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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4，Zotero文献管理工具兼容

Gale的各个资源平台都配套了多

种工具，研究者可以轻松使用并

与自己的工作流程相整合。

www.gale.com/intl/research-tools



研究工具

Gale开发了能够帮助用户构建创新性和原创性研究的工具：充分发挥话题查找器（Topic Finder）和

术语检索频率工具（Term Frequency）的优势，它们将为各个层级的研究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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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发现工具

工具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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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e花费数年时间设计、开发和优化能够辅助原始档案产品

内容发现的工具，让它们不再是简单地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文

字进行查找。我们的数字化档案平台能够激发研究者创新性

的原创想法，充分利用平台为他们的研究过程带来的高效率，

体验独一无二的研究环境。

• 研究者使用能够辅助“偶然发现”的工具，做出始料未及的

发现，或找到前所未有的研究方向。

• 谁能受益于这些工具？

我们的工具将帮助各个层级上的研究者：为你的第一篇作业

发现新的研究话题，激发论文灵感，或为你即将出版的专著

策划一个章节。

• 这些工具可应用于多少档案产品？

这些工具每次可用于我们众多档案产品中的一个，或在Gale

原始档案统一检索平台（Gale Primary Sources）上用于任意

数量的档案产品，因此它们可匹配任何一个研究项目，无论

研究的范围与体量有多大。



你可以将你的检索结果转换成互动式的视觉图形，利用话题查找器发现检索词的历史背景，并看到与你的

研究主题相关的其他检索词。

话题查找器（Topic Finder）

• 这一工具用可视化图形展示出你的检索结果，显示出最常出现的关键词。标题、主题和相关性最高的检

索结果中的约100个最常出现的词被输入到一个算法中，分析常常同时出现的词和相关词语。

• 无论你在从事研究还是教学，这一工具都能够帮助你快速生成针对你研究项目中某一主题的一系列优选

文献。在教学中，这些文献可以整合到读书清单中，帮助学生更加熟练地使用一次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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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查找器（Topic Finder）

磁贴视图一开始仅显示最上一层的关

键词（也就是转轮视图中最内圈的部

分）。最大磁贴中的词语与你的检索

结果最密切相关。如果一块磁贴还有

更多的相关词语，点击磁贴就可放大

显示这些关键词。你也可以使用鼠标

的滚轮放大或缩小磁贴视图。

转轮视图按出现频率显示关键词。最常出

现的关键词出现在内圈。适用的情况下，

内圈上的话题与一组外圈上更具体化的关

键词相关联，进一步缩小你的检索结果范

围。当一个环上还有更多的关键词可供查

看时，会出现一个箭头。如果你的检索结

果较少，也可能只呈现出一个环。

如果你选择了可视化图形的一个部分，

右侧窗口将显示出文章的链接，高亮显

示你的检索词。

这让研究者能够快速创建针对自己研究

主题的文献列表，教师也能够将这些链

接整合到阅读清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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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图表工具展示出你的检索词在你所选择的时间范围内出现的频率如何变化，提供了对个人、事件和思想如何随时间互动和发展的观察。

Y 纵轴根据你的选择显示出文档的数量或文档的百分比，X 横轴显示出年代范围。你可以点击图例中的关键词隐藏图表上对应的曲线，再次

点击则可以重新显示。

术语检索频率（Term Frequency）

你可以与图表以各种方式互动：

• 鼠标停留在数据曲线上，出现工具提示框，显示年代、检索词和检索结果的数量/百分比

• 在图表上拖动鼠标，在年代和文档数量/百分比上画出一个矩形，矩形范围内的数据将放大显示

• 点击一个数据点，就可进入特定年代和特定检索词的检索结果。检索结果的展示数量取决于你在初始设定检索参数时选择的内容

类型

• 点击图表工具栏上的“打印图表”，就可按屏幕显示打印图表

• 点击图表工具栏上的下载图表或数据，然后选择一种导出方式：点击“下载图表”下载屏幕显示的图表图片为PNG文件，或点击

“下载数据”下载图表数据为CSV文件

• 要修改图表，改变检索词、年代范围、内容类型或选择频率（Frequency）/人气（Popularity），然后点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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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检索频率（Term Frequency）

例如，在“政治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档案库中的一次检索，我们追溯“civil

rights”（公民权利）一词在该档案库所跨的时间范围内出现的频率。

你也可以追踪比较一系列关键词在该档案库整个时间范围内出现的频率。我们看

到在对关键词的使用上随时间出现一些规律和差异，可能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这一工具也可以在同一次检索中用以分析关键词

