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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为研究从二战到冷战早期、绥靖政策期间的相关情报工作、外交政策、国际

关系、军事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 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英国政府的秘密情报和外交政策文件

• 资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心，跨越了20 世纪的四大战争/冲突

• 收录范围：1873年-1953年

• 重点主题：情报、外交政策、军事历史、国际关系

• 档案数量：4,500份

• 文件数量：16,837个

• 文件页数: 147,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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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九种文件类型（相关文件数量）

-  通信（1709）
-  命令/指示（95）
-  财政报告 （53）
-  地图 （166）
-  会议记录（1423）
-  备忘录（3668）
-  杂集（139）
-  报告（2981）
-  信号情报（3682）

C）划分为十个地区（相关文件数量）

-  欧洲（9514） 
-  地中海沿岸（3811） 
-  东亚地区（3604） 
-  非洲（3123） 
-  中东地区（3115） 
-  北美洲（2490）
-  大西洋地区（1973） 
-  南亚地区（1667）  
-  太平洋地区（1181）
-  拉丁美洲（567） 
-  未分地区有5744个文件

收录的四千余份档案包含上万份文件，由相关领域资深学者根据所涉及的战

争、文件类型、地区、主题和机构等进行了分类

文件类型

 A）四大战争/冲突（相关文件数量）

-  西班牙内战（77）
-  第二次世界大战（6895）
-  冷战（3190）
-  朝鲜战争（31）

D）分成十个主题（相关文件数量）

-  英国国内安全（393）
-  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2493）
-  情报活动经费与财务（146）
-  情报的收集与监管（1081）
-  情报行动（487）
-  情报机构与管理（2644）
-  军事情报与行动（6567）
-  政治宣传、审查与心理战（498）
-  信号情报与密码破译（113）
-  武器技术与核战争（497）



文件类型

E）涉及的30个主要机构（在Metadata中列出）

机构（涉及文件数量） 参考译名 缩写 国家

British Joint Services Mission (109) 英国联合服务团 BJSM UK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55)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USA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 (266) 帝国防务委员会 CID UK

Chiefs of Staff (6686) 参谋长团 COS UK

Deputy Chiefs of Staff (104) 副参谋长团 DCOS UK

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15) 英国军事情报局 DMI UK

Foreign Office (4049) 外交部 FO UK

Government Code and Cypher School (7539) 政府密码破译中心 GC&CS UK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16) 政府通信总部 GCHQ UK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6) 三军情报委员会 ISIC UK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0)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JCS USA

Joint Intelligence Bureau (1276) 联合情报局 JIB USA

Joint Intelligence Sub-Committee (8085) 联合情报委员会 JIC UK

Joint Intelligence Staff (1890) 联合情报参谋部 JIS UK

Joint Planning Committee (30) 联合计划委员会 JPC UK

Joint Planning Staff (940)  联合计划参谋部 JPS UK

Join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telligence 
Committee (5) 联合科学和技术情报委员会 J.S.&T.I.C UK

London Signals Intelligence Board (3) 伦敦信号情报局 LSIB UK

Ministry of Defense (3766) 国防部 MoD UK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2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Permanent Secretaries on 
Intelligence Services (0) 情报服务常务秘书委员会 PSIS UK

Permanent Under-Secretary's Committee (16) 常务次官委员会 PUSC UK

Permanent Under-Secretary's Department (1069) 常务次官办事处 PUSD UK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792)   秘密情报局 SIS UK

Security Service (2819) 安全服务 UK

Situation Report Centre (6) 形势报告中心 SRC UK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93) 特别行动执行处 SOE UK
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52) 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 SHAEF International

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 (3)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 SHAPE International

United Nations (658) 联合国 UN International



总体来看，《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中的9个系列
从政府高层和秘密情报的角度，提供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几乎每一天的历史还原，深入研究二战的起因、过程、结果以
及冷战早期的情况。

独家收录的档案内容来源于以下9个
系列，可分成三大部分：

FO 1093系列 - 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处（PUSD）文件

- 收录档案512份

- 收录年代：1873年-1951年

- 作为外交部与英国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络点，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处的这些文件记录了1873年到1951
年的情报活动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为研究20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提供了新的视角，是数据库中最为核
心的系列。

