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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背景

1.1. 调研目的

大连市车联网产业创新联盟（本报告中简称“联盟”）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召开

车联网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研究具体人才培养实施方案，参会企业积极地提出目前车

联网人才紧缺的现状以及对车联网人才培训的迫切需求。为更加深入具体地了解企业的

人才需求，更好地发挥联盟在促进车联网产业人才培训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联盟从 2022

年 3 月起面向会员企业发起本次人才需求调研，本次调研共向 43 家车联网相关企业发

送了调研问卷，其中 30 家企业反馈了人才需求，13 家企业反馈无需求。

1.2 研究对象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以车联网企业研发序列人才需求为主，包括系统、软件、硬件、

算法、测试等岗位族，分布于系统集成及设计、环境感知、网络通信、大数据、人工智

能、安全技术、地图定位等领域。

1.3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从参调企业的基本信息、业务人才需求和产业人才培养三个维度，包括企

业名称、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车联网业务人才缺口的岗位名称、需求量、职位要求、

薪资区间等。

开放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1）贵企业对联盟推进车联网产业人才培养工作有哪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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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联盟将对接相关培训机构对用人需求大的企业设置车联网专业人才课

程的定制班，定向培养车联网专项人才”，贵企业有无需求？若有，请详述。

1.4 报告数据来源

本报告的数据来源和分析依据有：

（1）截至 2022 年 3 月 11 日联盟秘书处收到的 30 家参调企业的调查问卷。

（2）领科人力资源研究院收集整理的业内 3 家企业有需求的 33 个业务岗位及招

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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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需求分析

2.1 参调企业规模

在被调研企业中，人员规模 50 人（含）以下的企业有 14 家，其中 4 家公司规模

少于 20 人；51-100 人（含）的企业有 6 家；100 人以上的企业有 13 家，其中 3 家

公司规模超 300 人。

图 1 参调企业规模

2.2 人才需求总量

参与调研企业 2022 年人员需求总量为 3150 人。新增人员需求量与参调企业现有

人员总量（4535 人）的比例达到 69.46%，无论是校招和社招均增长势头猛烈，且需

求量与企业规模成正比趋势。

校招总的人员需求量为 1107 人，其中东软和中科创达两家龙头企业的校招人员需

求数量即达到 800 人，占校招需求总量的 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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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招总的人员需求量为 2043 人，其中东软、中科创达、亿达信息社招需求量排前

三位，占社招需求总量的比例达到 61%。2022 年人才需求总量详见下图。

图 2 人才需求量分布

2.3 岗位分布情况

在被调研企业中，岗位需求集中在软件、硬件、系统（包含整车架构、系统/模块

架构）、算法、测试 5 大族群，分布在系统设计/集成、安全技术、决策控制、网络通信、

人工智能/算法、平台运管、大数据等技术领域，最为短缺的岗位分布在系统、软件、

算法这三个领域，其中 C++、Android、嵌入式、测试岗位排在需求岗位之首，详见

下图 3《岗位分布情况》。

校招岗位共有 34 个，需求方向主要为软件开发工程师；社招岗位共有 116 个，主

要集中在传统的软件开发和 C++开发工程师两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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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岗位分布情况

2.4 学历与专业分布

从 33 家被调研企业招聘需求看，学历起点以本科学历为主，其中只有 1 个岗位起

始学历为专科或硕士研究生，学历要求与岗位的情况详见下图 4《社招学历要求情况》

和下图 5《校招学历要求》。

在专业方面，最受 33 家被调研企业青睐的专业依次为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通

讯和数学/自动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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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社招学历要求情况

图 5 校招学历要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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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能力与经验要求

