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立信博士（Dr. Andrew S. Erickson）简历（中文）
艾立信博士现任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战略学终身教授。
目前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全职访问学者。
艾立信博士为美国海军军事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 中国海事研究所(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的核心创建者之一，并一直担任主要成员至今。2008 年
起，艾立信博士开始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Harvard University’s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研究员，目前是该中心的全职访问学者。
艾立信博士还是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成员。 此
外，艾立信博士长期担任《华尔街日报》中国问题专栏“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
Report）专家撰稿人。
艾立信博士，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战略学终身教授，该研究所核心创始
人之一，并在该所的持续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海事研究所的成立，影响和
促进了许多相关研究中心的创立，艾立信博士为这些中心的建立提供了关键性的建议与支
持。自 2008 年起，艾立信博士一直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为该
中心全职访问学者。艾立信博士还是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会员。
艾立信博士曾于 2012 年荣获第一届“埃利斯·乔菲解放军研究奖”， 目前担任该奖
项评选委员会成员；2017 年荣获美国海军军事学院颁发的首届“非军职教职人员研究优
秀 奖 ”。其 著作获得过 一系 列重 要 奖项 ， 包括 两 次荣 获海 军 军事 学院 基 金会 颁 发的
“休·G·诺特海军上校奖”（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名），以及美国海军学会颁发的“综合征
文比赛奖”
（第三名）。艾立信博士的研究曾多次获得国际海事安全中心的公开表彰。
艾立信博士先后在韩国延世大学和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担任过教职。曾为美国海军军事
学院及其它院校提供过课程指导，并指导过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哈佛大学及其它院校许多
学生的研究和论文。2011 年，艾立信博士以学者的身份陪同由五名成员组成的美国国会
代表团访问中国。2013 年，以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区域安全教育项目学者”的身份登上
“尼米兹”航母，赴太平洋战区担任教官，并开设了数十小时的讲座课程。曾经参加过一
次空中军事巡逻。2014 年，艾立信博士陪同由中国海军司令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访问
哈佛大学。此后帮助并指导建立了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届与中国双边海军军官交流项目，
督导了美方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工作，并一直为该项目提供后续支持。在过去十多年里，艾
立信博士一直负责管理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之间的学术研究交流
工作。
2005 至 2006 年，艾立信博士成为美国国防部所属“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
歇尔赞助的研究人员。2008 至 2011 年，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公共知识分子项目”
研究员。2010 至 2011 年，入选哈佛大学政府与国际研究中心 “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
界项目”全职研究员。2012 至 2017 年，担任《华尔街日报》旗下《中国实时报》的专家
撰稿人，并发表独立撰写或合作文章 38 篇。自 2015 年起担任《海军军事学院学报》编辑
委员会委员。
艾立信博士曾在全美各地及亚洲许多地方的学术机构、私人机构和政府机构举办过专

