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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系统查阅了公元前 48 年－公元 1949 年间我国沿海地区历代地方志、正史、档案、实录和报

刊等大量史料文献，对各个历史阶段史料文献中关于海洋灾害的文字记载进行摘录和统计，共计

4515 条。并利用灾害学、海洋学、地理学、统计学和信息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总结分析了我国不同历

史阶段风暴潮、地震海啸、巨浪和海冰四类海洋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生规律、影响因素及危害性。

结果表明，风暴潮灾害是我国历代最为频发且危害最大的海洋灾害，公元前 48 年－公元 1949 年共发

生 1244 次，其中造成死亡万人以上的风暴潮灾害达 52 次，且集中发生在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的江浙地

区。千年尺度的长时间序列、大空间范围历史海洋灾害史料的分析和研究，可作为当前我国沿海地区

海洋防灾减灾研究的补充，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在时间维度上的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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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records research of four kinds of marine disasters
in China from B.C.48 to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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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organazing and arranging several  kinds of  historical  books data,  this  paper  collects  4,515 notes
that recorded marine disaster in China from B.C.48 to 1949. Marine disasters in this paper contain storm surge,
tsunami, ocean wave, and sea ice. Using disaster science, oceanography, geography,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cs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document-study,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ine disaster in China from B.C.48 to 1949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those historical
no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orm Surge Disaster（SSD）is the most serious marine disaster in all dynasties.
1,244 SSD events have occurred from B.C.48 to 1949, and 52 events caused more than 10,000 deaths, most of
which  occurred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is a supplement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marin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n the
cosatal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the backtrack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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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量指标来记录和反映灾害问题在我国

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我国长时段的历史灾害

记录为灾害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近

2000 a来的灾害文献对各种灾害事件的信息存

储较为完备，其中包含丰富的海洋灾害信息。历

史上我国海洋灾害主要表现为风暴潮、地震海

啸、巨浪、海冰等，其中风暴潮灾害最为频发且

危害最大。关于各类海洋灾害的记载广泛分布

于正史、沿海地方志、各类档案、笔记小说及碑

刻或实物资料中，较为分散。从 20世纪 70年代

开始一些学者陆续对涉及海洋灾害尤其是潮灾

的大量史料进行了系统整编。《中国古代潮汐资

料汇编·潮灾》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潮灾史料，

总体上较为简略；《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1]

将记载同一潮灾的不同史料编排在一起以资比

较，增加了大量苏浙地方志材料，但晚清至

1949年期间较为粗略；《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

和异常年表总集》[2] 的海洋表部分增加了笔记小

说材料，但选取资料范围不够全面；此外，《中国

气象灾害大典》[3]、现代江河水利志丛书中也包

括对历史海洋灾害的史料记载。海洋灾害史料

整编成果为众多学者开展古代海洋灾害尤其是

潮灾的专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高建

国[4]、陆人骥[5] 等总结了我国古代潮灾发生规律

和成因；刘安国[6]、张旸[7]、李平日[8] 分别列举了

环渤海、苏北平原、珠江口地区古代潮灾特点和

危害性；周致远[9]、孙宝兵[10]、罗鹏[11]等对明清时

期潮灾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于运全[12]、冯

闲亮[13] 等针对古代重大潮灾的社会经济影响情

况开展了相关研究。

总体来说，海洋灾害史料整编成果多以正史

和地方志为主要资料来源，档案材料、报刊杂志

等史料尚未被充分发掘，且在灾种方面集中于风

暴潮、地震海啸灾害，其他类型海洋灾害鲜有提

及，同时，古代海洋灾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

风暴潮、地震海啸灾害发生规律及危害的探讨，

对巨浪、海冰等灾害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对古代

海洋灾害综合全面的研究成果。开展长时间序

列、大空间范围历史海洋灾害史料的分析和研

究，不仅可为我国中长期灾害防治对策和社会经

济发展规划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也可为当前沿海

地区海洋灾害应急指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本

文以风暴潮、地震海啸、巨浪和海冰四类海洋灾

害为研究对象，研究时段为公元前 48年－1949
年，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对大量海洋灾害史料

