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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伯尼报纸典藏”让研究者能够全文检索近一百万页珍稀且难于

访问到的近代早期原始文献。与Gale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尼克斯报纸典藏”一

同，是最综合全面的近代早期新闻出版物数字化档案之一。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伯尼报纸典藏

“伯尼典藏”简史

由知名学者、著名音乐史学家的儿子小查尔斯·伯尼

牧师（Charles Burney，1757-1817）收集，该典藏

涵盖200多年的新闻报道、辩论和观点。超过700卷

报纸合订本，涉及当时的政治、教育和经济状况，其

中很多是罕见的出版物，是我们所熟知的报纸发展史

上的重要里程碑。

查尔斯 ·伯尼与他的同代人约翰 ·尼克斯（ J o h n 

Nichols）都是最伟大的新闻出版物收藏家。他们二

人的收藏构成了涵盖近代早期新闻出版物的最丰富、

最综合全面的信息资源之一。“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

尼克斯报纸典藏”也已由Gale出版。

For informat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Burney Newspapers Collection, visit gale.com/burneyinfo

British Mercury (London, England), October 6, 1714 - October 13, 1714

16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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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

跨越时间

200年

• 检索难于访问到的文献，包括许多珍稀的单页和单卷出版物

• 探索当时的国际新闻，许多出版物都再版刊登了来自海外的新闻，以补充英国本土的新闻报道

• 查看多样化的内容，一些新闻出版物专为新兴读者群而创办，例如地位不断上升的商人阶级及咖啡

馆顾客

• 与其他Gale原始档案产品交叉检索，通过提供对大量数据和元数据的访问，为数字人文研究打开新

的道路

该典藏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伯尼典藏的原本非常易于损坏，已不能提供阅览室借阅，只能以微缩胶片的形式阅

览。通过与大英图书馆的合作，Gale数字化扫描了该典藏的每一页，将这些珍稀文献

带给全世界的学者。这一数字化典藏帮助研究者：

Daily Post (London, England), Thursday, June 4,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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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the Athenian Society (London, England), Tuesday, March 17, 1691



珍贵的历史视角

这一典藏对于英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至关重要，收录许多珍稀的新闻出版资源，

涉及英国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从议会文件到17世纪的幽默杂志。这

一典藏收录英格兰各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出版物以及很多来自英国在美洲和亚

洲殖民地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窗口，用以观察：

• 对报纸发展至关重要的出版物类型，包括但不仅限于单页新闻快讯

（corantos）、新闻簿（newsbooks）、时事通讯（Newsletters）和小册子

（Pamphlets）。

• 主要的英国国内和国际议题，包括美国独立战争、奴隶制及废奴、文学与艺

术、犯罪与法律等

内容亮点

这一典藏帮助研究者追溯我们所熟知的报纸发展轨迹，从不定期发行的议会辩论

抄录稿和公告到咖啡馆新闻簿，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报纸。典藏中的一些亮点内容

包括：

• 对南海泡沫的每日报道，《周刊或星期六邮报》（Weekly Journal or Saturday’s 

Post）报道了18世纪20年代的这起著名金融丑闻。

• 《圣詹姆斯纪事报》（St James’ Chronicle），又名《英国晚报》（British 

Evening Post）报道了乔治·华盛顿当选美国总统的新闻。

• 《英格兰纪事报或环球晚报》（English Chronicle or Universal Evening Post）在

1789年7月18日上的整版文章，不无同情地报道了四天前巴士底狱的陷落。

跨学科的资源

这一档案库包含多种多样的内容，从商业和金融到技术、艺术和文化、管理和个

人财务。这些内容对于以下领域的研究者极具价值：

• 艺术与文化

• 英国研究与英国史

• 商业与商业史

• 当代史

• 经济学与经济史

• 欧洲研究与欧洲史

• 国际关系

• 国际研究与国际史

• 政治与政治史

• 社会研究与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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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urius Civicus Londons Intelligencer 
(London, England), August 11, 1643 - 
August 17, 1643

Oracle and Public Advertiser (London, 
England), Monday, November 2, 1795

Weekly Journal or British Gazetteer 
(London, England), Saturday, May 13, 
1721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伯尼报纸典藏”是Gale原始档案项目中众多档案库的一个。这一项目提供了一个

