信模块、网关等产品的嵌入式软件开发与调试。
2. 相关设计文档的编写。

1. 统招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或相关专业，学信网可查；
2. 熟悉使用C语言，具备良好的编程风格；
3. 有ARM/PowerPC 等嵌入式系统的实际编程开发调试经验，熟悉单片机
I2C,SPI,PWM,CAN,LIN等接口及其底层驱动者优先；
4. 有汽车电控产品开发相关经验者优先；
5. 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责任心强，适应一定的工作强度
。

上海、北京

c++开发工程师
3年及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

1. 负责T-BOX、数据记录仪、智能网关等产品的软件开发与调试。
2. 相关设计文档的编写。

1. 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电子、计算机或相关专业，学信网可查；
2. 英语四级以上，能够无障碍阅读英文文档；
3. 熟悉使用C/C++语言，shell脚本语言，具备良好的编程风格；
4. 熟悉Linux应用程序的开发流程和工作原理；
5. 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责任心强，适应一定的工作强度
。

上海

硬件工程师
1年以上工作
经验

1. 负责CAN(FD)通信模块、网关等产品的硬件设计与调试。
2. 相关设计文档的编写。

1. 统招本科、研究生学历，电子、计算机或相关专业；
2. 英语四级以上，能够无障碍阅读英文文档；
3. 有一年及以上电子设计方面的经验；熟练掌握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设计。

上海、北京

.net/c#开发工
程师

3年及以上工
相关作经验

1、负责公司自主工业软件的开发与调试（Windows 桌面运用）。
2、相关设计文档的编写。

1. 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电子、计算机或相关专业，学信网可查；
2. 3年以上工作经验，熟练掌握C#语法；
3. 熟悉数据库开发（MYSQL/ORACLE/SQL SERVER等）；
4. 精通Windows桌面应用程序开发，熟悉.NETFramework、CLR，能独立进行
相关程序开发。

上海

Java开发工程
师

3年及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

1. 负责公司自主工业软件的开发与调试（Web前后端）；
2. 相关设计文档的编写。

1. 统招公办本科学历，电子、计算机或相关专业；
2. 3年以上独自开发经验，熟练掌握Java语法；
3. 掌握流行的SSM开发框架：Spirng Boot、Spirng MVC、MyBatis等；
4. 熟悉使用过Vue、ElementUI等前端技术最佳；
5. 熟悉MYSQL/ORACLE/SQL SERVER等常见数据库的开发；
6. 了解HTTPS、TCP/IP等网络协议；精通Maven、Git等开发工具的使用；
7. 逻辑思维能力强，自学能力强，有钻研精神;
8. 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责任心强，适应一定的工作强度
。

上海

销售工程师/大
客户经理
（汽车电子）

1-3年工作经
验不限行
业；3年及以
上需行业相
关

1. 负责公司车辆诊断、车载网络、ECU测试产品线的销售；  
2. 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建立并维持与客户长期的合作关系；完
成每月客户拜访量；    
3. 协助销售活动的策划和执行；
4. 完成部分售前技术支持工作；
5. 收集和分析市场和行业信息。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工科专业，计算机等相关专业优先；
2. 英语四级及以上，能够无障碍阅读英文文档；
3. 品行端正，以技术型销售为导向，认同并执行公司理念和价值观；
4. 工作态度积极向上，思路清晰明朗；
5. 能够敏锐的捕捉客户意图，把握商机和市场动向；
6. 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较好的掌握产品知识，完成部分售前技术工作；
7. 善于沟通，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责任心强，适应一定
的工作强度。

北京、上海

销售工程师/大
客户经理
（车辆工程）

1-3年工作经
验不限行
业；3年及以
上需行业相
关

1. 负责公司数据记录仪，采集模块，及相关软件产品线的销售；  
2. 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建立并维持与客户长期的合作关系；完
成每月客户拜访量；    
3. 协助销售活动的策划和执行；
4. 完成部分售前技术支持工作；
5. 收集和分析市场和行业信息。

有1-3年以上汽车电子或工业自动化行业的销售经验，从事过以下其中一个领
域的销售工作，具有相似的客户群；

1. 工业自动化领域：熟悉网关 上位机 嵌入式模块等自动化设备；熟悉
ABB/Rockwell/Emerson；
2. 网络通讯领域：有过网络分析测试仪等相同行业的销售经验，卖过福禄克
、
3. 汽车电子领域：熟悉汽车电子行业ECU软件和AUTOSAR等研发工具，熟悉
softing，vector，IPETRONIK等品牌产品；
4. 品行端正，以技术型销售为导向，认同并执行公司理念和价值观。

