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利用Gale Scholar及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开展研究——简述



预设研究主题：

“18世纪以来的中国生活（Chinese Life）



研究平台：

检索文本并获取图像 收集数据并分析数据集



研究平台：

Gale Primary Sources
Gale原始档案

Gale Digital Scholar Lab
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



Gale Primary Sources：

➢ 利用主页上的基本检索功能检索“Chinese Life”

小提示：用引号将Chinese Life作为一个词组检索，检索结果中将不会出现

Chinese和Life分别出现在文档不同位置的情况。



Gale Primary Sources：

➢ 检索结果按内容类型显示，呈现了1772年-2012

年之间关于“中国生活”的所有文献资料

➢ 从内容类型、来源数据库和主题可以大致看出，

18世纪以后，西方媒体对“中国生活”有大量

的报道，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

国门被强行打开之后，西方对中国愈加好奇和

关注。同时，传教士也将大量对中国的观察传

回西方。

➢ 由此，研究者可以找到所需的相关资料，例如：



Gale Primary Sources：

《环球中国学生英文义报》
The World‘s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 Vol. 8, [World‘s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 1906-1917.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8Y7cj5.

中华民国
的建立

中国的革命
及其影响

《国际大家庭中的中国》
Hodgkin, Henry Theodore. China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G. Allen & Unwin Limited, [1923].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Foreig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1600-1926, 
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8Y6pv2. 

中国的工业化

中国一家纺织
厂的劳动力数
量、薪酬、劳
动时间等

中国内陆传教地图
"FO 925/2608: A Map of China Prepar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Showing Mission 
Stations and Free Ports. With Index. 110 Miles to One Inch. With China Inland Mission, 1 
Mar. 1892. 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Selected Maps Representing the 
Long 19th Century, Primary Source Media, 1891.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8Y7dq3. 

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8Y7cj5
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8Y6pv2
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8Y7dq3


Gale Primary Sources：

➢ 词群工具：揭示检索关键词与常见主题的关联，

帮助发现新的研究议题或拓展现有议题。

➢ 词频工具：检索关键词随时间在文献中出现的

频率，探讨概念、事件等随时间的变化和演变。

词群工具 Term Cluster

词频工具 Term Frequency



Gale Primary Sources：

词群工具 Term Cluster
与“Chinese Life”相
关的主题

点击转轮即可显示相应主
题的文章，快速访问

两种显示方式：
“转轮”式和“磁贴”式

点击磁贴即可显示相应主
题的文章，快速访问



Gale Primary Sources：

词频工具 Term Frequency

1866年
324篇文章

➢ 1866年的中国热：

➢ 一位姓张（Chang）的福建巨人携妻子等人在伦敦举
办了一系列的茶会和展览，展示中国音乐、乐器等

➢ 中国使团参观白金汉宫，他们的服饰和官阶让英国
人既困惑又着迷

➢ 1900年：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图谋废光
绪帝

1900年
312篇文章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数字人文研究流程：

➢ 构建语料库

➢ 分析数据集，可
视化分析结果

➢ 管理研究项目，
分享/发表研究
结果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使用微软账户登
录

➢ 登录后方可：

➢ 创建和保存
内容集

➢ 分析内容集

➢ 管理/分享研

究项目及结
果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利用主页基本检

索功能检索

“Chinese Life”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除与Gale Primary Sources

平台相似的检索结果筛选

选项外，Gale数字学术实

验室的检索结果页面还显

示出更为详细的元数据信

息，并揭示出每篇文档的

OCR置信度，便于研究者

自行决定是否采纳数据

详细元数据信息
OCR 置信度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文档浏览页面并排显示原

始扫描图像和OCR文本。

检索文档在图像中高亮显

示，OCR数据可与原文进

行对比，以确定其实际质

量是否可用于研究。

详细元数据信息
OCR 置信度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在检索结果列表页面开始

创建新的内容集

“Chinese Life”