（1）岗位经验要求方面，社招集中在 3 年以上，占比 43%；极少数企业要求经验

5 年以上，其中部分岗位存在对候选人能够出差的要求，具体见下图 6。

图 6 岗位工作年限要求情况

（2）技能要求方面，校招和社招岗位中，岗位技能要求均集中在传统的 C 语言

/C++、Java、Linux、Android；其中超 30%的企业对语言能力（英语、日语）有硬

性要求；

（3）在能力要求方面，具有共性的能力项分别是自我驱动力、沟通能力、团队合

作、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且对车载产品开发的能力需求出现上升趋势。

2.6 总体薪酬水平

（1）社招岗位薪酬分布情况



8

从参调企业提供的每个岗位最高和最低月薪标准覆盖范围，社招岗位最低月薪均值

为 10,018 元，其中超过半数的社招岗位最低月薪在 10,000 元以上，只有 4%的企业

最低月薪低于 5,000 元，最低月薪为 4,000 元，岗位主要为测试、技术支持。具体分

布见下图 7。

图 7 社招岗位最低薪酬分布情况

社招岗位最高月薪均值在 17,897 元，其中主体分布在 10,000-20,000 元之间，其

中最高值高于 30,000 元的仅为 7%，最高月薪为 50,000 元，岗位为嵌入式软件开发。

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图 8。

图 8 社招岗位最高薪酬分布情况



9

（2）校招岗位薪酬分布情况

校招岗位最低起薪均值为 5,264 元，三分之二的校招岗位最低月薪在 4,000-6,000

元之间，其中低于 4,000 元的占比为 12%，最低月薪为 3,000 元，岗位为测试工程师。

具体分布见下图 9。

图 9 校招岗位最低薪酬分布情况

校招岗位最高月薪均值为 8,455 元，其中主体分布在 7,000-10,000 元之间，其中

最高值高于 20,000 元的仅为 3%，最高月薪为 20,000 元，岗位为嵌入式软件开发。

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图 10。

10 校招岗位最高薪酬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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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参与调研企业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1 阿尔卑斯系统集成（大连）有限公司
2 大连八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3 柏鉴数据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4 大连必捷必人资科技有限公司
5 博泰车联网（大连）有限公司
6 大连诚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大连维德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8 大连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9 大连鼎视科技有限公司
10 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
11 东软睿驰汽车技术（大连）有限公司
12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13 华畅科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
14 华录智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 华阳通用（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17 大连九州联云科技有限公司
18 大连均联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19 陆航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20 大连秘阵科技有限公司
21 墨墨（大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2 欧立腾（上海）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23 睿驰电装（大连）电动系统有限公司
24 大连赛听科技有限公司
25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6 停牛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27 大连现代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28 大连新致软件有限公司
29 亿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0 易诚高科（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31 长城汽车产品数字化中心大连研发基地
32 大连真想科技有限公司
33 大连中科创达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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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参与调研企业对车联网产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

目前，大连人才市场中车联网产业人才短缺，尚不能满足公司车机方向的人才需求，因

此提出建议如下：

1、在高校中宣传车联网产业就业前景，让更多的大学生接触、走进车联网企业，为车

联网产业源源不断输入新鲜血液，扩大车联网产业人才基数。

2、开展公开课，培养技术人员转型。例如，手机安卓 APP 开发技术人员，通过课程培

训，技术转型到车机安卓 APP 开发，快速高效地补充车联网产业人员。

——亿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希望联盟能推进校企合作相关工作，实现企业和高校的资源对接。

——大连新致软件有限公司

1、划分产业基础能力培训和能力提升培训。基础能力培训与高校进行关联，走“校企联

合”培养路线；能力提升培训面向企业和员工个人。

2、加大线上培训形式和次数。

——睿驰电装（大连）电动系统有限公司

呼吁并建议政府给予更好的人才政策。

——欧立腾（上海）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常规人才竞业影响人才流动。

——大连中科创达软件有限公司

专业类培训，技能等级提升，技能等级/职称的认定。

——大连楼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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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望开设的课程能够针对企业的具体需求，贴近实战。

2、注重培养软件的分析与设计能力，使学生掌握从需求分析到设计实现的所需知识。

3、希望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互动机制，定期招收满足企业要求的人才进入到企业。

——华阳通用（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线上专业性人才招聘渠道；对应届毕业生开展免费的面向就业的专业或实践培训。

——大连维德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1.加大人才举荐力度，做好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和助推器。在青年人才成长的关键期，为

青年人才提供资金和学术资源、国际资源、产学研协同创新等资源支撑，帮助他们在创

造力黄金时期做出突出业绩，尽快成长为国家主要科技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

新团队的重要后备力量。

2. 进一步完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依据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布局，有的放矢引进人才。

通过推动车辆工程升级为交叉型一级学科，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人才培养和行业技术发展

需求不匹配的矛盾，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3. 高校应进一步打通与企业的人才流动壁垒，吸引企业人才任教。进一步推广“双师制”，

创新各种有利于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在高校任职、短期任职、授课的机制。

——大连鼎视科技有限公司

希望从项目实际出发，熟练工具的使用，掌握一定的通信知识。

——大连必捷必人资科技有限公司

建议联盟能进行行业信息共享。

——华畅科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

1、增加校企合作，定向培养应届生。

2、推动政府给一些毕业生就业政策，避免本地学生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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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均联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深耕软件外包产业 20 余年，积累了 20 余万软件人才，但是整体人才结构外包气

味浓厚，高端研发型人才保有量少，自主创新产品以及系统解决方案研发能力差。希望

能够活用联盟优势，产学研结合，强化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阿尔卑斯系统集成（大连）有限公司

1、协助政府加强招商引资，引进规模性智能汽车产业链重量级企业在连落户，牵引人

才留连与成长.

2、增强大连市政府、各企业、高校、人才对智能网联车行业的认知.

3、继续加强校企合作，在人工智能、视觉算法、光学硬件、鸿蒙生态软硬件及 APP 开

发方面培养人才。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希望联盟可以帮忙联系一些车联网相关技术的培训机构，让企业和机构形成一个了良好

的合作，一方面是机构可以帮助企业培养现有人才，促进企业内部人才转化，另一方面，

机构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来企业工作和学习，促进就业及解决企业招人难的困境。

——易诚高科（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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