- 内容包含以下主题：主要战争行动的策划（如“霸王行动”和“火炬行动”）、轴心国的平民士气、维希法国的
政策、日本战时策略、战俘困境、核战威胁、英美合作、英国对与苏联交战的战前准备。

CAB 56, CAB81, CAB 158, CAB 159, CAB 163, CAB 176, CAB 301系列 - 内阁文件

- 收录档案234份

- 收录年代：1936年 - 1953年

•	 收录了联合情报委员会（JIC）自1936年成立起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期间完整的会议记录以及各种
报告和文件。JIC由情报部门、军队和外交部的代表组成，旨在评估军事、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需求，协
调英国的情报机构。

•	 在JIC会议中，广泛讨论了国内外的事务，从这些文件中可以了解到盟军的军事行动，例如：霸王行
动、火炬行动和爱斯基摩人行动；情报战略与间谍活动；轴心国军事调遣、行动和盟军防御策略；英
国对拉动美国参战所做的努力；日本与德国的战争罪行，包括对集中营暴行与死亡的记录和报告；日
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抗日战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暴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在东南亚的传播；
朝鲜战争（抗美援朝）；1945年后的冷战、武器技术及核战争。

HW 1 系列 - 军情六处报告

- 收录档案3754份

- 收录年代：1940年-1945年

- 丘吉尔任首相以后要求军情六处局长每天向他提供最新的情报报告。这些原始报告来自于由英国政府设在
布莱奇利庄园的政府密码破译中心拦截、破译和翻译的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情报。很多文件
上都能看到丘吉尔亲笔的红色批注。



- Metadata字段分为两层：档案级和文件级

精心制作的Metadata，字段分为两级：档案级和文件
级。在The National Archives的目录和内容目录中获取
的核心Metadata基础上，与研究人员和图书馆员小组讨
论后确定对核心数据增补了11个metadata字段。所有字
段在平台上分档案级和文件级呈现，帮助读者更快更准
确的了解文件内容。 
 

档案级：

• File Title：档案名称

• Reference：参考/来源

• Date：时间

• Government Department：政府部门

• File Accession Date：档案登记时间

• Document Title文件名称

 
在档案级，增加2个Metadata字段：

• Description：描述

• Notes：注释

平台特征及主要功能

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

文件级，增加9个metadata字段： 

• Conflict：战争/冲突
• Document Type：文件类型

• Themes：主题

• Regions：地区

• Countries：国家

• Organisations：机构

• People：人员

• Keywords：关键词

• Notes：注释



平台特征及主要功能

- 全文检索：可以在整个文件中检索。

- 检索结果页面：如果Metadata中包含检索词，则该文件会在检索结果页面显示。

- 检索结果预览: 用户可以在打开文件前预览检索词所在位置（根据相关性显示五条摘要）。可

以查看这些摘要所在页面的内容。

- 同义词检索：基于专为这个平台创建的定制主题词表，支持同义词检索；

- 短语检索：如 “Soviet Union”

- 检索词在正文高亮显示：从检索结果页面，打开图片浏览器，检索词高亮显示。

- 图片浏览：用户可以查看单页的图片，也可以跳至文献内的其他部分，也可查看文献内所有的

图片。图片可以放大、缩小及拖动。

- 全文下载：可以按整篇文献、章节或按页下载。

- 引文下载：用户可以按文件或章节下载引文

- 筛选选项: 系列、战争/冲突、主题、日期、地区、文件类型、组织；

- 在图片浏览器中限定检索范围：在当前文件中检索；

- 相关资源推荐：向用户提供与正在浏览内容高度相关的文件

- 用户提交关键词和描述建议：关键词及描述内容都须经编辑审核

- 统计报告：Counter 3 标准统计报告 和 ICOLC统计报告

- 兼容第三方在线学习环境： 如Blackboard和Moodle学习平台

- 支持平板；考虑到屏幕大小不适合图片预览，因此不推荐使用手机浏览

www.secretintelligencefiles.com



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数据库中的文件均由英国国家

档案馆独家提供。数据库中所收录的内容从时间范围、涵盖主题到具体材料

的选择均经过六名资深学者组成的编委会的认真探讨。

这六位学者来自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白金汉大学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机构，均为研究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外交和情报方面的

