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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文献资料的17世纪以来东北亚台风信息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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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北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台风灾害多发，这些地区的台风的运动轨迹变化
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台风活动跨海而行，因此将东北亚几个国家的历史台风
信息结合起来，才能看出其全貌。中日两国，最早通过仪器观测描述的台风路径分别为 1879 年
和 1878 年，历史时期的东北亚地区台风事件只能靠历史文献来推测。以在台风路径的推测上
具有问题（台风影响范围评估、详细记录时间的利用、2 次相近台风的辨别等）的 4 次台风事件
为例，讨论 17 世纪以来东北亚台风路径的推测方法。通过对台风个案的讨论，
指出将致灾记录
和感应记录相结合的可行性；
利用仪器观测时期台风记录验证历史文献记载的有效性。相当一
部分日记资料在古风暴研究中仍处于未被发掘状态。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公用日记和各名家的
家记，
拥有较长的写作时间和较为均质的写作内容，
可提高跨国界古风暴研究的时空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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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台风等热带气旋是地球上最强烈的大气扰动现象。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在登陆后
明显增大，会导致严重的损失。2004 年 10 月发生的台风“蝎虎”（Tokage） 在日本大部
分地区引起涝灾，导致了将近 100 人死亡、失踪；2013 年 7 月发生的台风“苏力”（Soulik） 在中国华东、中国台湾及日本冲绳等地引起暴风雨，导致了严重损失。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指出：21 世纪末西北太平洋的
强热带气旋活动增加有多半可能，强降水事件在大多数中纬度陆地地区和潮湿的热带地
区很可能增加[1]。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东北亚等西北太平洋地区台风运动轨迹是
否会出现变化目前尚无定论[2,3]，通过对历史上台风路径的推测，可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
深入讨论。中日两国，最早通过仪器观测描述的台风路径分别为：1879 年[4]和 1878 年[5]。
地层分析等方法只适用于几十至几百年跨度的超大台风灾害的分析，而且难以阐明台风
的逐年动态，只能靠历史文献来推测台风事件的详细状况。
在东北亚几个国家的历史时期台风频率及路径研究中，中日两国最为突出。1960
年，日本气象厅官员日下部正雄利用史料记载中的风向变化记录推测了台风经过的位
置，展示了 1702-1828 年的 9 次台风的可能路径[6]。2009 年，美国气候学家 Michael Gross收稿日期：2015-12-18; 修订日期：2016-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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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和日本气候学家财城真寿美[7]在南北美大陆飓风的研究基础下，通过日记资料推测了
1880-1889 年登陆日本的台风序列及部分台风路径，随后还建立了 1860-1899 年台风序
列 [8]。19 世纪中期以前的日本台风频率尚不存在。中国的古风暴学研究在 20 世纪末兴
起。2000 年，Chan 等 [9] 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建立了 1470-1931 年登陆广州的台风序列。
2001 年，Liu 等[10]建立了公元 975 年以来登陆广东省的 1000 年之间的台风序列。现在已经
有华东[11]、华南[12]等中国沿海几个地区的历史台风频率，此外还有明清时期台风等自然
灾害的时空分布研究[13]。韩国有金镇冕编纂的 1904-1970 年影响韩国的台风列表[14]，韩国
