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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梦想，立志远航！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 2019 校园招聘 

 

宣讲会信息： 

宣讲单位：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宣讲时间：2018 年 09 月 17 日 18:30 

所在学校：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 

宣讲地点：立人楼 B318 

 

一、公司简介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立医疗”）自 2002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医疗设备的

研发和制造，产品涵盖超声诊断系统、电子内镜系统和体外诊断系列三大产品线。目前公司在美国硅谷、西雅

图，日本东京以及中国的深圳、上海、哈尔滨、武汉设有七大研发中心，近三年公司每年将销售收入 18%左右

投入研发，坚持每年推出不少于 3-4款新产品。开立医疗以持续的科技创新、卓越的产品性能及贴心的售后服

务，向全球医疗市场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临床解决方案，成为全球医疗器械行业一支重要的中国力量。 

开立医疗全球员工超过 1700 人，研发人员近 600人，其中博士、硕士学历人员占比达 1/3。目前公司已在

国内 32 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公司产品 50%左右出口到国际市场，销售和服务网络现已覆盖欧盟、

美国、中东、南美、东欧等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医疗器械这个持续成长的行业里，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创造一个让人才能够充分施展才华的

平台和空间，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人生及职业梦想的实现，共同开创人类大健康事业新局面，为民族医疗

事业做出贡献！ (详情请点击：http://www.sonoscape.com.cn/） 

 全球超声 10强，中国彩超出口排名海外前三 

 内镜行业新锐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企业 

 销售和服务网络现已覆盖欧盟、美国、中东、南美、东欧等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 7 大研发中心(深圳、上海、哈尔滨、武汉、西雅图、硅谷、东京)，国内 32家分公司和办事处 

 拥有近 600 名研发工程师，占公司总人数 30%以上 

 每年推出新产品 3-5 款 

 近三年投入销售总额的 18%左右用于研发 

 

二、公司荣誉 
 2017 年内镜诊断系统领域获得中国专利奖 

 2017年 X5获得素有工业设计奥斯卡奖之称的“IF 工业设计大奖” 

 2016 年超声诊断系统领域获得中国专利奖 

 2016 年获 Frost＆Sullivan 颁发“年度电子内镜市场产品创新奖” 

 2015 年荣获中国医药行业“十二五国际化之星” 

 2014 年获 Frost＆Sullivan 颁发“超声市场年度卓越公司奖” 

 2014年 S9获得有“工业设计奥斯卡奖”之称 IF 工业设计大奖 

http://www.sonoscap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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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获 Frost＆Sullivan 颁发“超声市场卓越增长奖” 

 2011年 S20获“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2009 年获得 Frost＆Sullivan“欧洲产品质量领先奖” 

 

三、职业发展及薪酬福利 

职业发展：实习生计划、管理培训生计划、生产实习、新员工分享会、双导师制、海外工作机会、在线学习 

薪酬奖金：行业领先的薪酬待遇、购房免息贷款项目、长期股权激励、留任服务奖金、优秀员工嘉奖 

生活福利：报到酒店住宿、报到交通费、报到行李托运费、五险一金、深圳户口、弹性工作制、用餐补贴、国

家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 

节日礼品：春节礼品、中秋节礼品、女生节礼品 

政府补贴：深圳博士后创新基地、人才安居工程、深圳市人才实训基地、实习补贴、深圳入户补贴（本科 1.5

万、硕士 2.5 万、博士 3.0 万） 

团队建设：春节晚会、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部门主题活动、生日会 

薪酬范围：(软件类、硬件类、算法类)本科 14w/年 硕士 20w/年 博士 25w+12w 补贴/年； 

对于优秀学生，薪酬不设上限。 

 

四、招聘职位 

序号 招聘职位 
人

数 
工作地点 学历 专业要求 

1 
软件工程师 

（C++） 
25 深圳/武汉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通信/自动化/信号/图像处理及相关专业 

2 Java工程师 5 深圳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软件/自动化/电子工程及相关专业 

3 底层软件工程师 5 深圳/武汉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软件/自动化/电子工程及相关专业 

4 FPGA工程师 5 深圳 硕士及以上 电子信息/微电子/自动化等电子相关专业 

5 硬件工程师 5 深圳 硕士及以上 电子工程/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及相关专业 

6 
算法工程师 

（信号处理） 
5 深圳 硕士及以上 

电子、通信工程/信号/图像处理/生物医学工程/自动化/计算机/

数学类/光学类等专业 

7 
算法工程师 

（图像处理） 
8 深圳/武汉 硕士及以上 

电子、通信工程/信号/图像处理/生物医学工程/自动化/计算机/

数学类/光学类等专业 

8 
算法工程师 

（人工智能） 
5 深圳/武汉 硕士及以上 

电子、通信工程/信号/图像处理/生物医学工程/自动化/计算机/

数学类/光学类等专业 

9 
算法工程师 

（成像处理） 
5 深圳 硕士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光子学/光学工程/计算机/数学/电子/

通信工程等专业 

10 液路工程师 3 深圳 硕士及以上 流体机械/流体力学/热能工程/机械（液压方向）等专业 

11 光学工程师 3 深圳 硕士及以上 光学工程/光学仪器/光学设计/物理电子及相关专业 

12 机械工程师 5 深圳 硕士及以上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电一体化/机械电子工程等机械相关专业  

13 装备开发工程师 3 深圳 硕士及以上 电子/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及相关专业 

14 临床工程师 5 深圳 硕士及以上 医学影像/检验/临床/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 

15 试剂研发工程师 5 深圳 本科及以上 化学/生物/临床检验等相关专业 

16 法规工程师 2 深圳 本科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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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国内技术支持工程师 15 全国 本科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医学影像（超声）/电子及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18 国际技术支持工程师 10 深圳 本科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医学影像（超声）/电子及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19 国内产品专员 10 深圳 硕士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医学影像（超声）/医学类等相关专业 

20 国际产品专员 5 深圳 硕士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医学影像（超声）/医学类等相关专业 

21 国际临床专员 5 深圳 硕士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医学影像（超声）/医学类等相关专业 

22 国际市场专员 5 深圳 硕士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医学影像（超声）/医学类等相关专业 

23 国际销售代表 15 深圳 本科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管理类/西班牙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小语种

专业 

24 会计 5 深圳 本科及以上 财务会计等相关专业 

25 人力资源专员 5 深圳 硕士及以上 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心理学及相关专业 

26 机械工程师 3 上海 硕士及以上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精密仪器/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 

27 电子工程师 3 上海 硕士及以上 电子电气工程/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 

28 工艺工程师 5 上海 本科及以上 电子/材料/机械等理工科相关专业 

29 临床工程师 3 上海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临床检验/生物医学/医疗器械或工程技术相关专业 

 

五、校园招聘应聘流程 

 

 

 

六、简历投递方式和截止日期 

本次校园招聘将全部采取网上注册和投递简历的方式，请务必在各地宣讲会举办之前完成简历网上注

册及职位投递。 

◆ 在线投递简历时间：2018 年 8 月 31 日—各高校宣讲会前一天 

◆ 网申系统地址：http://campus.51job.com/sonoscape 

每位应聘者能投递最多两个职位。立即进入网申系统，申请你的心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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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申入口                    关注“开立医疗” 

获取最新校招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