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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招聘简章 

 
一、 公司介绍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138.SH）成立于 2007 年，是中国数据

技术领航企业。十几年来，秉承“专注做好数据库”的初心，专注于数据库产品研发、销售

和服务，经过多年自主研发，先后发布了 Vastbase E100 数据库, 和 Vastbase G100 数据

库。 

海量数据始终坚持自主技术研发和创新，拥有国内顶尖研发团队。技术人员占公司总人数

超过 65%，其中，核心技术人员大多来自于 Oracle、IBM、Teradata 等跨国科技公司。海

量数据在北京、杭州、广州建有三个研发基地，一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全国主要省会城

市均设有分支机构，为 2000 多家大中型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涵盖了电信、交通、能源、

金融、政府、健康、工业制造等重点行业。 

海量数据十四年如一日，在数据技术浪潮中踏浪前行，致力于解决用户数据问题，助力

中国企业数字化进程！ 

 

二、海量数据的人才观 

公司注重给予年轻人成长机会，坚持践行独立的人才观： 

★ 重视“诚实、勤奋、专注，说到做到”品格 

★ 给年轻人机会，重用具有战略贡献的人 

★ 重用具有独立思想，且忠实践行的人 

我们寻找拥有坚定梦想、且忠实践行的你，一起坐上“海量数据”时代的巨航，乘风破

浪，挖掘数据科技革命的宝藏！ 

 

三、职业成长 

福利及晋升： 

1. 丰富的薪资架构 

★ 底薪+奖金+挑战奖+福利+股权+期权+杰出贡献奖 

2. 优质的福利待遇 

★ 六险一金 

★ 年度健康体检 

★ 季度团建、节日福利、年度出游等 

3. 完善的培训体系 

★ 岗前培训：微课堂、顶岗实习、雏鹰训练营等 

★ 岗位培训：自我学习、上级辅导、公司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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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级培训：野狼训练营、打法演练等 

4. 明确的职业成长通道 

★ 海量人通道图：透明公开高速发展的职业上升通道。 

 

四、招聘岗位 

1）大客户经理-全国 

角色定位：面向大型企业及事业单位，销售项目的主导者 

岗位职责： 

1. 客户全周期负责人：客户选择、客户获得、客户维护、客户增值 

2. 销售项目的主导者：制定项目策略、项目监控和执行、竞争管理 

3. 交易全流程执行者：挖掘项目机会、立项、招投标环节、合同签订及售后监督等 

招聘要求：  

1. 本科生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 热爱销售工作，对数据技术行业充满兴趣，决心长期扎根发展 

3. 结果导向，自驱力较强，善于独立思考，能够持续的自我学习和成长 

4. 有学生工作、学生社团、学生活动、社会实践或相关经验优先 

 

2）产品行销经理-全国 

角色定位：渠道拓展及销售项目解决方案负责人 

岗位职责： 

1. 负责产品在区域的市场洞察和分析，发掘、培育线索和机会点，覆盖各行业内独立软件

开发商（ISV），推动公司产品销售 

2. 在销售项目中，负责制定客户化的解决方案，确保销售目标的实现 

3. 策划、组织品牌营销活动，提升产品品牌形象 

招聘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软件工程类、计算机类、自动化类、数学等相关专业 

2. 对数据技术行业充满兴趣，决心长期扎根发展 

3. 沟通力强，结果导向，自驱力较强，能够持续的自我学习和成长 

4. 有学生工作、学生社团、学生活动、社会实践或相关经验优先 

 

3）C/C++开发工程师-广州/南京/西安/天津 

岗位职责：  

1. 数据库、数据安全等产品设计和研发工作 

2. 分析测试产品性能瓶颈，进行性能优化和调整 

招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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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2. 为人正直负责，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 

3. 熟悉 linux 系统操作，扎实的 C/C++基础，熟悉 C/C++开发 

4. 熟练掌握数据结构、常用算法、设计模式，熟悉 Python、Java 等开发语言优先 

5. 对数据技术研发有强烈的兴趣，喜欢钻研技术，对底层技术有足够的好奇心 

6. 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良好的编程习惯，能够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 

 

4）Java 开发工程师-广州/西安/天津 

   岗位职责： 

1. 负责产品研发，根据产品开发进度和任务分配，完成设计、开发、编程任务 

2. 分析系统性能瓶颈，对系统进行性能优化和调整 

 

