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国家肖像画廊，伦敦。顺时针从左向右：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第一任奥福德伯爵，J-B. van Loo画室，1740年，（NPG 70）
国王乔治三世，Allan Ramsay画室，1761-1762年，（NPG 223）
国王乔治一世，Sir Godfrey Kneller, Bt.画室，1716年（NPG 544）

EMPOWER RESEARCH
TM

Gale Primary Sources
Start at the source.

State Papers Online:  
Eighteenth Century, 1714-1782
英国政府档案在线：十八世纪，1714-1782年



档案库介绍

“英国政府档案在线：十八世纪，1714-1782年”由四个部分组成，将Gale广受好评的“英国政府档案在线”项目扩展到了十八世

纪。这一可全文检索的电子文献档案资源让研究过程更为顺畅，为用户提供对启蒙时期英国政府档案记录的直观和便捷访问。“政府

档案”系列中的大部分文献资料目前仍未得以整理，而“英国政府档案在线：十八世纪，1714-1782年”则是该系列中迄今为止体量

最大的一部分。“政府档案”系列终结于1782年，随后被“内政部和外交部”系列取代。

该档案库涵盖汉诺威王朝乔治一世（1741-1727年）、乔治二世（1727-1760年）及部分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直至1782年）的政府文

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审视这些“外国”君主及其政府如何应对诸多国内、国外对汉诺威统治的威胁。研究人员可以深入探究当英

国发展成主要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能够主宰世界的时候，汉诺威王朝对英国王位的控制以及君主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也日渐变得脆弱。

因此，“英国政府档案在线：十八世纪，1714年-1782年”对于了解这一动荡时期内英国和世界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历史至关重要，

也是任何研究十八世纪的学者或学生不可或缺的原始档案资料库。

研究人员可以在线检索和浏览数十万份有关十八世纪英国政府公共外交和日常工作台前幕后的彩色扫描手稿。

涉及的重要主题有：

政治自由与贸易                                   

英国的主要殖民主义国家地位                       

议会君主制                                       

欧洲的启蒙运动

新闻和政治团体的发展

国外旅行和经济移民

宗教与政治

国际外交与冲突                                     

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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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e很荣幸地与英国国家档案馆合作，将其备受好评的“英国

政府档案在线”项目扩展到十八世纪。这一卓越的档案库为研

究人员和学生提供了对乔治一世、乔治二世以及乔治三世时期

国务大臣文件的在线访问，是观察十八世纪英国和欧洲复杂政

治局势的独特视角。

顾问：

学术顾问：Jeremy Black教授，埃克塞特大学

国家档案馆顾问：Katy Mair博士

www.gale.com/primary-sources/state-papers-online-eighteenth-century

“十八世纪‘英国政府外交档案’包含了英国外交政策实施的

正式和官方记录，是寻求理解这一外交政策的研究人员和学生

必不可少的起点。”

新西兰坎特布里大学Geoffrey W Rice 博士在其有关罗克福德伯

爵的文章中写道。

“‘英国政府档案：葡萄牙’生动地描述了十八世纪英国是如

何在南欧部署其力量。英国外交官的报告内容广泛，他们在报

告中经常饶有兴趣地详述商界的内部事务以及葡萄牙宫廷的政

治传闻，以及英国海军将里斯本作为行动基地面临的问题和特

工们关于欧洲南部詹姆斯党活动的报告——“假新闻”和谣言

在十八世纪如同在二十一世纪一样活跃。”

Malyn Newitt 教授在其关于十八世纪葡萄牙的文章中写道。

对学者的价值

“英国政府档案在线：十八世纪，1714-1782年”的数字化是在

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教授 Jeremy Black 的指导下完成的，他将

自已的历史研究经验和专业知识带到该项目中，精心挑选了评

论文章的主题及其学术作者。

这些评论文章提供了对档案中涉及主要事件的解释性概述，或

对重要人物的案例研究，以辅助学生和那些不太熟悉这些资料

但却需要经常提出新分析观点的人们。

国王乔治二世，Charles Jervas画室，约1727年（NPG 368）
©国家肖像画廊， 伦敦

与英国国家档案馆联手合作



Part I: State Papers Domestic, 
Military, Naval and the Registers 
of the Privy Council