国家台风中心据此编制了 1904 年以来影响韩国的台风列表及路径图，收录于各期 《台风
白皮书》。但目前未见器测时期以前朝鲜半岛古风暴研究成果。
对于台风史料的时间跨度研究，Louie 等[15]指出，台风最早在 5 世纪被中国南部地区
的居民认为是一种独特的气象现象，公元 816 年影响山东密州的台风是中国最早，甚至
可能是世界最早的热带气旋登陆记录。日本从 《日本书纪》（1901 年经济杂志社） 638 年
9 月 2 日条记载的“大和国大风”以后，史书中出现了近畿、关东、九州北部等政权中心
地暴风雨现象的记录。根据朝鲜半岛历史灾害汇编资料 《朝鲜の灾害》（1928 年朝鲜总
督府），朝鲜半岛 1 世纪就有暴风记录，但大约在 14 世纪中期以前只记录年月，并没有记
录到日，对在这段时间影响朝鲜半岛的台风路径的推测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台风活动跨海而行，而且同一台风会导致几个国家、地区受灾。因此，将东北亚几
个国家的历史台风信息结合起来，才能看出其全貌，并可以推测出小冰期及其后东北亚
地区台风活动规律的长期变动。推测台风的年频率时，需要把握个别台风的路径概况和
地区之间的史料保存情况差异。本文根据各地区的史料特性，讨论 17 世纪以来东北亚台
风路径推测方法。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日本的主要记录来源为江户时期各“藩”向德川幕府上报的灾害报告、《德川实纪》
（1907 年经济杂志社） 等史书，以及日记资料。1603 年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大部分地区，
进入以“藩”实行封建制的江户时期。在此时期，统治阶层以及民间留下的文字记载大
大增加。这些史料大多收录于 《日本灾异志》（1894 年日本矿业会）、《日本气象史料》
（1944 年中央气象台、海洋气象台）、《日本高潮史料》（1961 年气象研究所）、《府县别 ⋅
年别自然灾害表》（1966 年地人书馆），以及 20 世纪 50-60 年代日本气象厅下辖的全国地
方气象台编写的“灾异志”等气象灾害汇编资料。中国明清两朝的风暴记录主要来源于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2004 年凤凰出版社）、《中国气象灾害大典》 各卷 （20032013 年气象出版社）；朝鲜半岛的风暴记录主要来源于朝鲜王室史料 《朝鲜王朝实录》
《承政院日记》（均为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藏本） 以及 《朝鲜の灾害》（1928 年朝鲜总督
府）。根据需要，个别数据查阅了原典。
2.2 台风判断
2.2.1 台风现象本身 历史时期的东北亚地区人虽然还没认识到科学意义上的台风现象，
但在史料中保留着风暴感应、灾害记录。例如，日本的史料一般记录为“雨风”“岚”
“津浪”“汐”等。前两者是指暴风雨，后两者是指海潮等潮位激变事件。历史时期的
“台风”事件因推测其定量评价有一定困难，目前还没有类似于近现代台风的明确定义。
本文所说的历史时期台风事件，按其带来的灾害强度来评价，可能还会包括未达台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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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热带低压等，因此不光是当代“台风”定义的热带气旋。台风直接引起灾害的因素
有 3 个：风、雨、潮。此外，这些因素会在陆地上引起涝灾。涝灾在东北亚各地的史料
中，以“水”“大水”等名称记录。由于北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和位置变化，台风活动影响
东北亚地区的主要时间是公历 7-9 月和 10 月上旬。现代的中国江淮地区和日本，每年 7 月
一般会有梅雨末期的集中性强降雨，其后才会有明显的台风活动。17-19 世纪也存在这种
“霖雨”事件。这种强降雨有时也带有强风，容易与台风现象混淆。因此，需要注意当年
的梅雨活动结束时间，再进行判断是否台风。
2.2.2 台风路径及次数 从推测出来的每次台风的路径判断台风次数，以免将同一台风重
复计数。台风灾害的主要特征是受灾地区的连续性，除了锋面和龙卷风引起的风雨灾
害，台风路径上的地区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受灾，而且东北亚地区的台风，运动方向一般
为东北—北—西方向，可与温带气旋分辨。通过各地区的受灾时间分析，可推测台风路
径以及其行走速度。
在北半球，刮向台风的风一般是逆时针方向。史料中也有降雨强度、风力、风向等
要素的逐时变化记录，可利用各地点的这些记录，以较高的精度来确定台风眼经过的地
点，推测该台风路径。此外，利用 《西北太平洋台风基本资料集》《日本台风资料》 等器
测时期的台风资料，从中提取台风路径、强度等信息，与现代气象观测记录结合，并与
史料中的气象、灾害描述进行比较，以便验证推测出来的历史时期台风路径。