创建新的内容集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逐个选中要添加的文档，

或选中页面上的全部文档，

添加到该内容集中

➢ 在本演示案例中所有

3,757篇文档均被添加到

“Chinese Life”内容集中

➢ 研究者可根据自己的研究

需求利用筛选条件优化检

索结果后添加/删除文档

添加文档到内容集

内容集

勾选后，选中页面上
全部100篇文档

已添加标记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利用页面上方的导
航栏进行以下步骤：

➢ 检索：高级检索
页面

➢ Clean：设置数
据清理选项

➢ 分析：分析数据

➢ My Content Sets：
管理内容集

进入“My content Sets”
查看已经创建的内容集

最新创建的“Chinese Life”
内容集及内容集概况

内容集详情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利用页面上方导航栏进入

OCR清理设置页面并保存。

➢ 研究者可根据自己的研究

项目对数据的要求，设定

清理选项，也可以使用默

认清理选项。

➢ 本案例演示中仅修改了

“删除所有扩展ASCII字符”

进入OCR清理设置页面

修改选项

保存修改设置

保存的清
理设置

默认清理设置

常出现的虚词，
如果不排除在外，
往往会影响分析
结果，默认在分
析中会忽略这些
词语；但也可根
据研究的需求取
消忽略。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测试修改后的设置：选择

内容集后，程序会清理内

容集中的10个文档，完成

后刷新页面即可下载查看

➢ 本演示案例中，数据并未

经过细致和系统的清理，

因此得到的所有结果并不

严谨和完善

测试修改后的设置

选择内容集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下载的压缩文件包含清理前

后的OCR文本，可对比查看

➢ 如不能满足研究者的要求，

可继续修改清理选项并保存

下载清理样本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利用上方导航栏进入分析页

面

➢ 选择待分析的内容集

“Chinese Life”

➢ 添加分析工具

➢ 本案例演示添加了平台提供

的所有工具

进入分析页面

选择内容集“Chinese Life”

添加分析工具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选中需分析的项目，或全部

选中，运行分析

➢ 页面将显示运行状态，或刷

新页面查看当前状态

➢ 在这种操作方式下，所有分

析工具均按默认设置运行

选择要运行的工具

运行分析分析状态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运算完成后，点击每个工
具，即可浏览可视化分析
结果

➢ 可查看和修改工具配置，
修改后需再次运行才能获
得新的结果，系统将会记
录每次运算的历史结果

查看配置

可自定义配置 修改配置后
需再次运行

运算完成

查看可视化结果

运行历史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按照工具配置（默认配置为

“2”）将内容集中的文档根

据一定算法分为相应数量的组

（本演示案例中所有文档被分

为了2组）

聚类 Clustering

绿色组大部分为
与中国生活相关
的广告内容

下载Excel格式的
数据，用于其他分
析和可视化工具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修改分组数量为“5”后的可
视化结果

➢ 研究者可以按研究需要将数据
分组，或根据分组情况找到这
些文档间的关联

聚类 Clustering

查看工具说明和
算法描述，并链
接到开发者页面

下载引文

下载可视化图形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识别和提取内容集中的
命名实体，并输出实体
列表。实体类型包括人

物、团体、组织、地点、
产品、作品、日期等等

命名实体识别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默认设置，或应用之前
保存的文本清理配置

命名实体分类

下载Excel格
式的数据

文章内部的
实体标注

分级菜单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简单言之，Ngram就是相邻单

词的数量，一个单词就是
Mono-gram，两个单词就是Bi-
gram，且Ngram的计算是逐个
单词前进。

➢ 该工具用于统计内容集中单词、
词组、短语出现的频率

Ngram

文本清理设置

返回Ngram数量
统计Ngram长度，默认为从1个单
词到4个单词，最大为6个单词

统计过程中单词和词组最少出现的次数

词云，单词的大小表明其在
内容集中出现的次数多少

下载可视化图形

下载Excel格
式的数据

单词或词组出现频率条状图

注：因系统bug，在所有统计结果中没有排除Stop Words，
将在近期的平台更新中纠正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对内容集中每篇文档中
的词语的词性进行标注，
例如名词、动词、形容
词、介词等