的人气（Popularity），与出现频率（Frequency）

一样可以应用于单个检索词或多个检索词。

8



检索选项

当你在使用Gale原始档案产品时，你有哪些检索选项呢？找到适合你研究项目的检索方式，为一些

常见问题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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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帮助你在整个数据库中查找某一个词或多个词是否存在于著作全文中（全文检索）、某些关键字段内（关键词检索）、作者姓名中（作者检索）、标题中

（标题检索）。（部分平台的）默认检索方式是全文检索。输入的检索词或词组不能超过100个字符和12个单词。一些档案库会有更多的检索种类和选项，取决于

原始文献扫描和整理的方式。

在（部分平台的）基本检索内，你可以限定只检索某一年或某一年代范围内出版的作品，包括未知出版年代的作品。默认设置是排除未知出版年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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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Basic Search）

• 全文检索（Full Text）

在作品全文范围内以及关键词检索涵盖的字段内检索某一词或多个词。对于每一条返回的检索结果，包含你的检索词或词组的相关页面列在页面图像浏览窗口
左侧的资源管理器中，每一相关页面的图像上都高亮显示检索词。如果你在寻找特定的一句话或一个不常见的词组，这将是很好的一种检索方式。

• 关键词检索（Keyword）

检索整个数据库，查找某一词或多个词是否存在于关键字段中，包括作者元数据字段——包括作者姓名/创作机构名称以及作者或机构的其他名称和别名，作品
标题元数据字段——包括主标题、标题别称、总标题和统一标题，以及章节标题

• 作者检索（Author）

仅在作者元数据字段内检索是否包含某一词或多个词，包括作者姓名/创作机构名称以及作者或机构的其他名称或别名。

• 作品标题检索（Title）

仅在标题元数据字段内检索是否包含某一词或多个词，包括作品主标题、标题别称、总标题、统一标题和系列出版物标题。

• 主题检索（Subject）

检索某一词或多个词是否出现在作品指定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分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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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Advance Search）

尽管一些GALE原始档案产品可能有独特的高级检索选项，但大部分的选项是在各个档案库间通用的，包括以下所列。你使用的档案库可能仅有这些检索选项中的部

分，但大部分的档案库包含所有这些选项。

从所有页面上方的导航栏中都可以进入高级检索功能，你可以使用多个条件进行检索，帮助你得到非常具体的检索结果。你可以在文献的全文或重要字段内检索一

个词或多个词，同时限定检索字段的范围。以下是对你可以进行的几种检索方式以及你可以使用的限定条件的描述。

你可以输入多个检索字符串，每一个都使用不同或相同的检索字段，利用布尔运算符AND、OR或NOT进行关联。输入检索词后，在检索框右侧的检索字段下拉菜

单中选择你想要检索的字段。输入的检索词/词组不能超过100个字符或12个单词。

• 人物主题（Person as Subject）：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人名主题字段内检索某个词或某些词。

• 地理主题（Geographic Subject）：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主题字段内检索某个词或某些词。

• 前页（Front Matter）：仅在数据库中作品的前页内容中检索某个词或某些词，前页包括目录、序、前言和其他基本资料。

• 主体（Main Text）：仅在数据库中作品的主体部分检索某个词或某些词。

• 索引（Indexes）：仅在数据库中作品的纸本索引中检索某个词或某些词。

• 出版商（Publisher）：仅在数据库中作品的出版商字段检索某个词或某些词。

• 出版地点（Place of Publication）：仅在数据库中作品的出版地点字段检索某个词或某些词。

• 来源图书馆（Source Library）：仅在数据库中作品的来源图书馆字段检索某个词或某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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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限定条件（Advance Search Limiters）

GALE原始档案提供多种限定条件选项，帮助优化检索结果。与高级检索选项一样，有哪些限定条件选项取决于你正在使用的档案库，但通常都存在的选项包括：

• 出版时间（Publication Date）：根据作品出版的时间限定你的检索结果。用户可以使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时间段，也可以选择将未知出版时间的作品包括在内。

• 连续出版物名称（Serials Title）：限定在某个或某些连续出版物中检索。

• 仅在连续出版物中（Serials Only）：仅在连续出版物中检索。

• 语言（Language）：限定仅检索某种语言的作品。

• 页数（Number of pages）：限定检索特定页数或页数范围的作品。

• 插图作品（Illustrated Works）：限定仅检索包含某种或某些类型插图的作品。

• Gale文档编号（Gale Document Number）：根据数据库中文献指定的Gale文档编号检索某一作品或某一页文献，文档编号出现在每篇文档浏览页面的下方。