3 台风研究案例
3.1 台风影响范围评估——1650 年 9 月 11 日台风
日本农历庆安三年八月十六至十七日，即 1650 年 9 月 11-12 日影响日本等国的台风导
致了严重的海潮灾害，尤其是有明海北岸的柳川 （今福冈县柳川市） 和佐贺 （今佐贺县
佐贺市）。根据这相邻两地的统治机构——柳川藩和佐贺藩的记录，导致 351 人死亡。在
长崎 （今长崎县长崎市），海边的房屋进水 3 尺 （约 91 cm）。此外，清江苏崇明县及浙江
崇德县发生海潮，朝鲜京畿 （今韩国首尔市） 9 月 13 日大雨 [16]。有关这次台风的记载
中，离台风路径较远的关东地区江户 （今东京） 的风雨是未致灾的感应记录，器测时期
在日本海上有台风时，东京会观测较强的南风。
在器测时期的台风路径中，明显接近中国华东地区的台风因高空气流流向的关系，
一般都有经过朝鲜半岛南部或者日韩两国之间的对马海峡，不登陆日本九州地区。而且
华东的两条史料中没有暴风记录，因此有两种可能：一是华东两地的海潮不是由台风单
独引起；二是台风本身影响范围大。崇德县 （今浙江省桐乡市） 位于钱塘江北岸，此地
“海水溢塘”有可能钱塘江涌潮导致。江苏崇明县 （今属上海市） 所在的崇明岛邻近长江
口北支，此地现在有时候会发生涌潮，但这个现象是进入 20 世纪，河道缩小后才出
现[17]。因此可以说，崇明县的海潮可能不是由涌潮事件所致。如果这次台风本身影响范
围较大，除了华东两地的海潮外，9 月 13 日朝鲜京畿大雨也有可能受台风刺激的低压导
致。导致日本有明海潮灾的 1991 年台风 Mireille 曾在日本西南部的 9 月 26-27 日，韩国首
尔市有降雨。1650 年 9 月 11 日台风可能是影响范围较大的中大型台风。
这次台风的推测路径 （图 1a） 如下：1650 年 9 月 11 日晚上登陆九州北部九州北部地
区的长崎附近，经过有明海西侧和今山口县，登陆后约 3~5 小时到达日本海。此路径与
1914 年 8 月 25 日登陆日本的台风以及 1991 年 9 月 27 日登陆日本的台风 Mireille 相似。在
有明海附近导致超过 1 万人死亡的 1828 年“西博尔德台风”路径及其引起的海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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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 年 9 月 11 日台风 （a） 和 1674 年 9 月 15 日台风 （b） 的可能路径