招聘要求： 

1.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 

2. 熟练掌握 Java 开发，数据结构、常用算法和各种设计模式 

3. 同时熟悉 C/C++开发优先 

4. 有数据库相关开发，有企业级应用系统开发优先 

5. 为人正直负责，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 

6. 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良好的编程习惯，能够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 

 

5）前端开发工程师-广州/天津 

岗位职责：  

1. 理解业务逻辑、需求设计，与产品经理共同讨论与制定产品设计 

2、负责产品前端模块的代码设计与开发、代码交叉 review、自测、与后端开发联调、打包

发布等日常研发工作 

3、负责公司官网、文档和服务网站的模块设计、开发、自测、联调和上线等，对展示效果

和质量负责 

 

招聘要求： 

1.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或相关专业 

2. 熟悉至少一种前端编程 vue 框架，熟悉 Vue 优先 

3. 熟悉 javascript 面向对象编程，良好的 OOP 思想 

4. 熟悉 es6/es7，webpack 构建工具，能自行搭建配置 

5. 有后端工作经验或了解后端工作流程优先 

6. 抗压能力强，责任心强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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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测试工程师-广州/西安 

岗位职责：  

2. 负责对 web 端测试，根据产品和测试需求，编写测试方案、编写测试用例、执行测试

脚本 

3. 执行测试用例，提交 BUG，并进行 BUG 跟踪和回归测试，直到 BUG 解决 

4. 根据产品测试情况编写测试报告以及其他文档、整理项目资料及技术文档 

5. 负责与部门及项目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协作，推动测试及质量问题的解决 

招聘要求： 

7. 熟悉软件测试理论和 CMM 测试流程，-有制定测试计划、编写测试用例和测试文档的

经验 

8. 熟悉常用的测试工具和项目管理工具（如 jira、禅道等）优先 

9.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10. 有自动化测试实习经验优先 

 

7）数据库产品工程师-广州 

岗位职责：   

1. 对公司自主研发的数据库和相关工具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2. 负责跟客户进行交流，能够做产品介绍  

3. 要求能够针对上述自主产品设计测试用例和进行 POC 测试  

4. 能够书写各类项目文档，包括技术方案、实施文档、标书等等  

5. 能对软件产品问题和环境（数据库、系统、网络等）进行详细分析、准确定位和优化  

 

招聘要求：  

1.  本科或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  

2. 熟悉软件开发、数据结构知识  

3. 熟悉 SQL 和 PL/SQL，SQL 优化、数据库应用迁移经验优先录取 

4. 掌握常见数据库技能（如 Oracle、PostgreSQL、Mysql 等） 

5.  掌握 UNIX/LINUX 操作系统、网络知识和硬件知识 

6. 需要有较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良好的逻辑思维和沟通能力 

 

8）技术支持工程师-北京/广州 

岗位职责：  

1. 负责数据库产品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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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责数据系统部署方案的计划、设计和实施 

招聘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2. 了解数据库知识(oracle、Mysql、PG 等)，数据库原理和应用 

3. 有专业的数据库培训经验，且有 OCP\OCM 证书者优先 

4. 对数据技术有强烈的兴趣，喜欢技术，并能持续的学习及成长 

5. 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良好的计算机专业基础，能够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 

 

五、工作地点及简历投递方式 

1.  工作地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北京总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科大天工大厦 B 座 6 层 

上海公司：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68 号 SkyBridge HQ 天会 7 幢 903 室 

广州公司：广州市天河区建工路 4 号佳都科技大厦 2 号楼未来社区 3F 

深圳公司：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 9 号软件大厦 9 楼 

 

2. 简历投递 

1) 邮箱投递 

简历投递邮箱：hr@vastdata.com.cn 

邮件格式：主题包含 姓名+学校+专业+岗位，简历请添加附件 

2)网申投递 

网申地址-PC 端：http://vastdata.zhiye.com/Campus  

网申二维码-移动端： 

 

 

 

3.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010-82838118 

公司网址：http://www.vastdata.com.cn 

微信公众号：海量数据 

 

海量数据，期待您的加入！ 

mailto:gaolin@vastdata.com.cn
http://vastdata.zhiye.com/Campus
http://www.vastdat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