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青海省医疗机构

藏药制剂通用名称翻译技术指导原则

（草案征求意见稿）

为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引导我省中藏药制剂健康发展，

规范和统一藏药制剂名称翻译，体现中藏医药特色，青海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青海

省医疗机构藏药制剂通用名称翻译技术指导原则》，本通告

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一、单味制剂名称翻译原则

1.凡《中国药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卫生部药品标准·藏

药》(1995版)、《青海省藏药标准》(1992版)、《青海省藏

药炮制规范》（2010版）、《青海省藏药材标准》等法定标

准收录的中藏药材、中藏药饮片名称原则上不得音译，应遵

循标准收载名称加剂型的原则。如：诃子汤散、余甘子散、

渣驯膏、藏茵陈胶囊等。

2.相关标准未收载，但基源一致品种可参照其他省份标

准，确无标准可参照或基源均在争议的可直接音译。

3.藏药材人工制成品的名称应与天然品的名称有所区别，

一般应以“人工 XX”加剂型命名。

二、复方制剂名称翻译原则

1.凡《中国药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卫生部药品标准·藏

药》(1995版)、《青海省藏药标准》（一、二）收载翻译名



称应沿用、不得再译。

2.属经典名方、古方、验方的须沿用原名称后再翻译，必

须坚持统一和规范原则，避免同名异方、同方异名的产生。

3.属古籍文献收载方剂，可参照《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

术指导原则》进行命名后再意译，原则如下：

3.1. 采用处方主药名称＋剂型命名后意译，其主药名称

不得音译。如：“�ͩͩ���ݔ����甠”可译为“牛黄降香丸”，“�Ŏ�ā���Ŏ���Ň�

�ͩ���甠”可译为“茜草丸”。

3.2.采用主要功能（只能采用藏医术语表述功能，下同）

＋剂型命名后意译。该类型命名翻译中，可直接以功能命名，

如：如：“�����ā�甠” 可译为“痛风汤散”、“�Ōā�ŌŇ�Ō�����甠”

可译为“通窍散”。

3.3.采用药物味数＋剂型命名后意译。如：“�Ň����Ōɍ���ā�甠”

可译为“七珍汤散”、“Ōā�꜀�”可译为“六良散。

3.4. 采用药物味数＋功效＋剂型命名后意译。如：“���Ŗ���

�����甠”可译为“二十五味短穗兔耳草丸”、“Ō����ͩ��꜀���甠”可

译为“六味定心胶囊”等。

3.5.以药物颜色＋剂型命名后意译。以颜色来命名的方剂

大多因成品颜色有一定的特征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故

据此命名，便于推广与应用，如：“Ōɍ���ͩ��ͩ�����甠”可译为

“白甘露丸”，“�ͩ�����甠”可译为“洁白丸”，“�ͩ���Ŏ�甠”

可译为“红丸药丸”等。



3.6.采用君药或主要药材名称＋功能＋剂型命名后意译。

如：“ݔ�����Ŏ��ā甠”可译为“檀香止痒膏”。

3.7.采用药味数与主要药材名称，或者药味数与功能或用

法加剂型命名后意译。如：“�ͩā�Ŏā��꜀���甠”可译为“六味甘

草散。

3.8. 采用处方来源（不包括朝代）与功能或药名＋剂型命

名后意译。如：“�ā�āŇā�Ŭ����ŌŞ���甠”可译为“章松八味沉香

散”。

3.9.采用功能与药物作用的病位（藏医术语）加剂型命名

后意译。如：“���������ā�甠”可译为“白脉外用散”等。

4.成方藏药制剂音译原则：

4.1．以方中君药命名的方剂译式：君药名＋剂型名，如“�ͩā�

Ō���ͩ���甠”可译为或“香根日布”，其中“香根”为君药“阿

魏”译音，“日布”为剂型“丸”译音。

君药名＋味数＋剂型名方剂译式，如“ŌŇā�����Ōķ���Ŏ��ͩ���甠”