文献开展研究，初步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海洋灾

害文字记载特点以及各类海洋灾害的时空分布

特征与社会经济影响情况。

1   材料与方法

1.1    海洋灾害的界定和分类

根据现代海洋灾害定义，同时结合古人对海

洋灾害的认知程度和史料文字记录特点，本文对

史料中风暴潮、地震海啸、巨浪和海冰四类海洋

灾害的界定采取如下原则：

（1）古人多用“海溢”现象描述潮灾，主要分

为大风等气象因素引发的“海溢”和地震引发的

“海溢”[14]。史料中“海溢、海侵、海啸、海涨、海

翻、海涌、海沸、海吼、海唑、海叫、海决、沓潮、

风潮、巨浪”等称谓涵盖了风暴潮、地震海啸和

巨浪三类海洋灾害，本文根据灾害成因和危害性

的不同对其加以区分。其中，“地动”、“地震”和
“海溢”现象同时发生时，归为地震海啸；出现“大
风”且造成海上“沉舟船”时，归为巨浪灾害；其余

均归为风暴潮灾害，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为溺人

畜、毁房屋、淹农田、决海塘等。

（2）史料中出现“海冰、海冻、冰结、冰冻、

封冻”等现象时，归为海冰灾害。

1.2    不同资料来源的说明

本文系统查阅了我国沿海地区历代地方志、

故宫清代水利档案、明清实录、二十五史、水利

剪报、古代笔记游记等史料，补充引用了《中国

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中国气象灾害大典》、

现代江河水利志等资料（表 1）。历代地方志和

二十五史是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明清时期以前的

海洋灾害主要记录于二十五史的《本纪》和《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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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中，而到了明清时期沿海地方志成为海洋灾

害记载的主要来源，这两类史料对海洋灾害情况

的描述均较为简要。故宫清代水利档案中大臣

上报朝廷的奏折和皇帝的相应批示完整、详细

地呈现了历次海洋灾害的影响过程和主要危害，

明清实录是对明清时期缺失的奏折档案材料的

重要补充。水利剪报包含了《申报》、《新闻报》

等重要报纸中有关海洋灾害的专题报道，记录全

面且具有极强的时效性。现代江河水利志中的

大事记、水旱灾害和防灾减灾等部分记载了我

国近代以来的重大海洋灾害事件。

本文数据资料来源众多，根据古籍考证工作

规范 [15]，在数据整理和分析过程中遵循以下原

则：一是，时间优先原则，即对同一海洋灾害事件

的记录，早期文献的可参考性优于后期文献；二

是，史料价值优先原则，即一手史料价值高于二

手史料价值，一般情况下，故宫清代水利档案、

明清实录属于一手资料，地方志、二十五史中二

手资料居多；三是，多重资料相互印证原则，即当

多种史料中均记载同一海洋灾害事件时，则认为

此次灾害真实性较强、影响力较大。本文以上

述史料为基础，共搜集到公元前 48年－1949年

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灾害记录 4515条，其中，来源

于各类方志的占 80%；来源于故宫清代水利档

案、明清实录、二十五史的占 13%；来源于水利

剪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占 7%。

2   结果与讨论

2.1    海洋灾害总体情况初步分析

本文列举了不同时期四类海洋灾害的灾年

数和发生次数（表 2）。从时间分布来看，宋代以

前约 1000 a间海洋灾害记录较少，宋代之后海洋

灾害记录逐渐增多，尤其是明清之后约 600 a间

的灾害记录最为丰富（图 1）；从空间分布来看，

表 1       资料来源

Tab.1    The list of data source

资料类型 资料名称

档案 故宫清代水利档案，清代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海河滦河/黄河/淮河/长江流域/浙闽台地区洪涝档案史料

