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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2007 年

美国威斯康星⼤学密尔沃基分校政治学博⼠

2002 年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硕⼠

1997 年

中国⼈民⼤学商品学系学⼠

工作履历
2017－

美国卡罗来纳滨海⼤学政治学系教授

2013－2017

美国卡罗来纳滨海⼤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2007－2013

美国卡罗来纳滨海⼤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研究概况
学术著作
2017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挑战与机遇》
。 莱克星顿出版社（Lexington Books)。
（专著）

学术论文（专著，合著）
2019

“伟⼤的证据还是平庸的注脚？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动的比较分析 。” 《中国国际
政治期刊》 （已接受）
。
（第⼀作者，合著者：李泉）

2019

“领导偏好和种族冲突中的竞价：理论与注解。” 《印度发展学刊》 （已接受）
。
（第
⼆作者，合著者： Shale Horowit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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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的伙伴关系⽹络。” 《国际贸易、政治与经济发展》3 卷 2 期：66-81 页。
（第
⼆作者，合著者：李泉）

2019

“美国海外驻军和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军事⼒量与社会》45 卷 2 期：234-267。
（第
⼆作者，合著者：Uk Heo）

2018

“经济发展和韩国的联合国维和⾏动的参与。” 《亚非研究》53 卷 5 期：666-684。
（第⼀作者，合著者：Uk Heo， 李泉）

2017

“韩国自贸区政策和亚洲⼀体化进程：多级模型分析。” 《亚洲视角》41 卷 1 期：
147-174 页。
（专著）

2016

“国防支出和全球经济增长：直接和间接关联。” 《国际互动》42 卷 5 期：774-796 页。
（第⼆作者，合著者： Uk Heo)

2016

“解析中韩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关联。” 《亚非研究》 51 卷 1 期：97-118 页。
（专著）

2013

“种族领⼟冲突与民族主义和权利追求型领导者偏好——理论测量体系和在前南问题
上的应用。” 《国内战争》15 卷 4 期：508-530 页。
（第⼆作者，合著者：Shale
Horowitz）

2013

“种族领⼟冲突中针对平民的暴⼒⾏为——基于权⼒和领导者偏好的种族清洗政策分
析。” 《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 》36 卷 5 期：372-393 页。（第⼆作者，合著者：Shale
Horowitz）

2012

“竞价模型与战争的理性选择解释。”《韩国社会科学期刊》39 卷 1 期：37-58 页。
（专著）

2012

“他们真的学为所用么？——政治学⼊门课程对学⽣的知识和政治态度的影响。”
《政治学教育期刊 》8 卷 2 期：201-223 页。（第三作者，合著者：Pam Martin,
Holley Tankersley)

2011

“在非欧式空间里评估选民－候选⼈的相似性。”《选举、民意和政党期刊》21 卷 4
期：497-521 页。（第⼀作者，合著者 ：李泉，Kyle Leiker）

2010

“美国最⾼法院中投票反复性的空间模型分析。”《政治学期刊 》38 卷：83-114 页。
（第⼀作者，合著者：Jennifer Luse）

2008

“控制动乱——中国后邓小平时代领导和朝鲜半岛危机。” 《韩国观察家》39 卷 4 期：
603-629 页。
（第⼆作者，合著者：Shale Horowitz）

2007

“多元启发理论、竞价模型和危机决策制定。” 《外交政策分析 》3 卷 4 期：317-344
页。
（专著）

2006

“中国外交战略，朝鲜半岛核危机以及六⽅会谈。” 《太平洋焦点 》21 卷 2 期: 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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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第⼆作者，合著者：Shale Horowitz）
(被收录在《变动东亚和朝鲜半岛安全 》
，Uk Heo, Jungmin Seo 和 Terry Roehrig 主
编，33–52 页，普雷格出版公司)。
2005

“邻居们是替罪⽺么？——⽭盾转移理论和中国的对外动武（1978－2001）
。”《韩国
公共政策期刊 》19 卷： 111-139 页。
（专著）

2001

“美国弹道导弹防御（BMD）政策的变迁与分析”，《国际论坛》第 4 期，42-48 页。
（专著，中⽂）

主要论著（专著，合著）
2019

“向⼤国迈进？中国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兵的数学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外交面临
的挑战 》，Edward Yang 和 Wei Liang 主编，莱克星顿出版社，2019， 257-288。
（第⼀作者，合著者：李泉)

2019

“书评：在⼗字路⼝的韩国：在⼤国争霸时代的自主和联盟。” 《韩国研究》43 卷：
208-210。

2014

“国际冲突的实证研究。”《劳特利奇军事研究研究⽅法⼿册 》，Joseph Soeters,
Patricia Shields, 和 Sebastiaan Rietjens 主编，劳特利奇出版社，238-248 。（第⼀作者，
合著者：Uk Heo)

2007

“中国（1946-1949）
。” 《⼆战后主要的内战 》
，Karl DeRouen, Jr. 和 Uk Heo 主编，
249-265 页，ABC-CLIO 出版社。
（专著）

2005

“中国。” 《国防与安全——国家武装⼒量和安全政策 》
，Karl DeRouen, Jr. 和 Uk
Heo 主编，147-166 页，ABC-CLIO 出版社。
（专著）

研究资助
2019

美国卡罗莱纳滨海⼤学，科研资助基⾦，“中国真的是全球⼤国吗？冷战后中国外交
的实证分析。” 首要申请⼈，3,900 美元。

2012－2017 韩国研究院，国际化背景下的韩国崛起研究项目. “全球化时代下的韩国崛起：⼒量、
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资助编号： 2012-AAZ-2101）” 合作申请⼈，1,183,141
美元。
2016

美国卡罗莱纳滨海⼤学，科研资助基⾦，“领导者偏好和国际冲突。” 首要申请⼈，
6,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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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美国卡罗莱纳滨海⼤学，教学资助基⾦，“在教室中模仿世界：在国际关系课程中使
用模拟教学软件。” 首要申请⼈，1,500 美元。

2012

美国卡罗来纳滨海⼤学，科研资助基⾦，“龙的⾜迹：中国在加纳和厄瓜多尔能源投
资的比较研究。” 合作申请⼈，6,000 美元。

2010

美国卡罗来纳滨海⼤学，科研资助基⾦，“全球化与环保：中国融⼊全球和中国的环
保政策。” 首要申请⼈， 6,000 美元。

2008－2009

美国卡罗来纳滨海⼤学，教学科研基⾦，“评估核⼼课程：学⽣知识和政治态度”
（第⼀和第⼆阶段）
。合作申请⼈，11,700 美元。

其他培训
2012

全球化时代下的韩国崛起：⼒量、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德克萨斯科技⼤学。

2010

实证理论模型暑期培训（EITM），华盛顿⼤学（圣路易斯）。

2005

第 13 届 Merriam 政治分析培训，伊利诺伊⼤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

审稿人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外交政策分析，亚非研究，军备与冲突，政治研究季刊，国际政治科学评论，
Westview 出版公司，Wadsworth 出版公司，⽜津⼤学出版社，皮尔森⾼等教育出版社，莱克星顿出
版社

开设课程
中国政治研究，当代东亚研究， 中国外交与中美关系，外交政策分析，国际政治概论
博弈论概论，国际关系概论，国际冲突，模拟联合国，政治学数据分析，国际关系的实证分析

学术组织成员
美国政治学学会，国际研究学会，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学会，美国中西部政治学学会，南卡罗来纳州
政治学学会，韩国研究学会，亚洲研究学会

(最近更新：2019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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