Fig. 1

Possible typhoon track on Sep 11, 1650 AD (a) and Sep 15, 1674 AD (b)

注：底图数据来源于日本国土地理院的 1∶2.5 万数值地图（2014 年）、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
1∶400 万地图（2014 年）、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 1∶100 万 VMap-0（1991 年）。

也与 1991 年的台风 Mireille 相似，这些经过有明海附近的台风在九州北部导致潮灾的可
能性很大[18]。潮灾的灾害程度和海湾地带开发程度及堤防强度有关。17 世纪以后，日本
西半部的各藩为提高管辖地内谷物产量，大力进行海湾地带的排水开垦，在低海拔高度
地带增加的同时，这些地带的居住人口也由此增加，江户在前期和后期，海湾地带的台
风灾害存在程度差异。
3.2 详细记录时间的利用——1674 年 9 月 15 日台风
日本农历延宝二年八月十六至十八日，即 1674 年 9 月 15-17 日影响日本的台风，在日
本各地的史料记载中，暴风雨灾害最为突出。《德川实纪》 中有关东地区风雨灾害记录：
八月十六日水户 （今茨城县水户市） 大风雨、常州 （即常陆国，今茨城县） 大风，以及
利根川洪水。这些水灾可能是由台风路径前方被台风刺激的锋面引起的。此外，根据
《山鹿素行先生日记》，九州日本西部的九州、四国、中国地区还发生了海潮事件；根据
《佐土原藩史》，九州东南部地区的佐土原藩内有约 2000 栋房屋倒塌。1965-1980 年，在
台风接近日本时，超过 60%的龙卷风发生在关东地区和佐土原所在的宫崎平原[19]。19501971 年在日本，来源于台风的 68 个龙卷风的发生地点偏向于台风中心前方右侧约 30°，
距离台风中心 200~400 km 处[20]。佐土原的这次风灾有可能由龙卷风引起。
这次台风的推测路径 （图 1b） 如下：1674 年 9 月 15 日登陆九州西南部地区 （今鹿儿
岛县附近），经过九州东部地区，进入濑户内海，再登陆今广岛县附近，经本州岛中国
地区东部，进日本海，影响北陆、奥羽地区，往东北方向走。此路径与 1941 年 10 月 1
日的台风、2004 年 8 月 30 日的台风 Chaba 登陆日本的相似。这些台风都沿着日本列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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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导致日本大部分地区发生大小灾害。1941 年 10 月 1 日台风、2004 年台风 Chaba 都在
约 1 天时间内从九州南部地区到达本州岛北部奥羽地区。2004 年台风 Chaba 影响奥羽地
区弘前时，最大的 10 min 平均风速为 9 m/s，Chaba 最接近时，距离弘前约 50 km。根据
《弘前藩厅国日记》 的风灾描述，1674 年 9 月 15 日，台风在弘前引起的风相当于 9 级
（20.8~24.4 m/s），这次台风在奥羽地区保持的势力超过 Chaba。
这次台风带有时间的记录有 4 条 （表 1）。由此可以知道，台风接近这些地点的时
间：久留米等九州北部地区是 9 月 16 日傍晚；赤穗等关西地区为 16 日晚上；弘前等奥羽
北部地区是 17 日下午。位于北陆地区的加贺国，按其他 3 个地点的感应时间，应该在 9
月 16 日深夜-17 日凌晨刮大风，《田平氏杂记》 的“八月十八日夜大风”需要考证。江户
时期的日本，学者、高级武士等少量知识阶层以现在的凌晨 0 点变更日期；民间和一般
武士等较多的人以日出变更日期。按知识阶层的时间理解，“八月十八日夜”是指 9 月 17
日晚上，也可以理解为 17 日凌晨 0 点以后；而民间是指 17 日夜-18 日凌晨。但是江户时
期日本的公用、私人日记一般按民间的日期变更法记录，《弘前藩厅国日记》 等大部分公
用日记以“暁”表达凌晨 0 点之后、日出之前。《加贺藩史料》 引用的 《田平氏杂记》 中
没有其他有关这些时间的描述，目前还不能确定该史料的时间记载方式。如上所述，《田
平氏杂记》 的“八月十八日夜大风”存在相差一天的错误记载的可能。
3.3 2 次相近台风的辨别——1823 年 8 月 7 日、
13 日台风
清道光三年，春雨和秋雨持续时间比常年明显延长[21]。当年 8 月 7-17 日有 2 次明显的
风暴事件，可以分为七月二日、八日，即 1823 年 8 月 7 日、13 日出现了 2 次台风。
8 月 7 日，第 1 次台风 （图 2a）。8 月 7 日江苏、浙江有 8 条风暴记录。8 月 8 日在江苏
江北有 2 条雨涝记录。苏州府 8 月 6-8 日降雨 （表 2），与台风来袭时间吻合。泰州 8 月 8
日降大雨 （表 2）。距离苏州府西北 150 km 的泰州附近，降雨高峰应在 8 月 8 日，与苏州
附近有 1 天的差异，而且没有刮风记录。靖江 8 月 8 日长江溢水 （表 2）。靖江县位于长江
北岸，离入海口约有 150 km。这次溢水可能是长江流域发生的暴雨和台风引起的海潮的
双重作用。
2000 年 7 月 9 日接近上海沿岸的“启德”（Kai-tak） 等北进台风经过韩国首尔附近
时，会有 2-3 天降雨 （根据韩国气象厅观测记录），但是根据 《承政院日记》，朝鲜汉城府
（今韩国首尔） 1823 年 8 月 3-14 日皆为晴天，没受到明显的台风影响。1978 年 7 月 23 日登
陆的强台风 Trix、1988 年 8 月 8 日的台风“比尔”（Bill） 以及 2000 年 8 月 10 日的台风
“杰拉华”（Jelawat） 等西北进台风在影响华东沿海期间和其后的 2-3 天，韩国首尔没有降
表1

1674 年 9 月 15 日台风记录及其与 2004 年台风 Chaba 的对比

Tab. 1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time records of the typhoon track on 15 Sept.,
1674 AD and comparison with typhoon Chaba, 2004 AD
地点