实录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清实录》

正史 《汉书》，《后汉书》，《晋书》，《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

地方志 辽宁 清光绪《盘山厅乡土志》

河北
康熙《抚宁县志》，康熙《滦州志》，嘉庆《长芦盐法志》，同治《昌黎县志》，光绪《乐亭县志》，光绪

《滦州志》，光绪《永平府志》

天津 康熙《海丰县志》，道光《静海乡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

山东
万历《莱州府志》，康熙《青州府志》，康熙《昌邑县志》，康熙《利津县新志》，康熙《寿光县志》，康熙《潍县

志》，雍正《文登县志》，光绪《沾化县志》

江苏
嘉靖《太仓州志》，万历《通州志》，康熙《海州志》，康熙《通州志》，雍正《泰州志》，乾隆《直隶通州志》，嘉

庆《海州直隶州志》，光绪《太仓直隶州志》，光绪《通州直隶州志》

上海
嘉靖《上海县志》，万历《嘉定县志》，万历《上海县志》，康熙《崇明县志》，康熙《嘉定县志》，乾隆

《嘉定县志》，嘉庆《金山县志》，嘉庆《松江府志》，光绪《宝山县志》，光绪《南汇县志》

浙江
嘉靖《宁波府志》，嘉靖《海盐县志》，康熙《瑞安县志》，康熙《山阴县志》，康熙《余姚县志》，雍正

《宁波府志》，雍正《处州府志》，乾隆《温州府志》

福建
万历《泉州府志》，康熙《同安县志》，康熙《兴化县志》，乾隆《晋江县志》，乾隆《泉州府志》，乾隆

《长乐县志》，乾隆《澄海县志》

广东
嘉靖《潮州府志》，万历《南海县志》，康熙《阳江县志》，康熙《潮阳县志》，康熙《电白县志》，康熙

《饶平县志》，道光《高州府志》，光绪《潮州府志》

广西 乾隆《廉州府志》，乾隆《钦州府志》，道光《廉州府志》

海南
康熙《文昌县志》，康熙《琼山县志》，康熙《澄迈县志》，康熙《临高县志》，道光《琼州府志》，咸丰

《琼山县志》，咸丰《文昌县志》，光绪《定安县志》，宣统《琼山县志》

台湾 道光《台湾采访册》，光绪《台湾澎湖志》

水利剪报 《申报》，《新闻报》

现代江河水利志 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广西/海南水利志

其他整编资料
《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全国卷，辽宁卷，河北卷，天津卷，山东卷，江苏卷，上海卷，浙

江卷，广东卷，广西卷，海南卷），《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546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第 39 卷



历代政治核心区和主要经济区的灾害记录较多，

边远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灾害记录相对较少，

汉代主要发生在山东半岛，隋唐之后受灾范围覆

盖从北到南整个沿海地区，且集中于东南沿海；

从灾种来看，四类海洋灾害中风暴潮灾害发生频

繁且影响严重，关于风暴潮灾害的记录最多，约

占全部海洋灾害记录总数的 96%。

 

2.2    风暴潮灾害初步分析

本文共搜集到 4337条风暴潮灾害记录，合

并各类不同史料文献中的重复记录后得到 3574条，

通过逐条审核归并后最终确定共发生风暴潮灾

害 1244次（表 2）。风暴潮灾害发生次数的判定

原则如下：（1）风暴潮发生年份相同、日期相同

或连续，视为一次风暴潮过程；（2）风暴潮发生年

份相同、日期不同，视为不同的风暴潮过程；（3）
同年份发生的风暴潮未记录具体日期的，若发生

县域地理位置相邻，视为一次风暴潮过程[16]。

本文查阅史料中最早的风暴潮灾害发生在

公元前 48年（西汉元帝初元元年）的渤海莱州湾

沿岸[17]。从时间分布来看，风暴潮灾害史料记载

隋唐以前较为分散，隋唐时期逐渐增多，宋元时

期明显增多，明清时期最多，其中，明代以前的

1400余年间仅有 462条记录，而明清时期 500余

年间有 2812条记录。风暴潮灾害史料记载的多

寡与沿海地区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及灾害认知

情况等方面有关，从唐代开始沿海地区居民增多

且经济发展迅速，宋元之后朝廷对风暴潮灾害的

认知和重视程度远胜以前，到明清时期官方和私

人修纂的沿海地方志、实录、档案等史料日益丰富。

从空间分布来看，风暴潮灾害影响范围覆盖了我

国从北到南几乎全部沿海地区（图 2）。隋唐以

前风暴潮灾害多发生于渤、黄海沿岸；宋元之后

东海沿岸的风暴潮灾害记录日益增多，其中，江

苏、上海、和浙江是风暴潮灾害记录最多的地区，

且集中分布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明清之后南海沿

岸的风暴潮灾害记录逐渐增多。造成上述空间

分布特征的原因是，隋唐以前国家政治和经济中

心在北方，宋元之后国家海洋经济开发核心区向

东南部海域迁移，同时关于东海和南海沿岸的风

暴潮灾害记录也远远超过了渤、黄海沿岸。

历史资料定性描述较多而定量较少，史料文

献中风暴潮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数

量多用“无算”、“无数”（可算作“死亡 100人及以

上”[18]）等表示，但也不乏关于死者千人、万人甚

至几十万人的重大风暴潮灾害的记录。本文共收

集到造成死亡万人以上的风暴潮灾害 52次（图 3），
均发生在东海和南海沿岸地区，其中，江苏、上

海、浙江沿海地区共 44次，且发生月份集中在农

历 6月－8月，这是由于夏季东南沿海地区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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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时期海洋灾害发生情况