• MARC记录编号（MARC Record Number）：限定根据MARC书目编号检索一部作品。



关键词检索覆盖哪些内容？全文检索涵盖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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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检索着眼于整篇文献的全部文本——文本已

经应用了光写字符识别技术（OCR），文献的每

一页以及关键词检索（作者、出版物、章节标题

等）覆盖的“校正”字段，校正过程是为了保证

这些重要字段尽可能准确。

尽管许多档案库都有与其内容相对应的独特功能，

但各个Gale原始档案库普遍有一些共同的检索字

段。

关键词检索将检索限定在以下字段：

• 作者（包括第二作者字段）

• 标题（标题的所有变化形式——短标题、完整标

题、其他标题等）

作者和标题字段来自于MARC记录，经过手工校正，

以保证检索结果尽可能准确。

Gale原始档案检索常见问题：



我可以在检索中使用通配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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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Gale原始档案平台上可以使用通配符，包括以下：

• *（代表任意数目的字符）放置在词根后。检索结果将包括所有相同词根的词。例如，检索词acqui*返回

的检索结果包含acquit、acquitted、acquire、acquires、acquired、acquiring和acquisition。

• ?用于替代单词中的一个字符，找到这个单词的各种形式。例如检索词wom?n返回的检索结果中包含

woman和women，而psych????y匹配的单词是psychology或psychiatry，但不会是psychotherapy.

• !代表一个或没有字符。例如，analo!!匹配analog、analogs和analogue，但不匹配analogous。

一个词不能既使用通配符又应用模糊检索选项（部分平台提供该选项）。如果同时使用二者，通配符优先。

Gale原始档案检索常见问题：



为什么检索结果可能显示错误的词语？地图或其他插图上的文本可以检索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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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情况下不可以，但如果文本足够大，光

学字符识别（OCR）处理过程可能会识别到。页

面上的所有文本都会经过OCR过程处理，成为可

检索的文本。如果词语在图片——例如地图中，

且能够被OCR引擎识别，那么它就是可以检索到

的。随着技术的改进，识别结果也在进步，因此

较新档案库可能对这类文献有更好的处理结果。

许多时候这是因为光学字符识别过程的错误，一个

单词被当做了另一个单词。例如，如果原始图像的

质量很差，已经破损或油墨褪色，像“king”这个

词就可能被误读为“kind”。模糊检索也会增大检

索过程中可接收词语的范围。为了尽量减少这样的

问题，你可以将模糊检索水平设置为低（部分平台

提供该功能） 。

Gale原始档案检索常见问题：



我确信数据库中有我需要的内容，但我却

无法找到它，为什么？

为什么有时检索结果中没有高亮显示出

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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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几种情况。首先检查你是否执行的是“关

键词检索”，这种类型的检索包含文章及纸本内

容的元数据。其次，确认已经检查了文章中的所

有页面。

尝试你正在检索的检索词的不同拼写形式。例如，

对于人物，我们今天通常所知的姓名在过去可能并

非如此，因此尝试姓名的不同拼写方式。同样，考

虑随时间变化的历史名称，特别是对于国家，检索

两种名称，用OR运算符连接，可能有助于改进检

索结果。例如，检索Ceylon OR SriLanka，得到

包含一种或两种名称的检索结果

Gale原始档案检索常见问题：



检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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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Gale原始档案有很多技巧，因此我们在此汇总了一些技巧和窍门，让你的研究过程更为高效、

更为准确。



这些建议将帮助你在使用全文检索时改进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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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检索小窍门

1. 使用至少两个或三个检索词。通过使用更多的检索词缩小你的检索范围，你将能够找到能更好匹配你需求的文献（注意：默认情况下，检索引擎将
仅返回包含你所有检索词的检索结果。参见下文的检索运算符，了解如何使用AND、OR、NOT和邻近运算符。）

2. 更为具体。当寻找关于古罗马的文献时，在检索框中同时输入这两个词（ancient Rome）。如果你仅输入罗马，除了古罗马，你的检索结果还将给
出探讨现代罗马或纽约州罗马的文章。

3. 利用W运算符找到完全匹配的词组。你可以要求检索词按你输入的顺序组成词组进行检索，缩小检索范围。例如，在寻找探讨欧洲旅行的作品时，
将检索词以这种方式组成词组：European W1 travel（它的字面含义是找到与travel相距一个词的European）。假设所用检索词组不太常见的话，
这会将检索结果从数百条缩减到几十条。