题讲座，曾向美国以及其它国家的许多高级官员和首长做过专题汇报，其中美国海军高级
首长包括：海军作战部长及其下属的执行小组、海军部长及整个印太战区多位主要官员；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国防部长、其它行政部门官员、海岸警卫队司令和多名国会议员。
艾立信博士还定期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和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
委员会等国会机构举办的听证会上作证。艾立信博士同时还为许多政府项目、模拟演习和
研究报告提供重要的建议和评估，其中包括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持的“全球大趋势研
究”提供支持。
艾立信博士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艾姆赫斯特学院（专业方向：历史与政治学，还获得国
际关系专业证书），在普利斯顿大学政治系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中国政
治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曾在设立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普林斯
顿在北京”项目中学习过汉语。在日本同志社大学 “联合京都计划”项目中学习日语及
日本政治经济一年。曾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担任中文翻译和技术分析师。实习经历丰富，
实习机构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美国和平队总部、美国参议院和白宫。
曾访问调研过印太地区的许多地方，其中不仅包括许多重要岛屿、水域和空间，还包括中
南海，以及像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那样非常偏远的内陆地区。外语方面，中文
熟练流利，日语也达到了会话水平，曾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居住，并从事学术研究。
艾立信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印度洋-亚洲-太平洋防务问题、国际关系、科技问题和资
源问题。曾设计、规划和领导了一个开创性的五年期研究项目，旨在揭示对中国极其重要
却又鲜为人知的中国海上民兵的作用；与人合著“中国海事研究报告（第 1 期）——中国
第三海上力量”，这份研究报告开启了“中国海事研究所”一个全新的研究系列。艾立信
博士的论文被中英文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及同行评审杂志广泛采用，杂志包括：《国际安全》
《中国研究季刊》 《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研究》 《亚洲安全》 《战略研究杂志》
《奥比斯国际事务》 《亚洲政策》 《宇航学报》等。此外，他还在许多政策杂志上发表
文章，包括《外交》《华盛顿季刊》《国家利益》《外交政策》《联合武装力量季刊》《简氏
防务周刊》
《能源地理政治学》《全球健康治理》《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评论》《国际战略
研究所战略资料汇编集》以及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和《国际与战略问题
报告》。艾立信博士还曾注释、翻译过有关海洋战略的中文文章。他在《外交》杂志网站
上发表的与他人合著的《中国“新型大国关系”口号的危险性》一文，曾在美国和亚洲许
多国家的政策圈内被广泛传阅；他发表在《国家利益》杂志上的《中国展示了两款“航母
杀手”反舰导弹》一文，在上线 24 小时内关注量就超过 65,000 次；他发表在美国 Real
Clear Defense 网站上的《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海军？》一文，上线第一天内关注量就超过
60,000 次。
艾立信博士著有《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发展》（詹姆斯敦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2013 年）一书。另有合著两种：《对中国发展巡航导弹雄心的评估》（美国国防大学出版
社 2014 年），《亚丁湾反海盗护航与中国在海洋公地的存在》（詹姆斯敦基金会/布鲁金斯
学会出版社 2015 年）。此外，与他人合作撰写研究报告四种：《中国的水雷》（2009）；《中
国在亚丁湾进行的反海盗行动》（“中国海事研究所”专题性报告，2013）；《中国国际安全
行动追踪》（“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2015）；《中国海军为发挥更大作用所采取的行动》
（“中国航天研究院”专题研究报告，2019）。艾立信博士还主编有两部文集：《国际宇航
科学院第 47 届历史研讨会论文集》
（宇航学会出版社 2015 年）、《中国海军舰船建造》（海
军学会出版社 2016 年），并有个人论文收录其中。他还合编了九部论文集，并在其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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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章，其中包括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社的六部“中国海事发展研究”系列著作：《中国未
来的核潜艇力量》（2007）、《中国能源战略》（2008）、《中国走向大洋》（2009）、《中国、
美国与 21 世纪的海权》（2010）、《中国空间力量》（2011）、《中国在海上灰色区域的行动》
（2019）；此外，还包括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新港研究系列”的《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
（2005）、《亚太地区的基地与前沿存在》（海军学会出版社 2014 年）、“中国海事研究所”
系列著作中的《中国的近海作战能力》（2014）。
艾立信博士的著述被学术出版物、美国政府报告以及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
“兰德公司”等智库报告广泛引用。他的研究还被许多报纸、通俗杂志及网络文章广泛引
用，这些媒体包括：《科学新闻》《有线新闻》《BBC 新闻》《金融时报》《航空技术和空间
技术周刊》《纳尔逊报告》《彭博资讯》《经济学人》《新华资讯》《中国日报》《纽约客》
《时代周刊》《明镜周刊》《华盛顿邮报》及其旗下的“猴笼博客”网站、《财富》《印度时
报》《国家报》《新闻周刊》《海峡时报》《防务新闻》《法国世界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美国航空航天》和《纽约时报》等。其著述还被众多的纸本媒体、有线广播、电视台、
无线电台和网络媒体深入报道。他的专栏文章曾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朝日新闻（英语和
日语版）播出，并且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有线电视、中央电视台、日本广播
协会、半岛电视台、美国之音、美国广播公司新闻 24、彭博电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和
约翰·巴切洛广播电台的节目中。艾立信博士还通过@AndrewSErickson 推特号来推送文
章，他的推特号名列美国“中国研究推特 50”中。
艾立信博士是 China SignPost"
#（洞察中国）网站的共同创建者之一，该网站为关
注自然资源、科技、工业及贸易问题的研究型新闻门户网站，涵盖大中华地区各方面发展
情况。目前共有 91 份与他人合作的报告公布于该网站。这些报告的分析准确地预见到了
习时代的改革在执行和效力上的局限性（#81）、中国 2015 年的股灾（#89）及中国经济增
长率与总体发展轨迹将出现一个长期的 S 型曲线减缓模式（#44）。艾立信博士的相关分析
文章被 China Analysis from Original Sources （以第一手资料研究中国）网站收录，
该网站为专门搜集和发布以外国观察家无法获得的中文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报告的专业网
站，其目的在于提供对中国及其世界影响力的洞察。

研究领域：
中国武装力量
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
中国在海洋及太空的活动
中国的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
日本及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国际关系
海洋技术与太空技术的历史发展与当今现状
能源、资源与地理战略
军事基地与兵力投送
中美关系及其当代政策问题
开放性信息资源的获得、整理、分析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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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ANDREW S. ERICKSON, PH.D. （艾立信博士）
www.andrewerickson.com

Professor of Strategy（战略学教授）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中国海事研究所）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Research Department （战略与战役研究系）
U.S. Naval War College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
686 Cushing Road（库欣路 686 号）
Newport, RI 02841-1207 （美国罗德岛州新港市，邮编：RI 02841-1207）
Visiting Scholar（访问学者）
Associate in Research （兼职研究员）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
1730 Cambridge Street（剑桥大街 1730 号）
Cambridge, MA 02138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邮编：MA 02138）
Co-Founder, China SignPost"
# （“洞察中国”网站联合创始人）
www.chinasignp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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