手稿来源：英国国家档案馆：SP 35、36、37、38、41、 

42、43、44、45、46、47、48、54、55、56、57、63、 

67及PC 2、4、5、6、13

数量：1338卷手稿，约340,000页

 Part II: State Papers Foreign: 
Low Countries and Germany

手稿来源：英国国家档案馆：SP 76、78、79、85、86、 

89、92、93、94、98、99、102、108、109、110

数量：1053卷手稿，约29,000页

“第一部分：英国政府国内、军事和海军文件及枢密院记录”可用

于研究在不断遭受詹姆斯党阴谋和叛乱打击的年代，英国的国内政

治和社会。“政府档案”中的大部分内容与犯罪和为防止骚动和叛

变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有关。除了对汉诺威统治的诸多内部和外部威

胁，用户还能检索和浏览大量的报告、请愿书和信件，涉及英格兰

的综合行政管理和宪法、法律和法令、贸易和运输，以及西至北美、东及印度次大陆的海外帝国的建立。

该资料库对揭示政府的日常工作非常宝贵，很多资料在十八世纪的主要史料中并没有受到关注——例如，枢密

院业务的管理，特别是人事任命、内阁会议记录以及消费税和收入等。因此，该资料库蕴藏着取得历史新发现

的巨大潜力。

“第二部分：英国政府外交文件：低地国家和德国”呈现

了乔治一世到乔治三世统治时期政府外交档案的第一段，围

绕汉诺威王朝统治者与佛兰德斯、荷兰、德国以及神圣罗马帝

国的主要欧洲强国之间的关系。该资料库收录了来自海牙、维也

纳、布鲁塞尔和汉堡等主要活动中心的文件和报告，以及来自瑞士

和较小王室宫廷的信件。另有一些文件涉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

内部权力斗争以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中的大规模冲

突。其中也包括了“军事远征”系列文件和“英国公使馆档案”。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向国王请愿的织工会议 ，1773年4月13 - 27日

SP37 / 10 f. 53a

1741年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谈判期间标注过的西

里西亚地图，由Philippe de Sizendorf 代奥地利的玛

丽娅·特蕾莎寄送给Robinson。

SP80 / 233 f. 252



Part III: Western Europe 

手稿来源：英国国家档案馆：SP 77、80、81、82、84、 

87、96、01、105

数量：1210卷手稿，约26,500页

Part IV: Scandinavia, Eastern Europe  
and Turkey

手稿来源：英国国家档案馆：SP 71、75、88、90、91、95、  

97、100、103、104、106、107

数量：927卷手稿，约27,000页

“第三部分：西欧”中的文件涉及法国、敦刻尔克、葡萄

牙、西班牙、马耳他、意大利城邦和罗马、热那亚、托斯卡

纳、威尼斯、萨沃伊和撒丁岛、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以及阿

勒颇的黎凡特公司和阿勒颇领事馆的补充记录。“皇家信件与协

定”系列文件也包括在内。

来自欧洲战争和盟国——例如反对西班牙的四国同盟（1718-1720

年）和七年战争（1754年-1763年）——的报告和信件，与其他引

发广泛国际反响的事件一同收录在这部分的档案中。1718年法国塞

勒米尔阴谋的揭露、1768-1769年的科西嘉危机以及对詹姆斯党王

位觊觎者的详细报告也都收录其中。

“第四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东欧和土耳其”实现了地理上

的全覆盖，将北方的两大对手俄罗斯和瑞典纳入视野，并收

录了与普鲁士相关的档案文件。普鲁士对欧洲政治有着巨大

的影响，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

1721年俄国在北方大战中获得胜利，终结了瑞典帝国在该地区的

霸权，巩固了沙皇俄国新兴大国的地位。18世纪见证了俄罗斯帝国

的成长，特别是在凯瑟琳大帝的统治之下，以及它与日益强大的英国

结成的谨慎贸易同盟。

该部分还收录了英国与丹麦、与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的通信往来。与

奥斯曼帝国的关系让英国外交官打破了欧洲新教-天主教二分的标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安妮女王逝世后乔治一世即位时路易十四写给他的

信件，1714年9月3日，法国。

SP102/7 f. 50a.

