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存高远 码动未来
杉岩数据 2022 校园招聘启动

即将迈出校园的你，踏上前行的道路

满怀抱负，一腔热血，志存高远

欢迎你加入杉岩数据，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认识杉岩：

杉岩数据是一家面向 5G+AIoT 时代，提供大数据智能存储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 2014 年成

立起，杉岩数据以新一代智能分布式存储技术为核心，致力于打造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数据存储基

石。公司总部位于深圳，下设 16 个办事处覆盖全国，已在 10+个行业实现大规模商用部署，总交付容量超过 4500PB，

服务于金融科技、智慧制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私有云、混合云等 20 多个不同类型的应用场景。

公司网址：http://www.szsandstone.com

行业趋势：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而分布式存储架构是基石

公司发展：软件定义存储领域前三甲选手，10+行业，800+客户成功应用案例

团队实力：世界 500 强专业技术团队班底，从研发-产品-解决方案-售前-销售-服务-职能完整的 ToB 类型企业运作

体系

秉承价值：怀敬畏之心做存储，实干精进，鼓励创新，对结果负责

个人成长：大牛引路，有机会独当一面负责模块设计开发，探索技术的深度和广度，用代码创造行业明星产品

工作节奏：提倡工作时间内高效产出，要工作中的成就感，也要生活中的小确幸

公司氛围：简单直接、坦诚开放

 招聘计划

面向人群：2022 届海内外毕业生

需求专业：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电子、通信、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工作地点：深圳 | 成都

招聘职位：



开发团队：存储开发工程师（C++/Python/Go/Java）

测试团队：存储测试工程师

解决方案团队：解决方案工程师

项目支持团队：存储技术支持工程师

（* 更多岗位详情，请查看官网）

 宣讲会&直播&招聘会（10 月 15 日—10 月 31 日）：

华南：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华中：华中科技大学、湖南理工学院

西南：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大学

部分高校具体宣讲时间及地点仍在确定中，请同学们持续关注后续通知消息

 招聘流程及简历投递

校招流程：

在线网申 → 宣讲会&直播&招聘会 → 笔试 → 技术面试 X 2 → 综合面试 → OFFER 发放

简历投递渠道：

PC 端：sandstone.zhiye.com/Campus

邮件：HR@szsandstone.com

投递说明：

* 每位同学最多可申请 2 个职位，简历将依照投递志愿依次进入筛选和面试流程，请仔细阅读职位描述，选择最适

合你的岗位投递

* 简历命名：学校+专业+意向岗位+姓名

* 在线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越早完成网申，越早进入面试环节）

* 根据岗位不同的要求，视情况安排测评笔试及多轮次面试，面试时间和录取通知书发放时间略有差异

* 无法到场面试的学生，我们将安排线上面试，请放心投递

 薪资福利及发展成长

* 多项激励，依据能力定薪，每个都是 SP

基本工资+奖金+补贴+长期激励+一年 2 次调薪机会；



* 保障福利，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五险一金入职即购买；另外补充商业保险 plus 年度体检，全方位关心员工健康；

* 丰富周三文化日，倡导高效开心的工作氛围

每周下午茶，提前半小时下班开展羽毛球、篮球、兵乓球等协会活动；

* 团队 Happy hours，丰富你的业余生活

司庆活动、年会、公司出游、部门月度团建、生日会、还有各式节日活动；

* 导师制，初入职场你有一位 “领路人”

经验丰富的骨干担任你的导师，由导师帮助你完成转换角色、制定一对一辅导计划、帮你规划个性化的成长路径；

* 技术分享，实打实的开发、交付 TOB 产品，技术交流碰撞

骨干员工亲自授课，提供入门、进阶、高阶体系化课程指导，助力任职资格发展。

联系我们：

Tel：189 2644 6605

Mail：HR@szsandstone.com

深圳地址：福田区上梅林凯丰路 10 号湾区国际金融科技城 14 层

成都地址：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 1677 号交子金融科技中心

更多信息，请关注

杉岩数据官方微信：sandstonedata



附：岗位描述

存储开发工程师（C/C++）

岗位职责：

1. 根据业务需求参与存储系统子模块的设计和存储模

块软件开发；

2. 完成网络和业务访问的性能分析与优化，提升存储

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护性；

3. 配合测试同事及交付服务同事，解决项目上的问题，

提升整体产品质量。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2. 熟悉 C 或 C++开发，熟悉 Linux 平台及相关内容；

3. 熟悉常用的数据结构及算法；

4. 学业基础扎实，学习能力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存储开发工程师（Go）

岗位职责：

1. 参与存储容器平台应用软件开发；

2. 参与容器平台的优化开发，提升存储容器平台的性能、

稳定性；

3. 参与存储容器平台相关的测试对接、线上问题排查等支

撑工作。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类或数学类等相关专业；

2. 具备良好的 Go 编程基础，熟悉 Linux 操作系统；

3. 熟悉常用的数据结构及算法；

4. 学习能力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存储开发工程师（Java）

岗位职责：

1. 参与存储容器平台应用软件开发；

2. 参与检索引擎的优化开发，提升检索引擎的性能、稳定

性；

3. 参与检索引擎相关的测试对接、线上问题排查等支撑工

作。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类或数学类等相关专业；

2. 具备良好的 Java 编程基础，熟悉 Linux 操作系统，熟

悉 spring 框架；

3. 熟悉常用的数据结构及算法；

4. 学习能力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Python 开发工程师

岗位职责：

1. 参与分布式存储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支撑特性

交付；

2. 参与分布式存储系统的运维支撑。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2. 具备良好的 python 编程基础及熟悉 Linux 操作系

统基础知识；

3. 学习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和质量意识。

存储测试工程师

岗位职责：

1. 存储业务分析、存储需求分析、测试计划和测试用

例设计；

2. 搭建测试环境、执行测试用例及分析软件缺陷和质

量问题跟踪；

3. 持续集成，测试自动化开发。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2. 熟悉 java、python、shell 等任一编程语言；

3. 熟悉计算机原理，网络原理和 Linux 操作系统；

4. 了解测试理论和流程，有志于从事软件测试；

5. 熟悉 ceph/docker/kubernetes/openshift 等任一开

源技术优先；

6. 学习能力强，具备较强团队和质量意识。

解决方案工程师

岗位职责：

1、参与公司存储产品兼容性解决方案验证；

2、为售前团队提供技术支撑，提供与客户业务相结合的

端到端技术方案；

3、支撑重大市场项目，与重要客户交流产品应用相关技

术；

4、与 Kubernetes、 OpenStack 或者 VMWare 环境

进行集成。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2. 具备良好的编程基础，熟悉 Linux 包括进程管理，

网络协议，文件系统等，熟悉 Python、C/C++等至

少一种编程语言；

3. 学业基础扎实，学习能力强，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存储技术支持工程师

岗位职责：

1. 负责公司存储产品的技术支持，处理现网环境问题；

2. 为现网环境执行巡检、例行维护、变更支持等；

3. 记录问题处理过程，总结问题，输出案例并积极分

享。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2. 熟悉存储、虚拟化、云计算、大数据相关知识；

3. 学习过 mysql 数据库，具备对增删改查的基本操作

能力；

4. 对 Linux/Windows 操作系统较为了解，能够进行常

见系统问题排障；

5. 逻辑思维清晰，具备文档编写的基本能力；

6. 有较好的学习能力、主动性以及责任心，愿意接受

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