可译为 “榜嘎居松丸”，其中“ŌŇā����”为君药“榜嘎”译

音，“居松”为诸药味数“Ōķ���Ŏ”译音。

君药名＋功效＋剂型名方剂译式，如“�������ā�����甠”可

译为“涩芝当奈散”，其中“涩芝”为君药“�����”的译音，

“当奈”为“�ā�����”的功效译音，剂型为散剂。

２．以主治病证命名的方剂译式，病证名＋剂型名，如“���

���āͩ�ā�甠”可译为“萨奈吉曼丸”。



３．以动物命名的方剂译式，动物名＋味数＋剂型名，如

“Ş���Ōķ�Ō�ͩ甠”可译为“嘉如居玉丸”，其中“嘉如”为动物

“Ş��”的译音，“居玉”为诸药味数“Ōķ�Ō�ͩ甠”的译音，剂

型为丸。

４．以借喻法命名的方剂译式，借喻物＋剂型名，如“���Ň��

�Ň���ā�甠”可译为“达奥诺琼丸”；“�Ň�āŇ��Ŏ甠”可译为“洛君玛

丸”。

借喻物＋味数＋剂型名方剂译式，如“�ā�āŇ�����Ō甠”可译

为“琼昂格瓦胶囊”，其中“琼昂”为借喻物，“格瓦”为

味数，剂型为胶囊。

５．以功效命名的方剂译式，功效＋剂型名，如“�Ǻ���ŜŇ�Ō��

���甠”可译为“筹罗更赛散”，“�����ŇŎ����Ō�ͩ�甠”可译为“展

俊达斯散”。

6．以主药加功效命名的方剂译式，主药＋剂型名＋功效，

如“���ā����ͩ���Ň�甠”可译为“叟麦金稿散”，其中“���ā��”为

君药，功效为“�ͩ���Ň�”，剂型为散。

7．以颜色命名的方剂译式，颜色+剂型名，如“�ͩ�����甠”

可译为“日嘎尔丸”。

处方来源+颜色+剂型名方剂译式，如“�Ō��ŇŌ��ͩ�����甠”可

译为“智托日嘎尔丸”，如“�ɺ��Ň���ā��Ŏ�甠”可译为“宇妥

汤麦散”。

8．以加减方式命名的方剂译式：君药+味数（或功效）+



加味+剂型名的制剂名称，如“�����Ŏ�Ň��Ōķ���ͩ���������甠”可译

为“赛朵居久卡查尔散”

A药+B药+剂型名方剂译式，如“�ͩ�����甠” 可译为“希赛

散”； “ŌŞ���甠” 可译为 “杰阿散”。

9．以方中所含诸药数加功效命名的方剂译式为：所含诸

药数+君药名+功效+剂型，如“��ͩ��ŉͩ�Ŭ���Ō�Ň�ŌŞ�甠”可译为“金

尼阿日交杰散”。

附件一：常用剂型藏文翻译术语

序号 剂型名称 藏文名称 序号 剂型名称 藏文名称

1 汤剂 �ā�甠 2 散剂 ā��Ŏ甠

3 水丸剂 �ͩ���甠 4 酥油丸剂 ā��Ŏ�甠

5 合剂 ���ā甠 6 胶囊 āͩ���Ŏ甠

7 颗粒 ���������ͩ���甠 8 酒剂 ā��āā�甠

9 茶剂 ā���甠 10 煎膏剂 �➲�甠

11 糊剂 ���� 12 片剂 ā����Ō甠

13 糖浆剂 Ŏā��ā�ͩ����� 14 口服液 �����ā�甠

15 贴膏剂 �Ɏ��ā�甠 16 气雾剂 ���ā�甠

17 软膏剂 ���ā�甠 18 栓剂 ��ā���甠

19 滴耳液 �Ņͩ��ā�甠 20 酊剂 ā����甠

21 洗剂 Ō��ā�甠



附件二：常用君药藏文翻译术语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ķ��ā�甠 居岗 �����甠 娄麦