灾害、感应情况及出处

2004 年台风 Chaba 风力较大的时间

筑后国久留米 （今
福冈县久留米市）

十七日午刻 （16 日中午前后） 至子刻 （凌晨 12 点前后） 大 8 月 30 日上午 10-下午 4 点
风。（《福冈县灾异志》 引自 《石原家记》）

播磨国赤穗 （今兵
库县赤穗市）

十七日自哺时 （16 日下午 4 点前后） 以后终夜大风、高
潮，50 年来的大风…… （《山鹿素行先生日记》）

8 月 30 日晚上 6-11 点 （兵库县姫
路市）

加贺藩内 （今石川
县和富山县）

延宝二年五月不雨，六七月天凉，八月十八日夜大风吹，
农收甚恶。（《加贺藩史料》 引自 《田平氏杂记》）

8 月 31 日凌晨 3-上午 8 点 （石川县
金泽市）

陆奥国弘前 （今青
森县弘前市）

十八日天气良好。但午时后刻 （17 日下午 1 点前后） 开始
刮大风，申时下刻 （下午 5 点前后） 开始变弱。近年罕见
的大风，藩厅屋顶大都被吹走。（《弘前藩厅国日记》）

8 月 31 日中午 12-下午 4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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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 年 8 月 7 日 （a）、8 月 13 日 （b） 两次台风的可能路径

Fig. 2 Possible typhoon track on Aug 7 , 1823 AD (a) and Aug 13, 1823 AD (b)
注：中国底图来源于 《CHGIS4.0》（1820 年数据）。

表2

1823 年 2 次台风史料部分记载

Tab. 2 Part of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2 typhoons in 1823 AD
灾害、感应情况

地点

出处

苏州

苏州省城……七月初一、初二、初三、初七、初八、初九、初 七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韩文绮奏，载于
十等日或微雨广纤，或大雨如注，自一二寸至八九寸不等，其 《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
余各属据报，约略相同。……
史料》

