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号机器人（Segway-Ninebot）2020 届校园招聘 

——正青春，来创造 

一、公司介绍 

九号机器人创立于 2012 年，总部位于中国北京，公司致力于用智能改变人类出行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在全

球拥有亚太、EMEA、美洲三大业务区域，北京、贝德福德、阿姆斯特丹、新加坡、慕尼黑、首尔、常州、深圳、

天津设有子公司公司拥有全球 700+全球行业基础核心专利，在短交通领域拥有全球最多知识产权，产品遍布全

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九号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包含平衡车、滑板车、机器人、平衡轮、卡丁车、滑步车等多个领域，核心产品有：

Ninebot 九号平衡车系列、Ninebot 九号滑板车系列、Ninebot One 系列、 赛格威平衡轮 W1、赛格威机器人、

九号平衡车卡丁改装套件等，广泛应用于智能短交通出行、机器人服务、酷玩娱乐等多个领域，丰富的产品线满

足了不同的需求。 

二、需求岗位： 

职类 岗位 需求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地点 

软件类 U3D 工程师 2 本科 游戏设计，视觉传达，多媒体互动 北京 

测试工程师 4 本科 机械工程 常州 

软件工程师 2 本科 自动化、电子电路、机械电子、计算机、控制理论等 常州 

iOS 开发工程师 2 硕士 计算机，通信，电子相关 北京 

驱动开发工程师 2 硕士 电子信息相关专业 北京 

Java 开发工程师 4 硕士 计算机相关专业 北京 

系统开发工程师 4 硕士 机器人，计算机，通信，电子相关 北京 

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 2 硕士 计算机相关专业 北京 

Android 开发工程师 2 硕士 计算机，通信，电子相关 北京 

硬件类 硬件工程师 6 本科 自动化、电子电路、机械电子、计算机、控制理论等 北京 

电子工程师 4 本科 电子信息相关 北京/常州 

电控工程师 10 本科 电子信息相关 北京/深圳 

嵌入式工程师 4 本科 自动化、电机驱动、电子信息与工程、机械电子 北京/深圳 

机械类 光学工程师 2 本科 光学相关专业 常州 

CAE 工程师 8 本科 机械设计、固体力学、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力学 常州 

机械工程师 4 本科 机械结构/机器人相关专业 北京/深圳 

结构工程师 4 本科 机械结构/机器人相关专业 北京/深圳 

助理机械工程师 6 本科 机械及相关专业 常州 

制造类 质量工程师 16 本科 机械、电子、数电、模电等专业 常州/北京 

物料计划 2 本科 物流管理、工商管理 常州 

IE 工程师 2 本科 工业工程 常州 

标准化工程师 2 硕士 电子、可靠性、自动化等 北京 

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 4 本科 电子类 常州 



  

                               

算法类 算法工程师 10 硕士 计算机、网络工程、软件工程、自动化、电子 北京 

SLAM 算法工程师 5 硕士 计算机、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北京 

控制规划算法工程师 5 硕士 自动化、电子信息、计算机 北京 

供应链

类 

采购工程师 6 本科 工科 常州 

进出口专员 2 本科 不限 常州 

风险与流程管理专员 2 本科 审计专业、财务管理、会计 北京 

供应链数据运营工程师 2 本科 数据分析、供应链方向 北京 

非生产物料采购工程师 2 本科 机械、机电、自动化等 常州 

运营类 游戏策划 2 本科 游戏设计，视觉传达，多媒体互动 北京 

运营专员 2 本科 市场/国际贸易/英语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海外策划专员 2 本科 广告/市场营销/ 英语专业 北京 

市场销

售类 

进出口专员 2 本科 经济学/金融/国际贸易/英语专业 北京 

市场营销专员 2 本科 市场/传媒/英语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市场服务督导 4 本科 专业不限 常州 

技术标准化专员 2 本科 专业不限 常州 

服务商管理专员 2 本科 统计或计算机应用专业 常州 

服务订单管理专员 2 本科 统计或计算机应用专业 常州 

质量信息监控专员 2 本科 统计或计算机应用专业 常州 

产品类 产品助理 2 本科 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北京 

设计类 产品设计师 5 本科 产品设计、工业设计、交通工具设计 常州 

工业设计师 4 本科 机械、工业设计相关 北京/深圳 

3D 美术设计师 2 本科 游戏设计，视觉传达，多媒体互动 北京 

职能类 财务专员 2 本科 会计、税务、审计、财务管理 常州 

韩国商务助理 2 本科 韩语/国际贸易/国际商务专业 北京 

其它类 项目助理 4 本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相关专业 北京 

人事实习生 2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英语等相关专业 常州 

网络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 北京 

管理培训生 25 本科  专业不限 北京 

面向对象：毕业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应届毕业生 

 

三、简历投递方式：网上直投+内推秘籍+现场宣讲会      

四、招聘流程：简历投递—宣讲会—现场笔试—门徒面试—Offer 签约 

 简历投递：8 月 20 日—10 月 31 日 

 现场宣讲：9 月—11 月 

现场笔试：宣讲会现场笔试 

 门徒面试：9 月—11 月 

 Offer 签约：9 月—校招结束 

五、员工福利及成长 

无代沟的小伙伴，全职的导师，可以约饭的 Boss， 

弹性的工作，免费的培训，不靠关系的晋升 

丰厚的薪金，优惠的内购，靠谱的京津落户 



  

                               

六、联系方式 

校招联系电话：0519-69657885 

接收简历邮箱：linglin.pan@ninebot.com 

 

公司网址：www.segway.com / www.ninebo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