������甠 吉兴 ���ā��甠 叟麦

�Ň�����甠 贝嘎 �ͩā�Ō�甠 香根

�Ň�ɺ甠 果耶 �����甠 涩芝

����甠 达布 ���甠 日达

�Ňā��ͩ甠 君西 �����Ŏ甠 更珍

����Ŏ甠 格耿 �Ō���ā�甠 达桑

Ņͩ��Ņ甠 蒂达 �Ň��甠 果拉

���� 哲嘎 �����甠 欧曲

Ŭ��甠 阿日 Ŭ���甠 阿嘎

�Ōā��ͩ�甠 旺日 ���甠 吉日

����甠ݔ 赞丹 �����甠 渣驯

���ͩ�甠 达丽 �Ň���甠 多泰

Ş��甠 嘉如 ɺā�����甠 永嘎

�ͩ��ͩ甠 丽希 Ŏ��甠 玛奴

�ā�Ş�甠 邦锦 ��Ņͩ� 牡斗

��ā���ā�甠 桑当 ŌŇā��� 旺查

Ŝā�Ŏ�甠 郎梅 ŎǾͩ��Ŏ��甠 阵采

�Ōā��� 旺拉 ɺā�Ō甠 雍瓦



ŌŇā����甠 榜嘎 �Ň����甠 敖色

�ɺ�āͩā�甠 宇宁 ��Ōɍ�甠 露朵

�ā���甠 娘哲 ���Ŏ�甠 西玛

�ā��ͩ甠 榜孜 ����� 嘎那

�ͩ�āā�甠 格旺 ���� 哲嘎

Ɏͩ�Ņā�甠 西当 Ŭ�ā甠 阿瓦

�ā�Ş�甠 邦锦 ŌŇā��� 旺查

��Ňā��� 仲查 Ɏā�Ō甠 斑蝥

���Ņͩ甠 肉豆蔻 ā����甠 桑台

���� 莪大夏 ŞŎ�ā甠 坚木察

��ͩ�Ņ����Ŗ��甠 志达萨增 ��Ŏ�ͩ�甠 杂赤

���甠 嘎嘉 ������甠 周热

Ŏ�����甠 达吉 Ō��甠 巴朱

�ŋā����甠 旁哲 �ͩ���甠 吉杰

����ŎŇ甠 塞毛 ����ͩ甠 扭孜

�ͩ�Ŏͩ� 日牧 �ŗ���Ŏ甠 叶尔玛

���� 拉叉 ŉͩā��Ň甠 娘肖

���� 秀达 ���� 匝塔

ŎŖ��ŎŇ甠 佐姆香 ��Ŏ����甠 坚哲

���āŇ�甠 欧切 ����甠 噶吾

�Ň�Ɏͩ甠 果西 ����甠 格葛

�Ŏ��甠 君木扎 ����ā�甠 吉协



�Ŗ����甠 增巴 ����� 普那

�ͩā�Ŏā�甠 香莪 ���甠 吾苏

��ā���ā�甠 桑当 āŇ��Ň甠 索罗

���ā��甠 勒哲 �Ňā����甠 洪连

� �ͨ�甠 欧贝 Ņ�āͩ� 达周

��Ɏͩ�甠 达西 �ā��ŇŎ甠 唐冲

Ŭ��Ňā�甠 阿仲 ŉ��Ň甠 逆洛

�Ň�ŋ� 索普 ���Ŏ甠 赛玛

���Ň�甠 夏觉 ����Ň�甠 泰觉

Ŭͩ➲�甠 恩札

附件三：常用药味数藏文翻译术语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āͩ���ā�甠 求汤 �ͩ���Ň�甠 尼觉