➢ 常常用于分析不同作者
的写作风格，该工具已
被成功用于识别未标注
或讹传作者名的作品

词性标识 Parts of Speech Tagger

默认设置，或应用之前
保存的文本清理配置

词性：连词、代名词、
名词、符号、数字、形
容词、动词等

该词性单词的数量

文章作者，点击可从
图形中取消

下载Excel格
式的数据

下载可视化图形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对词语表达的情感和态度评
分，计算出每篇文档整体表
现出的作者的感受和观点

➢ 从本案例演示中可以看出除
了少数年份（例如1840年第

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外，西
方对中国生活总体持正面肯
定的态度

情感分析 Sentiment Analysis

默认设置，或应用之前
保存的文本清理配置

绿色为正面积极的
情感和态度

下载Excel格
式的数据

下载可视化图形

红色为负面不满的
情感和态度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通过迭代计算，分析意思相同
的不同词语或意义不同的相同
词语，记录词语出现的次数及
重要性，为无结构的内容集或
语料库建立若干主题

➢ 因每次运算时采样范围不同，
每次的运算结果均不相同，要
找回以前的数据，可利用“运
行历史”

主题建模 Topic Modelling

文本清理设置

下载Excel格
式的数据

下载可视化图形

每一主题包含词语数

共建立多少个主题

迭代计算次数

注：因系统bug，在所有统计结果中没有排除Stop Words，
将在近期的平台更新中纠正

点击Topic，查
看其中的词语

旭日图

按主题显示

主题与文档
的对应关系

文档与主题
的对应关系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主题建模 Topic Modelling

注：因系统bug，在所有统计结果中没有排除Stop Words，
将在近期的平台更新中纠正

树形图

按主题显示

主题与文档
的对应关系

文档与主题
的对应关系

主题中出现次
数最多的词

➢ 选择Topic-
Document，树形

图中显示出每一
主题下包含的文
档题目，点击文
档名即可直接进
入文档浏览页面
查看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主题建模 Topic Modelling

注：因系统bug，在所有统计结果中没有排除Stop Words，
将在近期的平台更新中纠正

网络图➢ 主题与词语之间的关联网络，

观察频繁出现的重要词语与主

题的交织关系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管理研究项目

➢ 内容集详情

➢ 内容集中的所

有文章

➢ 分析结果

➢ 检索历史

进入“Chinese Life”
内容集的管理面板

使用的
档案库

来源图
书馆

文章作者

时间跨度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管理研究项目

➢ 内容集详情

➢ 内容集中的所

有文章

➢ 分析结果

➢ 检索历史

管理内容集中的文章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 管理研究项目

➢ 内容集详情

➢ 内容集中的所

有文章

➢ 分析结果

➢ 检索历史



总结：

Gale Primary Sources
Gale原始档案

Gale Digital Scholar Lab
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



总结：

Gale Primary Sources / Gale原始档案 Gale Digital Scholar Lab / 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

➢ 利用基本检索、高级检索、二次检

索、筛选选项等功能精确找到所需

文献资料——精读

➢ “18世纪以来的中国生活”：

➢ 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

➢ 传教士对中国的观察及传教活动

➢ 中国内部的起义、革命

➢ 中国与周边国家及西方列强的战争

➢ 西方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初窥与认知

➢ 海外华人及中国留学生……

➢ 快速批量采集数据，清理和分析大体

量的文本数据，文本与数据挖掘的快

速入门——遥读

➢ “18世纪以来的中国生活”：

➢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及演变

➢ 西方世界最关注的中国问题及其随时

代的变化

➢ 西方人描述中国和中国人的常用词语

和常用方式

➢ 中国人在西方媒体中的发言及影响……



数字人文研究 = 

Gale的内容与工具 + 研究者的方向与思路

谢谢！关注Gale官方微信公众号，
阅读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