开创性的研究环境，至今已整合了50多个数字化项目，让研究者能够在近2.5亿页的历史文献中通过一次

检索快速得到所有相关结果。极为丰富的可全文检索的一次文献内容、可靠的元数据以及直观的主题标

引相结合，而创新的流程和分析工具更是将研究体验带入更高层面。

其他工具和特色

• 基本和高级检索选项，以及能够在单个文档中进行二次检索

• 固定不变的URL，可用于课程课件或分享

• 主题标引让内容更容易被发现，并揭示重要数据元素

• 用户账户便于用户保存文档和引文至云存储空间

• 图像浏览器可放大、旋转和反转图像，还可在全屏模式下查看页面

• 可下载OCR实现了在新的层面上访问和分析检索结果

• 无限制下载

• 生成三种不同格式的引文，并可批量导入到文献管理工具中

• “允许变体”选项帮助用户扩大检索结果范围，找到近似匹配的检索结果，配合历史文献中有时会存在的

拼写变化或近似拼写。

• COUNTER兼容的使用量报告

• 提供MARC记录

GALE原始档案项目

发现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更多特色与工具，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术语检索频率（TERM FREQUENCY）
术语检索频率工具帮助研究者追溯中心主题及思想。研究者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检

索词在选定内容集中出现的频率，从而评价个人、事件和思想如何随时间互动与发

展。

话题查找器（TOPIC FINDER）
话题查找器辅助学生全面拓展他们的研究议题。通过识别并组织常常

同时出现的主题，这个工具揭示出检索词之间隐藏的关系，帮助用户

打造他们的研究项目，并整合不同类型的相关内容。

文本和数据挖掘

Gale将提供档案库的相关数据和元数据，以供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并通过Gale数

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支持数字人文这一蓬勃发展的新兴学术研

究领域。



EMPOWER™ RESEARCH 如果“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伯尼报纸典藏”正是您所需的宝贵资源，那么您可能也会

对我们其他的档案库感兴趣，特别是：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尼克斯报纸典藏

通过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合作，Gale数字化扫描了“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尼克斯报纸典藏”的每一页，将

这些珍稀文献易于使用、可全文检索的数字化版本呈

现在全球学者面前。这一档案库填补了“十七世纪和

十八世纪伯尼报纸典藏”的很多空白，为研究者提供

了一个最为综合全面的近代早期新闻出版物资源。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NICHOLS NEWSPAPERS COLLECTION

十九世纪英国期刊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伯尼报纸典藏”将研究者带至

十九世纪伊始，在此“十九世纪英国期刊”中的两个

部分将道路延续下去。联合使用这些档案库，将让研

究者能够跟随报纸和其他类型出版物在这三个世纪间

的发展与演变，特别是在社会、文化和大英帝国研究

领域。

NINETEENTH CENTURY  
UK PERIODICALS

发现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更多特色与工具，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更多有关该典藏的历史、内容和特色，

请访问：gale.com/ghninformation

无论你是在完成本科课程的论文作业，还是在撰写你的学位论

文或下一篇将要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Gale原始档案库都

为你提供了发现信息的全新且独特的方式。

在任何研究领域，最好的作品都源自于找到正确的信息来源并

利用这些信息提升你的作品，令它们独树一帜。研究是取得成

果并让你和你付出的努力脱颖而出的最重要桥梁，而原始文献

则是你研究中的一个宝贵组成部分。利用Gale的原始档案资

源，你可以从文献资料着手，开启你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做

出贡献的步伐。

在Gale，我们的目标就是给予你力量，让你能够发现更新、更

丰富的信息，将你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高度，帮助你在付出努力

后取得应有的成果。我们的渐进式学习资源和原始档案库，配

合先进的工具和流程，将你与实现你的目标所必需的知识连接

在一起。

知识就是力量，

学习就是汲取力量。

EMPOWER™ DISCOVERY 给予学生和研究者发现的力量：

• 发现新关联，并利用它们为你的研究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

• 利用原始文献资料发现相关内容，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 发展创新思想，探索未知途径

EMPOWER™ ACHIEVEMENT 给予图书馆和院校取得成就的力量：

•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研究者需要，都会为他们提供珍贵的原始文献

• 培育卓越研究的文化，营造知识发现的环境

• 帮助学生发展终身技能，超越大学层面，延伸到他们的职业生涯



Various sources. Primary Source Media. 17th and 18th Century Burney Newspapers Collection

了解更多详情，请与我们联系：

GaleChina@cengage.com
关注 Gale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