�ͩ���ā�甠 尼汤 �Ŏ��Ň�甠 松觉

��Ŏ��ā�甠 松汤 Ō�ͩ��Ň�甠 玉觉

Ō�ͩ��ā�甠 御汤 ���Ň�甠 阿觉

���ā�甠 阿汤 ꜀���Ň�甠 舟觉

꜀���ā�甠 舟汤 Ōɍ���Ň�甠 顿觉

Ōɍ���ā�甠 顿汤 ŌŞ���Ň�甠 杰觉



ŌŞ���ā�甠 杰汤 ����Ň�甠 苟觉

����ā�甠 苟汤 Ōķ��Ň�甠 居觉

Ōķ��ā�甠 居汤 ��ͩ���甠 久巴

��ͩ���甠 尼巴 ��Ŏ��甠 松巴

Ō�ͩ�Ō甠 玉巴 ��Ō甠 阿瓦

꜀���甠 舟巴 Ōɍ���甠 顿巴

ŌŞ���甠 杰巴 ���Ō甠 苟瓦

Ōķ�Ō甠 居瓦 Ōķ���ͩ� 居久

Ōķ���ͩ�甠 居尼 Ōķ���Ŏ甠 居松

Ōķ�Ō�ͩ甠 居玉 Ō�Ň��甠 交瓦

Ōķ�꜀� 居舟 Ōķ�Ōɍ�甠 居顿

Ō�Ň�ŌŞ�甠 交杰 Ōķ��� 居苟

�ͩ��甠 尼西 ������ͩ� 尼久

������ͩ�甠 尼宁 ������Ŏ甠 尼松

����Ō�ͩ甠 尼玉 �����甠 尼阿

����꜀� 尼舟 ����Ōɍ�甠 尼顿

����ŌŞ�甠 尼杰 ������甠 尼苟

�Ŏ�Ōķ甠 松居 �Ň���ͩ� 索久

�Ň���ͩ�甠 索尼 �Ň���Ŏ甠 索松

�Ň�Ō�ͩ甠 索玉 �Ň��甠 索阿

Ōɍ��ķ甠 顿居 ŎāŇ��Ōɍ�甠 确顿



附件四：常用借喻物藏文翻译术语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ā�ā��甠 琼钦 Ɏ��ā�甠 夏琼

�����甠 达协 �ā�āŇ�甠 琼高

Ŏ���Ň�甠 美觉 �ā�ā��甠 琼钦

�Ň����甠 敖赛 āŇ��Ŏ��甠 高玛卡

�ā�āŇ�甠 琼昂 �ā��Ŏ�甠 琼麦

��ͩ甠 达斯 � �ͨ甠 然那

附件四：常用颜色藏文翻译术语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Ň甠 噶保 ā���� 曼那

ā���Ŏ�甠 曼麦 �����Ň�甠 赛觉

āŇ���Ň甠 恩保 ����Ň甠 木布

�����Ŏ�Ň� 赛朵 �ͩ���� 仁那



�ā��Ŏ�甠 汤麦 ������ā�甠 赛汤

附件五：处方来源藏文翻译术语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ā��Ň甠 嘎罗 �ɺ��Ň� 宇妥

�ā�āŇā�甠 章松 �����Ŏ�甠 帝玛尔

Ŏ����ǾŇ甠 堪卓 ͩ��Ņͩ� 森蒂

��� 萨热 �Ō��ŇŌ甠 智托

�����Ň甠 达波 ��Ňā���甠 仲泽

Ɏā����甠 香勒 ������甠 斯勒

附件七：药物作用的病位藏文翻译术语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甠 卡查尔 �Ň��Ŏ�甠 霍尔美