专家。最终选择收录至数据库中的文件记录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秘密情报与外

交政策、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之间的交叉。

数据库中选择收录的文件虽然是以二战为核心的，但是在时间跨度上并未完

全局限于1939到1945年。我们也同样精挑细选了从二战前后几十年间的一系

列档案收录进数据库，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导致二战爆发的国际背景，以及二

战结束后所催生出的冷战格局。1953年斯大林之死与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最

终签署为冷战的第一阶段画上了句点，这一年也因此被我们作为世界大战至

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数据库最合适的终点。

对于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处（PUSD）文件（FO1093系列），档案包含

的内容从1873年至1951年，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

FO1093对于记录英国情报处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发展与联系至关重要，该系

列被全部收录。

数据库提供完整的JIC会议记录，包括通过数字化的CAB56 JIC战前文件，

和随后的CAB81和CAB176 JIC战时文件，及CAB158和CAB159 JIC战后文

件，从1936年JIC第一次会议到朝鲜战争结束，提供了对这一时期情报、外

交政策、国际历史和军事历史的连续记录。

汇编方法



贯穿在此资源里的9个系列，有一部分档案从创建起就被英国政府保留，因

此不能被包含在此解密档案中。每一系列中无法提供的档案数量如下：

• FO 1093：78份档案

• CAB 163：1份档案

• CAB 301：9份档案

• CAB 176：20份档案

• HW 1：10份档案

此解密档案库的部分档案中，一些单独的文件或其中的一些页数被英国政府

保留，或者因为纸张太脆而无法数字化；在页数缺失的情况下，在Metadata

的Note区域包含对此的说明。

除了保留文件，档案HW 1系列里的HW 1/1档案因丢失而无法数字化。

保留与缺失项



编委会的6位成员，分别来自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白金汉大学安全与情报研究
中心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机构，均为研究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外交和情报方面的专

家。不仅给内容和产品开发提供建议，他们还编写了关于资料来龙去脉的短评。为用

户，特别是不熟悉这些档案文件的本科生提供了背景信息。编委会从多个学科角度的

阐述，包括情报研究、国际事务、政治和历史等，反映了这些资料本身的多学科性，

适合的读者范围非常广泛。

编辑介绍

吉尔·伯奈特(Gill Bennett,OBE) 
来自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作为在白
厅街工作了30多年的历史顾问，从希斯
(Edward Heath)到布莱尔(Tony Blair)， 她
给6位英国首相执政期间的12位外交大臣提
供过史学建议。

安东尼·葛里斯(Anthony Glees)教授
任白金汉大学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主任，他专
注安全与情报问题，在英国情报史、东德国家
安全部(Stasi)、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和反恐西
方等方面均有著作和演讲，他还对欧盟和德国
事务及现代史怀有浓厚的兴趣。



编辑介绍

迈克尔·摩根(Michael Morgan)博士
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钻研现
代国际史，尤其是冷战。目前著有一本关

于1975年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的著作。

迈克尔·古德曼(Michael Goodman)教授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的高级学者，在
情报史和科技情报领域著作众多。最新著
作有《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正史》。

马修·琼斯(Matthew Jones)教授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08年曾受英国首
相布朗指派，作为内阁的英国核威慑战略和
CHEVALINE项目的官方历史顾问。

丹尼斯·史密斯(Denis Smyth)教授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曾经是二战知名学者Harry Hinsley爵士的学
生。目前是皇家历史学会成员，编辑了长达35卷的《英国外交部档案系
列 》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中国

中国：情报活动预测
外交部文件，关于英国和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越来越可能取胜的态度，以及随后对

经济和西方势力产生的后果。报告的结论是，抗衡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方法很少。

费边社论：中国内战的军事前景
这份文件包含了一份费边社报告，该报告评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在内战中的军事实

力。报告讨论了美国支持国民党的的后果和苏联以共产党名义的干预，双方军事风格的迥

异，国民党精良的军事装备和衰落的战斗士气，而共产党相对简陋的军事装备及英明的领

导和高昂的战斗士气，共产党的游击队战术，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打击共产党的成败参半，

以及国民党的一些支持者与日本的合作让他们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牛兰事件：远东地区的共产主义活动调查和特务组织的曝光，陈列号FI (1)-
(29)，有关中国境内共产主义活动的通信和报告
信件和报告中呈现了在对上海“牛兰”苏联情报机构的调查中查获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这个文件中包含多份报告，覆盖了中国共产党的状态，其组织成员、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