4. 在检索框中混合词组和单个检索词，例如，输入“ancient Rome” AND Caesar。

5. 使用OR运算符拓宽你的检索范围。例如“Great Britain” OR England。除非你设定了其他检索条件，否则搜索引擎将仅寻找包含全部检索词的作品。
通过在检索词或词组之间使用OR运算符，你会找到可能仅包含一个检索词的作品。利用OR运算符将会增加检索结果的数量。如果检索没有找到足
够多的作品，你可以尝试使用OR运算符。

6. 使用复数或其他词尾。例如，当寻找对谋杀的讨论时，利用OR运算符连接这个词的各种形式，例如murder OR murderer OR murderous。根据想
要使用的检索词，也可以使用通配符找到一个单词的多种形式，例如murder*。

7. 尝试使用你原本检索词的同义词。例如输入"nervous breakdown" OR "mental breakdown" OR "nervous disorder" OR "mental instability" （精神衰
弱）。

8. 检查你的拼写。如果你输入litereture而不是literature（文学），你的检索将不会发现任何匹配的结果，除非你设置了较高的模糊检索水平。



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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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检索引擎不区分大小写。也就是说，使用大写字母不会影响检索的结果。例如以下全文检索被认为是相同的：

caesar and antony or "ancient Rome"

caesar AND antony OR "ancient Rome"

Caesar and Antony or "ancient Rome"

cAEsar and antony or "ancient ROME"

标点符号
连字符。用在两个词之间的连字符（-）被认为是词语的一部分。当检索通常包含连字符的词或词组时，建议使用双引号：

"seventeen-thirties"

"self-doubt"

和符号。检索引擎不能识别和符号（&）。使用W（within）邻近运算符。（参见下文检索运算符，了解更多有关邻近运算符的用法。）

Tulips W2 Chimneys（意思是tulips与chimneys的距离在两个词以内，而不是用Tulips & Chimney）

Socialism Radicalism W2 Nostalgia（而不是 Socialism, Radicalism & Nostalgia）



变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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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Gale原始档案平台支持检索和显示变音符号字母，包括语音标记，例如á、ô、ü等；以及特殊字符，例如Æ 和ø，这些字符通常出现在外语词
组和姓名中。

检索包含变音符号的词语，例如“Abbé”时，返回的检索结果会同时匹配“Abbé”和“Abbe”。同样，检索“Abbe”会返回匹配“Abbe”和
“Abbé”的结果。

通过复制和粘贴包含变音符号的检索词到检索框中，变音符号就可以包括在检索词或词组中了，或使用标准键盘上的特殊组合键输入变音符
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网站提供了一篇有用的文章，介绍了如何利用标准键盘键入变音符号和其他特殊字符。

字符截取（通配符）
*（星号）、?（问号）和!（感叹号）用于检索有相似规律的词语或数字。

星号（ * ）、问号（ ? ）和感叹号（ ! ）替代字母和数字符号。

*（代表任何数目的字符）放置在词根后。检索结果将返回所有相同词根的单词。例如，faith*返回的作品中包含单词faith、faithful或faiths。

?仅用于替代单词中的一个字符，返回这个词不同变化形式的检索结果。例如，wom?n返回的作品中包含woman或women，而psych????y匹
配psychology或psychiatry，但不匹配psychotherapy。

!代表一个字符或没有字符。例如analo!!匹配analog、analogs和analogue，但不匹配analogous。

https://sites.psu.edu/symbolcodes/windows/code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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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布尔检索运算符
AND、OR、NOT和邻近运算符可以用于优化你的检索。无论输入的运算符是大写还是小写，都不影响检索结果。但请注意，如果运算符出现
在你要检索的出版物名称中，例如The Road Not Taken，它会被解读为一个检索运算符，这可能会导致出现不相关的检索结果。如果你在检
索包含运算符的出版物题名，将题名放在双引号中。

AND。使用AND检索运算符找到同时包含两个检索词的文献。这个运算符没有规定两个检索词同时出现的条件，但这两个词都必须出现
在你所检索的字段中。例如，全文检索apples AND bananas，将找到同时提及apples（苹果）和bananas（香蕉）的文献。

OR。使用OR检索运算符找到包含其中一个检索词或同时包含两个检索词的文献。这一运算符没有规定两个检索词同时出现的条件，但
其中一个词或这两个词必须出现在你所检索的字段中。例如，全文检索apples OR bananas，将找到提及apples的文献、提及bananas

的文献以及同时提及这两种水果的文献。

NOT。使用NOT检索运算符找到不包含某个检索词的文献。例如全文检索apples NOT bananas，将找到提及apples但未提及bananas

的文章。

括号。以上所述的运算符都基于简单检索词（单词或词组），更为复杂的检索需要使用括号限定。括号便于你构建非常强大的检索式，例如：

"ancient Rome" AND ((caesar or antony AND cleopatra) OR tiberius)