北京、上海

市场拓展经理
3年以上工作
经验

1. 了解公司产品方案，参加相关产品业务介绍的对外宣传市场活动；
2. 进行行业市场分析，竞争动态、技术动向及趋势等市场调研分析，
为市场推广决策提供可行性依据；
3. 维护和拓展行业合作伙伴，参加行业会议及相关拓展工作，以推广
及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4. 协助市场人员组织并参加相关产品业务的市场活动；
5. 全面了解行业市场需求动态、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方向、竞争对手，
挖掘行业、客户新需求，为公司提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合理化建议。

1. 本科以上学历，理工科或市场营销相关专业，1-3年以上市场或销售支持
工作经验，从事过计算机软件、汽车、工业行业更佳；
2. 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有一定市场或媒介资源，具备敏锐的市场洞
力和市场分析能力；
3. 沟通表达能力强，工作积极，主动性高，具备良好的协调和理解能力；
4. 能够独立开展市场工作，组织并策划对外活动，拓展渠道，提升企业知名
度及品牌形象。

上海

商务经理
3年及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

1. 客户订单条款审核及合同签订后的执行工作；
2. 负责询价、报价、商机跟单；
3. 标书制作；
4. 售后产品的维修报价、跟进及执行；
5. demo管理，定期盘点、处理借用归还事宜。

1. 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商务及管理工作经验；
2. 英语四级及以上，良好的英语书面水平，办公软件操练熟悉，性格稳重，
适合办公室工作；
3. 性格开朗，工作积极主动，认真仔细有耐心，执行力佳；
4.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合作意识。

北京

2023年社招岗信息

南京、北京

销售工程师/大
客户经理
（工业自动化
/IT网络）

1-3年工作经
验不限行业

1. 负责公司工业物联网&OPC UA、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网络诊断与
维护、IT网络测试仪产品线的销售；  
2. 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建立并维持与客户长期的合作关系；完
成每月客户拜访量；    
3. 协助销售活动的策划和执行；
4. 完成部分售前技术支持工作；
5、收集和分析市场和行业信息。

1. 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理工科专业，工业行业1-3年以上销售经验，有相同
的客户群，熟悉Siemens/ABB/Rockwell/Emerson更佳；
2. 对工业自动化产品有详细的了解，掌握产品技术，以技术型销售为导向；
3. 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较好的掌握产品知识，完成部分售前技术工作；
4. 三观正，坚守原则，具备职业道德操守，工作态度积极向上；
5. 擅于沟通，能够敏锐的捕捉客户意图，把握商机和市场动向。



人事行政经理
3-5年以上工
作经验

1. 把控各项人力资源与行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薪资福利、员工关
系、培训、行政事务等；
2. 完善公司各部门绩效考核制度的规范，对考核结果进行汇总与分
析；
3. 统筹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从中推动、实施到执行；
4. 负责行政事务的处理，对外进行物业等外部人员的接洽，对内团队
工作指导，建立员工关系并加强团队建设。

1. 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等相关专业；
2. 具有3-5年以上人力资源经理，或人事行政经理工作经验；
3. 擅长绩效考核，员工关系，团队管理，行政管理，熟悉国家及地方相关劳
动法规和政策；
4. 原则性较强，具有对内部较强的人员管理能力，对外部沟通和洽谈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应变能力、沟通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北京、上海

岗位类型 工作岗位 工作地点

软件工程师
（C/C++、
Java、C#）

北京
上海
 南京

硬件工程师
北京
上海
 南京

技术支持类 技术工程师
北京
上海
 南京

销售类
技术销售工
程师

北京
上海
 南京

职能类
商务/行政/
人事/财务

北京
上海
 南京

研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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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电子电气、通信等相关专业，无挂科，英语四级及以上；
2. 熟练掌握一种以上编程语言，包括但不限于C#、Java、C/C++，具备良好的编程风格；
3. 或熟悉数据库应用（MYSQL/SQL SERVE/ ORACLE等）,熟悉存储过程；
4. 或熟悉ARM/MPC等内核，掌握系统调试等基本技能。

1. 本科及以上学历，电子电气、通信、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无挂科，英语四级及以上；
2. 有过电子设计方面的实践经验；熟练掌握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设计；
3. 熟练使用常见的EDA工具。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电子电气、通信、机械、仪器仪表等相关工科专业，无挂科；
2. 英语四级及以上，能够无障碍阅读英文文档，口语良好。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电子电气、通信、机械、仪器仪表等相关工科专业，无挂科；
2. 英语四级及以上，能够无障碍阅读英文文档，口语良好。

本科学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社会学等相关专业，无挂科，英语四级及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