在中国的概况；在中国多个地区成立民兵和军事组织的提议；重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建

议；关于军队兵变的报告及镇压的建议；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及任务的报告；

关于中国境内罢工、劳工运动和工会活动的报道；关于间谍被捕的报道，包括事后采取的

安全措施；中国的情报组织；及中国情报活动的备忘录。

政府密码破译中心：向首相递呈的情报、信件和消息
这一情报文件包括截获的从意大利驻上海大使发往罗马的暗号。情报主要内容为驻华意大

利大使对上海情况的概述。他在情报中报告了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目前正在面临着日本“最

猛烈和危险的攻击”，报告中提到重庆孤立无援，与国外的通信途径非常有限，并且正在

遭受飞机燃料及英美战争物资的供应短缺。尽管形势严峻，他在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军队

和人民对物资困乏的抗争不会停止，政府的野心亦是如此”，并声称蒋介石会抵抗到底。

中国在二战中对抗日本的意义
1945年初中国的战争形势报告。该报告总结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兵力、部署和意图；中国

军队的兵力、素质和部署；中国政府和经济的状况；对日本在中国的职业和行政承诺的评

估。报告总结了军事逆转后中国内部的情况，包括蒋介石政府对省部控制的削弱、中国财

政的解体、进口资源的匮乏和中国军队士气的低落。这份报告探讨了如果蒋介石政府完全

丧失权威的后果，可能的结果包括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游击队抗日

活动的增强。

内容亮点（按地区）



内容亮点（按地区）

中国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地区的意向和能力——来自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报告

内战时期的华南局势

太平洋战略

国民党军队倒戈可能对香港安全带来的牵连

国民党在台湾的兵力

国民党可能采取的行动及共产党的反应：
1.  对香港的威胁；

2.  美国索要法国驻印度支那军队的信息；

3.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情报 ；

4.  台湾地区的装备供应。

苏联地区短期发展预测

1.  台湾地区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2.  苏联邮政审查；

3.  处理叛逃者的程序



内容亮点（按地区）

日本

日本人的战斗士气

日本在战时的情报活动

日本的意图：专题资料

英国驻日本及日军占领地区领事馆关于英国臣民待遇的报告

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来自秘书记录

德国无条件投降后， 日本对抗盟军的战略和能力，来自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报告

日本战略预测，秘书记录

1945年7月日本的局势总结，来自秘书记录和F.O.总结

英国

联合情报委员会（JIC）周报SWR1-SWR16

战争：概述，重点暗杀对象

德国将军，1939年10月到11月：芬洛事件和慕尼黑爆炸事件；秘密情报部门的合谋

战争：苏联；斯大林/丘吉尔莫斯科会谈的报道

德国入侵英国；对公众的信息发布；陆军部备忘录；宣传册中提及的部分战时措施（附录

A）。希特勒鼓吹的“战争将深入我们的头号敌国”（附录B) 。希特勒和平民（附件C）

。入侵者的运输难题（附录D）

戴维·佩特里爵士关于安全局（MI5）的报告

首相的各种通信资料

火炬行动：涉及攻占法属北非战时计划的一般文件，情报和情况报告

旨在迷惑敌军的军事谣言 - 秘书记录



内容亮点（按地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洲安全

澳大利亚国防组织

诺曼·布鲁克爵士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访问

日本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 秘书记录材料

联合情报局-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人在澳大利亚的境况

新西兰-联合情报组织

新西兰的安全部署

政府密码破译中心：向首相递呈的情报、信件和消息

印度

印度独立后的情报收集

波斯（伊朗）：苏联对印度驻德黑兰领事官员的策反行动

印度和缅甸：未来的情报网

政府密码破译中心：向首相递呈的情报、信件和消息

梅农：1.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防谈判；2.印度和巴基斯坦机密信息的披露；3.印度和巴

基斯坦的军事情报；4.东南亚地区的摄影侦查；5.苏联在英占德国区发展情报网和

政治活动的可能原因；6.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援助；7.人力经济与附属服务连带

产生的外币支出；8.海岸

巴基斯坦海岸侦查

印度发展可能性报告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印度的领土边界威胁-情报局长批示，印度局势