Fig. 1    The  occurrence  of  marine  disaster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表 2       不同时期海洋灾害情况

Tab.2    The list of historical marine disaster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时间段
风暴潮 地震海啸 巨浪 海冰

灾年数/发生次数 灾年数/发生次数 灾年数/发生次数 灾年数/发生次数

公元前48年－公元220年（汉代） 9/9 3/3 0/0 0/0
220年－96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十国） 46/51 0/0 2/2 7/7

960年－1271年（宋代和辽、金） 86/104 2/2 2/2 0/0
1271年－1368年（元代） 41/51 4/4 1/1 0/0
1368年－1644年（明代） 206/348 6/6 8/9 2/2
1644年－1911年（清代） 228/524 8/8 16/16 10/10

1912年－1949年 36/157 2/2 11/13 8/8
合计 652/1244 25/25 40/43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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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潮频发，其危害性远大于北方的温带风暴潮。

2.3    地震海啸灾害初步分析

我国沿海海区处于宽广的大陆架上，近海水

深较浅，不具备地震海啸的易发条件，但地震造

成 1～2 m波高的潮水涌上岸的情况有可能发

生。地震海啸的典型特征是，首先海水陡涨瞬时

侵入滨海陆地，然后海水骤然退去，或先退后涨，

有时反复多次，史料对此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水
涨数十丈，近村人居被淹。不数刻，水暴退” [19]，
“海潮退而复涨，鱼船多遭没”[20]。

本文共搜集到地震海啸 25次（表 2和表 3），
最早的地震海啸灾害发生在公元前 47年（西汉

元帝初元二年）的渤海莱州湾沿岸。从时间分布

来看，宋代以前仅有 3次地震海啸，宋代之后共

有 22次地震海啸。从空间分布来看，东南沿海

地区处在地质断裂带上，地震海啸多发，共

13次。浙江温州 1324年－1344年的 11 a间共

发生 3次地震海啸，1344年的地震海啸淹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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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时期风暴潮灾害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storm surge disaster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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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0～15 km，造成大量人员溺亡；台湾及其附

