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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逐梦-金风科技 2020 校园春季招聘简章 

——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发展历程 

三十年前，在达坂城建成了当时全亚洲规模最大的风电场； 

二十一年前，推出第一台国产的 600KW 的风力发电机组； 

十年前，让中国造的兆瓦风电机组走向世界； 

五年前，旗下第一家水厂开始为当地居民处理城市污水； 

今天， 

超过 31000 台风机，为全球 24 个国家的人们提供便宜、绿色、可靠的清洁电力； 

超过 300 万吨/日水处理能力，服务全国 43 个城市 1500 万居民； 

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解决方案的行业领跑者； 

加入我们， 

为人类奉献碧水蓝天，给未来留下更多资源！ 

 

二、企业介绍 

金风科技成立于 1998 年，致力于成为全球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解决方案的行业领跑者。成立至今实现

全球风电装机容量超过 50GW，31,000 台风电机组(直驱机组超过 27,000 台)在全球 6 大洲、近 24 个国家

稳定运行，2018 年新增装机国内第一、全球第二。公司在深交所(002202)、港交所(02208)两地上市。公

司在全球拥有 7 大研发中心，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近 30 项，掌握专利技术超

过 3,900 项。 

金风科技致力于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发展人人可负担、可靠、可持续的未来能源。凭借科技创新与智能



 

2 

 

化、产业投资及金融服务、国际开拓等三大能力平台为人类奉献碧水蓝天，给未来留下更多资源。 

 

三、春招职位概览 

序

号 
职位名称 需求中心 学历要求 专业方向 工作地点 

1 
电气工程师 

(技术应用) 
客户服务中心 硕士及以上 

电气类、电力电子、控制类、机电类、自动

化类等相关专业 
北京 

2 运维工程师 客户服务中心 本科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能源动力、机电类、机械类

等相关专业 

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

西、河北、山西、内蒙古。 

3 
人才培训生 

(制造体系-工科类) 
制造中心 本科及以上 

工业工程、机械、电气类、安全类、质量类

专业优先 

江苏、福建、河北、新疆、青

海、陕西、广东等地 

4 机械结构工程师 金风慧能 硕士及以上 机械、力学、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 北京/无锡 

5 强度分析工程师 金风慧能 硕士及以上 机械、力学、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 北京/无锡 

6 电气工程师 研发中心 硕士及以上 
电气工程、电力系统、电机电器、机电工

程、自动化、电力电子、机器人等相关专业 
北京 

7 机械/结构设计工程师 研发中心 硕士及以上 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工程等相关专业 北京 

8 经营分析专员 战略运营中心 硕士及以上 
数学，统计，计算机，企业管理，工商管理

等相关专业 
北京 

9 
海工物流及船舶技术

助理工程师 
海上业务单元 硕士及以上 船舶、海洋工程等相关专业 盐城大丰/无锡 

 

四、春招职位详情 

 客户服务中心简介&招聘职位 

（一） 业务中心简介 

客户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客服中心”）是金风科技旗下负责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及执行的业务单位，

以其专业的解决方案、完善的管理体系、精湛的服务团队向客户及行业传递着金风的品牌价值。 

客服中心的业务范围主要包含：风电机组吊装、风电机组运维、变电运维、光伏运维、风电移机、

风电大部件更换、备品备件维修等，基于业务经验积累，已形成针对具体业务的解决方案。下辖8个事

业部，分别为新疆、西北、华北、东北、宁夏、华东、华南、西南，业务覆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客服中心以客户价值最大化为己任，不断学习、探索、发展，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新能源服务解



 

3 

 

决方案提供方。 

（二） 招聘职位 

1、电气工程师（技术应用） 

工作职责 

1) 负责机组运行过程中技术问题具体解决方案的制定和落实； 

2) 负责机组运行过程中技术升级与具体优化方案的制定和落实； 

3) 负责机组运维过程中的其它技术支持类工作。 

任职要求 

1) 硕士以上学历； 

2) 电气类、电力电子、控制类、机电类、自动化类等相关专业； 

3) 工作地点：北京。 

2、运维工程师 

工作职责 

1) 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实现风电场安全稳定运行，从而实现项目生产经营指标的完成； 

2) 通过对风机的日常维护和故障处理，保证机组各项指标顺利完成，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 

2) 电气、自动化、能源动力、机电类、机械类等相关专业； 

3) 工作地点：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吉林、辽宁、蒙东、河北、

山西、内蒙古中部。 

 制造中心简介&招聘职位 

（一） 业务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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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中心是金风科技负责生产、运输任务执行以及工厂布局、数字化工厂和智能物流建设的业务单

位，以其完善的管理体系、高效的执行能力向客服提供专业的交付保证服务。 

制造中心业务贯穿计划、工艺、生产、仓储、物流、售后六大业务模块，下属 5 个业务部门，1 个

电控制造厂、7 个整机制造厂。截止 2019 年 9 月，具备全年 15+GW 生产、运输能力，可保证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风电项目交付需求。 