德国

战争罪行：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的叙述，以及被告的

个人陈述。

鲁道夫·赫斯和各级官员的对话：手稿注释、翻译和记录

1945年的各种情报（B部分，3月-4月）：参谋长的总结(COS)/联合情报委员会 

(JIC)会议；攻占德国在中立国的大使

馆/领事馆；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有关艾

森豪威尔将军战略的电报

和平提议

德国：德国安全部门头目卡纳里斯上将的活动

外交部研究部门文件：德国和奥地利部分

叛逃者审讯：德国

德国的下一步行动报告

希特勒遗嘱

内容亮点（按地区）

法国

法国：秘密情报局（SIS）的活动

秘密情报局（SIS）局长：皮埃尔·库特先生

安全局（MI5）：米塞利埃上将

爱德华·路易斯·斯皮尔斯爵士在贝鲁特的任务

法国：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情报工作

维希法国对非洲自由法国领土的打击行动，J.I.C.报告

贝当元帅所谓的观点和政策及其同僚的附议，秘书记录

法国的士气，J.I.C.报告



内容亮点（按地区）

西班牙

马德里：秘密情报局（SIS）报告

马德里：路易斯·卡尔沃，间谍档案

西班牙中立：胡安·马奇

战争：“布莱克”，直布罗陀海峡周边的德国情报站

马德里的金钱贿赂

帝国国防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 、西班牙空战小组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系列

西班牙和葡萄牙：德国的意图，JIC报告

西班牙形势预测

中南美洲 

非法移民到中南美洲的德国科学家

战时情报活动：南美洲

轴心国的海外领事和外交使命：雇员

墨西哥政府的认可：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与墨西哥代表埃米利奥·狄龙博
士的会谈

秘密情报局（SIS）购买渔船

部分南美洲国家军队及海上力量的对比

阿根廷声称已制造出受控热核反应

拉丁美洲共和国与战争。联合军事情报局报告

轴心国对盟军来自拉丁美洲供给的威胁。联合军事情报局的报告



内容亮点（按地区）

加拿大

加 拿 大 间 谍 案 ：伊 格 尔 · 古 琴 科 的 叛 逃 （ C o r b y案 ） ； 艾 伦 · 纳 恩 · 梅 

博士的调查，1945年英国领土上的反共宣传

诺曼·布鲁克爵士访问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多伦多无线电台的建设费（HYDRA)

“50年节行动”

霍利斯准将的记录

在加拿大的战俘

来自加拿大的日语翻译与加拿大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情报交换

伦 敦 和 渥 太 华 联 合 情 报 委 员 会 之 间 的 沟 通 渠 道 — — 联 合 情 报 委 员 会 
之间的情报交换及J.I.B.报告和总结

美国

威廉·怀斯曼爵士：在美国的宣传

美国：武器供应

美国：关于美国第一委员会的报告（反对美国参战）

美国：伦敦与美国的政府合作

华盛顿：德国在美国的秘密情报机构

原子能和情报，1945年9月-12月

原材料的分配（比属刚果的铀矿石），1946年

英国在美国的宣传资金

美国参议院对麦克阿瑟将军被免职的调查



内容亮点（按地区）

中东

范贝利教授：提供给英国政府的信息及随后的财务安排，包括定存型年金在
内的通信往来

巴勒斯坦：犹太的准军事组织

巴勒斯坦：阻止非法犹太移民的提议

埃及：法鲁克国王文件

为在埃及和开罗的宣传活动而筹集的秘密资金

巴格达秘密资金

里斯本和开罗的秘密组织雇员

巴勒斯坦形势预测

在波斯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影响和后果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和安全局势。秘书记录



Taylor & Francis 北京代表处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59号文化大厦1108室，邮编：100872

王广伟 - 高级销售经理
电话：010 58452820 
邮箱：Guangwei.Wang@tandfchina.com

顾麒 - 销售
电话：010 58452822 
邮箱：Qi.Gu@tandfchina.com

王骞 - 销售
电话：010 58452824 
邮箱：Qian.Wang@tandfchina.com

杨文洁 - 销售
电话：010 58452826 
邮箱：Stephanie.Yang@tandfchina.com

Taylor& Francis 上海代表处 

上海市淮海中路300号香港新世界大厦2201室，邮编：200021

雷彬 - 销售
电话：021 23263675 
邮箱：Brian.Lei@tandfchina.com

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

申请试用，请联系我们的销售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