��Ŏ��ͩ甠 坚姆孜 �ͩ����甠 那日哈

Ō��甠 泻 ɍ��甠 德



Ōɍ� 斗 �� 秀

�Ŏ�甠 泷 ��ā�甠 那曼

�ŌŎ甠 斑 ��ā���Ŏ甠 香阵

����ɍ� 热德 �Ň��ͩ甠 苏孜

附件八：其他词汇藏文翻译术语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藏文名称 音译名称

Ō�Ŏ��ŋ��甠 桑培 �Ň���甠 诺布

�ͩ�Ɏ��甠 希协 āŇ���Ŗ��甠 索曾

Ō���Ɏ��甠 德协 Ŏ��ā� 曼阿

�ɺ��ͩ�甠 玉志 ��ŌŇ甠ݔ� 佐沃

ŉŇŎ����甠 茑木旦 ��ā�Ō甠 桑瓦

āŌ������甠 倩展 ā���ŎŇ甠 钦莫

�Ň���Ň甠 伦宝 Ōɍ���ͩ甠 德孜

Ō�ͩ���Ň�甠 斯觉 Ŏ��ā� 曼阿

�ā�ā��甠 汤倩 ��Ŏ��Ō��甠 桑德

ā��Ŏ�甠 曼麦 ķ���ͩ�甠 居日尼

�ā�����甠 当奈 Ŏ�ͩ���Ňā�甠 赤浚

�ͩ��ā��甠 仁青 Ōݔ���甠 佐达

�����Ň�甠 查交 �ɺ��ͩ�甠 玉志



Ō������甠 德吉 �ɺ��Ş�甠 玉杰

���Ŗ��甠 布增 �Ǻ���ŜŇ甠 筹罗

��ͩ��ŉͩ甠 金尼 ŜŇ���甠 洛采

����ŌŇ甠 华吾 Ō�����甠 更赛

Ŏ�Ŏ�Ōā��甠 年木司 ������Ň甠 念保

�ͩ���Ň�甠 金稿 �ͩŎ��Ŝā�甠 仁松

����ā�甠 秀琼 ɍ����ŇŎ�甠 德君

附件九：常用成品药藏文翻译术语

Ō���Ɏ�����ŌŇ�甠 待协其居 Ōɍ���ͩ��āͩ��Ň�甠 德孜曲瑟

�ā��甠 琼阿 Ŏ��ā��Ō�ͩ���Ň�甠 曼阿斯觉

�Ň�āŇ��Ŏ甠 洛君玛 ����Ň��ɺ�Ş�甠 木布玉杰

���Ň���Ň���ā�甠 达奥诺琼 ŋ��ŎŇ����甠 帕莫珠巴

�ͩ�����甠 日嘎尔 �ͩ���ā����Ň� 日月逆行

Ɏ���ͩā������甠 西让留来 �ͩ�����甠 志嘎汗

��甠ݔ���ͩ� 斯卡杂扎 �����ŇŎ����Ō�ͩ�甠 展俊达斯

Ōͩ�Ŏ��甠 布玛拉 �Ɍ���ā�甠 赤汤

��Ň�Ɏ����ͩ���ͩ�甠 索协尼吉 ����������ɍ��甠 石榴绫伞

��ͩ������Ō��ǾŇ�甠 久协更卓 �Ň�ā���Ō���ŇŎ�甠 多杰然君

�Ō��ŇŌ��ͩ�����甠 智托日嘎 �Ō���Ŏ�ā��Ŏ�甠 巴桑曼玛

ŎŇ����āͩ�ā�甠 妇科总汤 �Ɏā������Ň��ŋ��甠 央金罗培

�ā��甠 琼阿 Ŏͩ������āͩ�ā�甠 幕其吉曼

������āͩ�ā�甠 萨奈吉曼 �Ō���Ŏ�Ŝ��ā�甠 巴桑拉隆



�Ň�����Ōā�Ş�甠 闹布旺杰 ������Ōɍ���ͩ�Ŏ甠 达协德孜玛

�ā���Ɏā���ͩ���甠 仓扬日布 �Ŏ���Ň��Ŏ甠 堪果玛

�ā��Ŏ�������甠 当玛曲珍 ā�Ōā����Ň��Ō甠 擦萨交瓦

ā�Ŏ�Ŏ��ͩ���甠 恰年日布 ŗ�Ŏ�꜀ā���Ɏͩ�甠 亚玛仲金

�Ŏ��������Ň� 阵布瑟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