近岛屿清代发生的 4次地震海啸均造成了严重

人员和财产损失，1781年 5月 22日发生在台湾

安平港的海啸危及 3镇 20多个村庄，夺去约

5万人的生命，为世界上 20世纪之前海啸死亡

人数最多的一次。

2.4    巨浪灾害初步分析

本文共搜集到巨浪灾害 43次（表 2），最早的

巨浪灾害发生在 751年（唐代天宝十年）的江苏

沿海，造成数千艘船只沉没。与风暴潮、地震海

啸灾害危害性不同，巨浪灾害经常造成海上船只

沉没及人员溺亡。据初步统计，造成沉船千艘以

上或人员溺亡千人以上的重大巨浪灾害共 8次，

表 4列举了其中 4次的史料记载情况，图 4展示

了 8次重大巨浪灾害的季节分布特征。

从时间分布来看，巨浪灾害史料记载集中分

布在明清至 1949年期间，共 38次。从空间分布

来看，我国从北到南各海域和大部分沿海地区均

遭受过巨浪袭击，其中，渤、黄海沿岸的河北、天

津、山东共发生 8次，东海沿岸的江苏、浙江和

福建共发生 14次，南海沿岸的广东、广西和海南

共发生 21次。从成因来看，台风、冷空气等天气

系统是引发巨浪灾害的主要因素，夏季海上台风

频发，冬末春初海上冷空气较为活跃，夏季（6月

－9月）和冬末春初（11月－次年 2月）巨浪灾害

发生次数较多，分别为 23次和 10次（图 4）。

2.5    海冰灾害初步分析

自古以来，海冰是辽宁、河北、天津、山东等

北方省份沿岸海域冬季发生的一种常规自然现

象，只有当出现大面积、长时间海水结冰和港口

封冻等现象时，才会作为一种海洋异象记录在史

料中。本文共搜集到 27个年份的海冰灾害记

录，最早的海冰灾害发生在 366年（东晋咸康二

年）的渤海湾沿岸。表 5分海域列举了海冰灾害

受灾地区和发生年份，我国古时海冰灾害的影响

范围较大，从北到南波及辽宁、河北、天津、山

东、江苏和浙江沿岸海域。古时的海州海域（现

在的江苏沿海）曾多次出现冬季海水大面积结冰

现象，近千年中国东部气候变化研究表明，我国

在中唐到五代初处于短暂的气候寒冷期 [21]，

621年、821年、822年和 826年海洲湾海冰灾害

应为该气候寒冷期影响所致。2016年 1月海州

湾发生的严重海冰灾害也是由异常低温引起，造

成江苏省连云港市 1.67×103 ha鲜紫菜严重受

损，直接经济损失达 2000万元[22]。

与现代海冰灾害相比，古时海冰灾害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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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月份巨浪灾害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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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历史地震海啸灾害分布年表

Tab.3    Historical  chronology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  tsunami
disaster

发生海域 受灾地区 发生年份

渤、黄海 山 东
公元前47年、171年、173年、1046年、

1270年、1341年、1668年

东海

江 苏 1421年、1670年

上 海 1509年

浙 江 1324年、1327年、1344年

福 建 1604年、1691年、1917年

台 湾 1721年、1781年、1792年、1867年

南海
广 东 1640年、1641年、1824年、1918年

海 南 1605年

表 4       历史重大巨浪灾害列表

Tab.4    The list of major ocean wave disaster in history

发生时间 受灾地区 灾害记录 资料来源

751年 江苏扬州 秋八月乙卯，广陵郡大风，潮水覆船数千艘 《旧唐书·本纪》

1582年 江苏扬州 十月十二日午间，暴起西北风，天日莫辨，崩浪如山，漕舟民船千余艘，一时沉覆俱尽 明万历 《宝应县志》

1663年 广东佛 山 春二月二十六日，暴风疾雨，雷电大作，飘没深井尾海面船只，淹死人民千计 清康熙 《南海县志》

1931年 浙江舟山 7月12日，飓风雨，金塘岛渔舟沉没500余艘，死伤1000余人，许多盐板漂失 《舟山市水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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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现代海冰灾害主要造成航道堵塞、船只

受损、港口封冻等，而古时海冰灾害除产生上述

影响外还会危害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命安全。表 6

列举了 3次人员伤亡严重的海冰灾害，其中

1453年的海冰灾害造成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

死者达万人以上。

3   结　论

（1）历史海洋灾害时空分布分析。本文共搜

集到公元前 48年－公元 1949年海洋灾害 1339
次，其中，风暴潮灾害 1244次，地震海啸灾害 25次，

巨浪灾害 43次，海冰灾害 27次。风暴潮是我国

历代发生最频繁的海洋灾害，隋唐以前主要发生

在渤、黄海沿岸的山东半岛，宋元之后受灾范围

覆盖从北到南全部沿海地区，明清至 1949年期

间风暴潮灾害发生频率最高，且集中分布在长江

三角洲、杭州湾和珠江三角洲沿岸。

（2）历史海洋灾害影响评价。我国历史时期

各类海洋灾害均会对沿海地区居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造成不同程度危害，重大海洋灾害多数由风

暴潮引发，并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等严重危害。

因灾死亡人口数量是反映灾害影响情况最为直

观的灾情指标，据初步统计，死亡万人以上的风

暴潮灾害共 52次，而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海啸、

巨浪和海冰灾害总共才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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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锦州、大连，河北秦皇岛、曹妃甸，

天津塘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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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历史重大海冰灾害列表

Tab.6    The list of major sea ice disaster in history

发生时间 受灾地区 灾害记录 资料来源

1453年 山东日照，江苏连云港、盐城、南通，浙江嘉兴 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 《明史· 五行志》

1670年 江苏连云港
大雨雪，二十日不止，平地冰数寸，海水拥冰

至岸，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
《重修赣榆县志》

1776年 山东烟台 冬，大寒，海冻数十里，船滞海中，履冰死者多 清同治 《黄县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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