制造中心坚持客服导向，通过探索数字化工厂与智能物流，持续提升精准交付水平，并致力于成为

风电行业领先的交付资源整合专家，不断为客户带来超出预期的价值。 

（二） 招聘职位 

1、人才培训生（制造体系-工科类） 

工作职责 

1) 培养方向：各厂业务方向的骨干人才或管理层，业务方向主要包括：设备、安全、总装技术、

精益、调度、厂长助理等； 

2) 在各厂各岗位进行定期的轮岗，以熟悉产品知识、工艺技术、质量技术等； 

3) 参与各厂相关项目，以完成自身能力规划的训练和培养。  

任职要求 

1) 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工业工程、机械、电气类、安全类、质量类专业优先； 

3) 工作地点：江苏、福建、河北。 

 研发/职能类•招聘职位 

1、电气工程师【研发中心】 

工作职责 

负责风力发电机的电气系统及部件设计开发（如：发电机、变桨、变频器、变流产品、并网、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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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防雷、接地等）、测试及认证工作。 

任职要求 

1) 硕士及以上学历； 

2) 电气工程、电力系统、电机电器、机电工程、自动化、电力电子、机器人等相关专业； 

3) 较强的学习适应能力、沟通影响能力、坚韧性，具有变革精神； 

4) 工作地点：北京。 

 

2、机械/结构设计工程师【研发中心】 

工作职责 

负责风力发电机的机械系统及部件设计（如：轮毂、机舱、电机结构、轴系、塔架、电气安装连接

件等部件）、结构创新、测试及认证工作。 

任职要求 

1) 硕士及以上学历； 

2) 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工程等相关专业； 

3) 较强的学习适应能力、沟通影响能力、坚韧性，具有变革精神； 

4) 工作地点：北京。 

 

3、机械结构工程师【金风慧能】 

工作职责 

1) 参与产品开发，负责机械系统（电机/塔架/机械结构）设计及制图； 

2) 软件平台二次开发； 

3) 对现有结构件进行优化设计，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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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硕士及以上学历，机械、力学、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 

2) 熟练使用相关设计软件；掌握机械设计，机械原理 ，机械制图，制造工艺； 

3) 熟悉编程，可以进行制图软件的二次开发； 

4) 能进行静力学计算； 

5) 工作地点：北京/无锡。 

 

4、强度分析工程师【金风慧能】 

工作职责 

1) 负责机械系统（电机/塔架/机械结构）静力学和寿命评估等； 

2) 软件平台二次开发； 

3) 负责撰写强度分析报告； 

4) 负责强度分析模板和分析流程开发或者优化。 

任职要求 

1) 硕士及以上学历，机械、力学、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 

2) 熟练使用相关仿真及设计软件；掌握弹性力学、有限元基础及机械设计原理等基础知识； 

3) 熟悉编程，可以进行软件的二次开发； 

4) 善于钻研、良好沟通，有团队协作精神； 

5) 工作地点：北京/无锡。 

 

5、海工物流及船舶技术助理工程师【海上业务单元】 

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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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指导下对运输运维吊装等专业方向供应商、设备的市场及技术等信息进行搜集，能对搜集的

信息进行归类、统计和存储； 

2) 参与完成海上风场的运输、运维及船舶某一个方向新型工艺及装备开发技术方案中信息收集

材料整理工作； 

3) 在指导下完成海上风电项目的运输、运维及船舶方向的问题信息收集，并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流程，参与编写海上风场的运输、运维及船舶方向技术文件。 

任职要求 

1) 硕士及以上学历； 

2) 船舶、海洋工程等相关专业； 

3) 工作地点：盐城大丰/无锡。 

 

6、经营分析专员【战略运营中心】 

工作职责 

1) 根据经营情况，协助完成阶段性的分析报告撰写，给予切实有效的合理化建议； 

2) 协同搭建标准化业务指标追踪模型，优化报表展示，通过数据分析，加强对分析的深度和广度。 

任职要求 

1) 硕士及以上学历，数学，统计，计算机，企业管理，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2) 了解管理咨询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使用( 如：PEST，SWOT，SPAN，经济性评价测算等)； 

3) 敏锐的数据分析和市场洞察能力； 

4) 良好的自我驱动能力；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协调能力； 

5) 较好的文字功底及较强的文档、PPT 撰写能力。 

6) 工作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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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利待遇 

 

（一）基本福利：七险一金、周转宿舍、班车、三餐食堂； 

（二）弹性福利：金风集团福利保险（单身贵族、家庭关爱、配偶关爱、健行天下）； 

（三）假    期：5 天福利假、法定年假、带薪病假、婚假、产假、护理假、宗教假； 

（四）健康管理：年度体检、营养配餐、营养咨询、俱乐部、健康管理、优质场馆； 

（五）家庭关怀：员工互助计划、子女医疗保险、入学协助、家庭日、六一嘉年华、国际（国内）夏令

营； 

（六）便捷生活：公寓、特色餐厅、班车、购房活动、工作居住证、妈咪屋； 

（七）过节礼物：节日福利卡、丽人节礼物、生日贺礼、结婚（生子）贺礼； 

（八）人才培养：应届生御风启行计划（一年）、金风大学。 

 

六、面试流程 

线上投递简历→ 简历初筛→ 线上初试→ 线上复试/终试→ 发放 offer→ 签订三方→ 毕业入职 

 

七、线上简历投递渠道 

1、PC 端官网：https://goldwind.zhiye.com/campus  

2、移动端快捷入口： 

 

 

 

https://goldwind.zhiye.com/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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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更多资讯：关注微信公众号，了解金风的点点滴滴。 

 

 

 

“金风招聘” “金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