占领吕根岛的计划，Lavergne致信Tilson。 
德累斯顿，1715年11月30日。

SP 88/23 f. 39



平台功能和工具：

如何使用“英国政府档案在线”

Gale专门开发的平台将原始历史手稿链接到可全文检索的分类条目上，简化了对这些关键史料进

行研究和解读的步骤。用户可以借助限定条件进行基本检索或高级检索、查看插图和地图、放大

或旋转图像，还可并排查看两幅手稿或两个分类条目以进行对比。“英国政府档案在线：十八世

纪，1714-1782年”可与原有的“英国政府档案在线”系列进行交叉检索，利用完全相同的检索技

术让研究过程更为流畅。

在“英国政府档案在线”平台上，用户可以：

• 利用各种检索限定条件，如日期、统治时期、语言或文件分类等进行检索

• 逐页浏览手稿卷或分类卷

• 探讨知名历史学家就重要主题根据档案涵盖内容撰写的系列评论文章。每篇文章包含参考档案

文件的超链接，并启发式地打开深入该档案文件的思路。

• 并排查看分类条目和手稿文件

• 并排对比两份手稿文件或两个分类条目

• 根据你的要求添加了档案文件的集成记事簿可用于转存记录或做笔记

• 使用在线研究工具，包括缩略词列表、术语表、大事记、年代表、度量衡，以及政府主要部门

的当权者等

• 结合本产品中的文献资料使用古文字学和拉丁语在线课程链接

交叉检索功能

在15到18世纪的政府国内档案、政

府外交档案、苏格兰政府档案、爱

尔兰政府档案和枢密院记录中交叉

检索。

多种浏览方式

在分类条目中交叉检索，然后链接到

手稿，或逐页浏览每一份手稿。

比较分析

并排查看两幅手稿，比较草稿内

容或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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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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力量，

学习就是汲取力量。学习就是汲取力量。

EMPOWER™ DISCOVERY  给予学生和研究者发现的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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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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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ale.com/primary-sources/state-papers-online-eighteenth-century



罗伯特·默里·基思爵士肖像，J. Jacobè在A. Graff, mezzotint作品基础上最

终完成，1783年（NPG D 16181）© 国家肖像画廊，伦敦

相关档案库 
“英国政府档案在线：十八世纪”可与“英国政府档案在线，1509-
1714年”以及“英国政府档案在线：来自温莎堡皇家档案的斯图亚特王

室文件和坎伯兰公爵文件”进行交叉检索。

研究人员也可以在“十八世纪作品在线”（ECCO）、“十七世纪和十

八世纪尼克斯报纸典藏实上”事以及“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伯尼报纸典

藏”中找到相关文献资料。

“英国政府档案在线：来自温莎堡皇家档案的斯图亚特王室文件和坎伯

兰公爵文件”为读者呈现独一无二的王室文献资料，记录了詹姆斯党

的活动、他们在英国和欧洲的支持者，以及与汉诺威王朝统治者的对立

等。

“英国政府档案在线，1509-1714年”分四个部分发布，为研究人员理

解从亨利八世到安妮女王统治终结这两百年间的英国和欧洲历史提供了

一个开创性的在线资源。“英国政府文件在线，1509-1714年”是同类

数字化手稿档案中规模最大的，汇集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英国政府

档案，并将这些珍稀的历史手稿与其可全文检索的分类条目相链接。 

 
 
“十八世纪作品在线”（ECCO）囊括了1701年至1800年期间在英国印

刷出版的所有重要的英文和外文书目。ECCO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收录

超过3200万页的文献资料。尽管ECCO中的许多作品是英文的，但研究

人员仍然能够找到大量荷兰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西班

牙文和威尔士文的作品。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伯尼报纸典藏”是以及“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尼

克斯报纸典藏”彼此互为补充，是无与伦比的数字化参考资源。这两个

档案库是对这两百年间的英国新闻媒体最大的独立典藏，收录了来自英

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数个英国殖民地的报纸。

了解更多详情，请与我们联系：GaleChina@cengage.com， 

或访问 gale.com/primary-sources/state-papers-online-eighteenth-century

关注 Gale 官方微信

http://gale.cengage.co.uk
http://gale.cengage.co.uk/bl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