("enlighten*" OR("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ND (1751 OR eighteenth century)

布尔运算符按出现的顺序进行运算。因此，以下检索式是同等的：

apples AND bananas OR oranges

(apples AND bananas) OR oranges



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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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时间范围用于在日期字段（例如出版年）内检索多个年份。

1801-1900（检索十九世纪的任意一年）

1920-1929（检索20世纪20年代的任意一年）

1836-1842（检索1836年到1842年之间的任意一年）

邻近运算符
邻近运算符W（within）和N（next to）可以用于优化你的检索结果：

• W运算符将找到包含特定检索词的文献，且检索词按指定的顺序在你所指定的距离内出现。例如old w4 sea找到的文献中old一词与sea一
词的距离在4个单词之内，且old必须出现在sea之前。

• N运算符将找到包含特定检索词的文献，且检索词之间在你指定的距离之内，但检索词的顺序不限。例如apples N4 bananas找到的文献
包含apples和bananas两个词，出现的距离在4个词以内，无论顺序如何（也就是说bananas可以出现在apples之前，也可以在apples之
后）。



字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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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任何检索字段的长度并不仅限于你在屏幕窗口中看到的长度。随着检索词的键入，文本将会持续向左滚动，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正在键入的检
索表达式。

停止词
因为检索引擎并不识别停止词，检索词必须放在双引号中，或者你可以从出版物题名或词组中去掉停止词。

例如，当检索包含单词“to”的出版物名称时：

将词组放置在双引号中。检索引擎将会寻找完全匹配的词组（例如："Farewell to Arms"）。

在检索时省略单词“to”（例如：可将A Farewell to Arms可以键入为Farewell Arms）。

停止词包括以下：a、an、and、but、etc、for、from、if、in、into、is、it、its、of、on、or、that、the、to、with。



Zotero文献管理工具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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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Gale产品目前与Zotero兼容，包括Gale数据库、电子书、部分原始档案产品和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



ZOTERO是免费的开源工具，帮助用户收集、整理、引用和分享研究项目。它让用户能够从Gale产品

中直接将引文元数据导入到ZOTERO管理器中。然后在管理器中将文献资料分组，添加标签或与他人

分享。

25

Zotero是什么？

• Zotero在学术界被广泛应用。它是免费下载的，使用方法简单。更多信息，请访问Zotero网站：https://www.zotero.org/

• Zotero兼容的Gale产品有：

➢ Gale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 Gale商业中心：创业

➢ Gale Digital Scholar Lab / 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

➢ Gale eBooks / Gale电子书

➢ Gale Health and Wellness / Gale健康信息数据库

➢ Gale In Context / Gale资源中心

➢ Gale Literature / Gale文学资源

➢ Gale OneFile / Gale期刊大全数据库

➢ Gale Primary Sources / Gale原始档案



用户可以以两种方式从GALE产品中导出引文元数据并导入到ZOTERO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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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tero如何工作？

• Zotero Connector

这是一个浏览器插件，Chrome、Safari和Firefox均可使用。它会在你浏览Gale产品时自动感知内容，仅

需点击一下就可保存项目至Zotero。注意，当用户同时下载并打开Zotero桌面应用程序时，这一工具最为

方便。

• 导入RIS文件

用户也可以通过“引文”功能向Zotero导入RIS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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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tero如何工作？—— Zotero Connector

只需点击你浏览器中的Connector图标。根据你正在保存的内容类型，图标可能会发生改变。

Zotero 

Connector 

浏览器插件

书籍

Zotero 

Connector 

浏览器插件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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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tero如何工作？—— Zotero Connector

只需点击你浏览器中的Connector图标。根据你正在保存的内容类型，图标可能会发生改变。

Zotero 

Connector 

浏览器插件

报纸/期刊

Zotero 

Connector 

浏览器插件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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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tero如何工作？—— Zotero Connector

只需点击你浏览器中的Connector图标。根据你正在保存的内容类型，图标可能会发生改变。

Zotero 

Connector 

浏览器插件

图片

Zotero 

Connector 

浏览器插件

一次添加页面
上的多篇文献



Zotero如何工作？—— Zotero Connector

文章级别的引文元数据将会自动保存在Zotero应用程序中。该元数据包含固定的URL链接，用户可以轻松返回到产品中
的文档页面：

复制URL链接至
浏览器即可访问

该篇文献



Zotero如何工作？——导入RIS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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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帮助，请与我们联系：

GaleChina@ceng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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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Gale官方微信号，
了解更多Gale产品信
息及使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