泰州

秋七月初三日大雨

道光 《泰州志》 卷 1 祥异

靖江

七月初三江潮泛溢，淹伤田禾

光绪 《靖江县志》 卷 8 祲祥

嘉定

七日时午、未又雨，连绵至九日未初才止，河水又涨，较五月
间加二寸。……八日东北风大作，九日西南又起大风，风浃雨
益壮……

民国 《钱门塘乡志》 卷 12 灾祥，引自朱
曰佩 《水灾续记》

全椒

……又全椒县亦报是日 （七月初九、初十、十一等日） 风雨过
猛，城垣、狱墙均遭损坏，堤埂被淹……

七月二十七日安徽巡抚陶澍奏，载于 《清
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

霍邱

七月初十、十一、十二连日大风抜木，秋禾尽伤

道光 《霍邱县志》 卷 12 灾异

江苏

七月初二、初九两日，狂飙复发，大雨如注，……江苏被灾甚
广，共有二十三厅州县

道光 《分湖小识》 卷 6 灾祥

余姚

七月初二大风，海溢坏堤。初八日大雨，水平地高数尺，害禾
稼木棉

民国 《余姚六仓志》 卷 19 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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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因此，8 月 7 日的台风可能没移往黄海北部，而是在登陆华东沿海后不久消失。对这
次台风的推测路径为：8 月 7 日登陆于浙江东北部，不久弱化，消失，势力弱于 Trix、比
尔等台风。
8 月 13 日，第 2 次台风 （图 2b）。推测路径为：8 月 13 日登陆于江苏东南部，渐渐西
进，17 日消失于安徽境内。器测时期华东沿海的台风一般从宁波以南地区登陆，而这次
的台风登陆地点略微偏北，停留时间也长。嘉定县的史料 （表 2） 中有风向变化记录，
由此可推测台风眼的位置：8 月 13 日台风在嘉定县东南侧；8 月 14 日台风在嘉定县西北
侧。全椒、霍邱两县 8 月 15-17 日大风 （表 2），这次台风可能经过了这些县附近。江苏太
湖以西地区的各县方志当中只有当年发生大水的记录，不存在明显指出这 2 次台风的受
灾记录。但是江苏 23 个厅州县有在 8 月 7、14 日遭受风雨灾害的记载 （表 2）。太湖以东
地区的厅州县不超过 23 个，由此可知太湖以西地区也受到了这次台风的影响。
这次的台风路径大致类似于 1943 年 8 月 11 日登陆的台风、1956 年 8 月 2 日的台风
“温黛”（Wanda） 以及 2012 年 8 月 8 日的台风“海葵”（Haikui） 等。但是余姚县六仓地
区 （今慈溪市） 8 月 13 日没有刮风记录 （表 2），这说明 8 月 13 日的台风路径以及登陆地
点可能相对于这些台风位置偏北。1977 年 9 月 11 日的台风“贝贝 （Babe） ”和 1989 年 8
月 4 日的台风 Ken-Lola 均登陆于上海浦东地区，而且这些台风在日本冲绳附近受到了气
流的干扰，导致其轨迹较为复杂，其后的路径及登陆地点也有了偏北的倾向。这次台风
也可能受到了这种气流的干扰，导致登陆地点偏北。但因台湾和琉球王国 （今日本冲绳
县） 两地由于近代战争等原因，天气及气象灾害记录的保留和发掘不充分，目前还没得
到明确的史料支持，未能确定这一说法。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 4 次台风路径的推测，围绕台风影响范围评估、详细记录时间的利用、2
次相近台风的辨别等个别问题，讨论了 17 世纪以来台风路径推测的具体方法，指出了将
地方志中的致灾记录和日记中的感应记录相结合的可行性；利用器测时期台风记录验证
历史文献记载的有效性。日记中的感应记录也与地方志中的致灾记录一样，提供了台风
的大致位置信息，将这两种信息相结合，就可以更好地推测历史台风路径及其规模。通
过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提取灾害信息，与器测时期类似情况的观测记录进行对照，对推测
历史台风各种现象有很大帮助。
在台风路径的推测过程中，以地方志或者史书的致灾记录为骨干，利用日记中的感
应记录等详细记载来提高推测路径的精度。但是现有灾害汇编资料对日记资料的收录并
不全，部分日记在古风暴研究中仍处于未发掘状态。郑微微等[22]将清代 7 部日记资料为核
心资料，识别出了 1815-1869 年间影响浙北地区的 60 次台风，并表明：利用古代日记中的
天气信息能大大提高历史台风研究的准确度与分辨率。一般来说，1 部日记资料的时间延
续性有限，而利用多部日记时需要制定标准进行处理。加之，日记资料不像地方志资料
一样拥有“空间分布的普遍性”[23]，研究区域扩大时会出现资料的时空分辨率问题。但在
日记资料中，朝鲜王室、日本幕府和各藩等统治机构编写的“公用日记”和各名家的
“家记”与私人日记不同，拥有较长的写作时间和较为均质的写作内容。Mikami[24]等气候
学者曾利用这些日记资料，对历史时期日本的逐日天气及气候进行过推测。跨国界的古
风暴研究中也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逐日、逐时天气资料，提高研究的时空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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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of Northeast Asia typhoon inform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since the 17th century
KOBAYASHI Yuga1, PAN Wei1,2
(1. GIS-Lab.,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attern and Simulatio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Pacific Northwest, especially Northeast Asia, is a typhoon-prone area. Typhoon
track changes in these regions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yphoons generally go across the land and sea.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see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historical typhoon combined with the typhoon information of the
Northeast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the first typhoon track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instrumental observations are 1879 AD and 1878 AD; estimating historical typhoon events in
Northeast Asia only rely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is paper, taking the 4 typhoon events
(typhoons that affected Japan on 11- 12 September 1650 AD; 15- 17 September 1674 AD and
typhoons that affected China on 7-8 and 13-16 August 1823 AD), which have typical features
(evaluation of the typhoon-affected area, using the recorded detailed time, discrimination of the
two typhoons, etc.) as examples, we discuss typhoon track estimation method in Northeast Asia
since the 17th century. By discussing typhoon cases, the paper points out feasibility of
combining the hazard records and meteorological records and effectiveness of instrumental
typhoon records used to verify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study of Paleotem pestology,
quite a part of diary has not been utilized yet. The diary of the governing body or a
distinguished family has a longer writing time and a homogeneous content writing, we can
improve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of cross-border study of Paleotem pestology.
Keywords: historical documents; Pacific Northwest; Northeast Asia; typh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