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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T/CMAM T19-2018   

土家医药名词术语 

01 总论 

序号 土家族文字 汉语注音 名词 解释 

01.01 Bif zix ser cix pux 毕兹色此普 土家医学 反映土家族对人类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学

学科。 

01.02 Bif zix ser cix pux 毕兹色此普 土家药学 研究土家药基础理论和各种药材，饮片、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

知识的学科。 

01.03 Ser zox 色左 药匠 土家族对医生的尊称。 

01.04 Hux six 服侍 服侍 服侍患者，照料其药食起居的土家医护理技术。 

01.05 Bif zix ser cix pux 毕兹色此普 土家医药学 土家医学与土家药学的合称。 

01.06 Nier zuf bif zix ser 
cix oux 

聂住毕兹色此普 土家医学史 研究土家医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土家医学学科。 

01.07 Bif zix  ser xiox 
banx arcix pux 

毕兹色心汗阿此

此 

土家医医案 土家医记录病情及诊断与治疗过程的文献。 

01.08 Bif zix ser sox 
tirlongx ci pux 

毕兹色所提垄此

普 

土家医养生学 研究土家族传统保健理论和应用的土家医学学科。 

01.09 Xinx hanx ax zir 心汗阿直 传病 毒气相互传播而造成新感染的得病途径。 

01.010 Xinx hanx ar 心汗阿 整病 药匠诊断与治疗疾病。 

01.11 Xinx hanx zaox hux 心汗招扶 防病 未病先防，预防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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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土家医基础理论 

序号 土家族文字 汉语注音 名词 解释 

02.01 Mef nox dax hof 嚜喏打合 天人相应 指人对自然的依存与适应关系。是指导土家医学的基本观念之一。 

02.02 Genx die bax dor 根的巴夺 整体观念 指人体自身整体性并与外环境相统一的思想。是指导土家医学的基本观念之一。 

02.03 Sox dix tur 所起图 三元 对自然界天、地、水的合称。土家医对人体上丶中丶下噐官，体內物质气丶血

丶水等噐官与物质的简称，。 

02.04 Jinx niex mef dix 筋捏脉气 筋脉 由筋、血脉和经脉三部分组成，是沟通和联系人体上下丶内外丶表里的独特系

统。 

02.05 Dur ongx longr 毒翁龙 五毒 风毒、寒毒、湿毒、火毒、草毒五种致病毒气的合称。 

02.06 Af jief af congx 阿借阿冲 肢节 由肢体、骨头和榫组成，是人体的主要运动器官。 

02.07 Lux gax zongx kuix 鲁嘎忠亏 榫 骨与骨相连之处。 

02.08 Kax taox kox bax dex 咔讨可巴爹 上元器官 脑、心、肺等器官。 

02.09 Lox liux ser per dex 倮溜色迫爹 中元器官 肚、肠、肝等器官。 

02.10 Bar tir laf tux dex 八提那土爹 下元器官 腰子、养儿肠、精脬、尿脬等器官。 

02.11 Sif six miex senr dif 四思、灭尔神气 气血精 又称“内三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02.12 Sif six 是思 气 指构成人体及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最微细的物质，同时也具有生理机能的

含义。 

02.13 Miex  灭尔 血 行于脉中，并循环流注于全身，具有营养和滋润作用的红色液体。 

02.14 Sox tie yer caif 所提叶莱 精 ① 广义之精：指人体一切有形精微物质，包括气、血、津液和水谷精微。②

狭义之精：专指男女生殖之精。 

02.15 Yer caif sif six 叶菜是思 精气 人体精与气的统称。 

02.16 Sox tie cer 所提泽 津液 津与液的合称，体内的正常水液。 

02.17 Rir cer cux nier xif 日泽处聂细 精脬 男子藏精之处。 

02.18 Box lir longx bif lax 波立垄被拉 养儿肠 女性发生月信和孕育胎儿的器官。 

02.19 Sif six miex mef dix 是思灭尔脉气 经脉 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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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 Sif six miex dax hof daf 是思灭尔打合大 气血失调 气与血失去相互协调平衡的病理变化。 

02.21 Sif six taf six 是思他思 气虚 由劳倦内伤或重病，久病后元气不足，三元脏器功能低下，抗病能力减弱的病

理变化。 

02.22 Kax pux pur 卡普卜（思列被

翁） 

月信 育龄妇女养儿肠周期性出血的生理现象，多在女子 14-49岁左右期间内发生。 

02.23 Ex cex dongr gaf 尔车咚嘎 精窍 指男性尿道口。 

02.24 Xinx hanx yanr genr 心汗原根 病因 导致人体发生疾病的原因。 

02.25 Duf  毒 毒 对能引发疾病的物质的统称。 

02.26 Sif six duf 是思毒 毒气 对各种致病因素的统称。 

02.27 Wof tux duf  沃图毒 内毒 指体内代谢过程中产生或病变所产生的内生毒气，如粪毒、尿毒、水毒、血毒、

气毒等。 

02.28 Mer tif duf  没替毒 胎毒 婴儿在胎中禀受自母体的热毒。可成为其出生后易发生疱疹诸病的病因。 

02.29 Ref sux duf 热书毒 风毒 具有轻扬开泄，善动不居、向上、向外升发特征的毒气。 

02.30 Bur sir duf 不实毒 麻毒 能引起麻疹病的毒气。 

02.31 Yer duf 叶毒 食毒 可致病的有毒物品或污染食材。 

02.32 Ser duf  色毒 粪毒 粪便不能正常排出，积聚体内而致病的毒气。 

02.33 Tiex per pox xix duf 铁迫坡细毒 蛊毒 微生物和寄生虫释放的有毒致病物质 

02.34 Tiex per duf 铁尔迫毒 虫毒 指有毒昆虫、毒蛇及其它动物致伤病因的统称。 

02.35 Geir duf 格欸毒 热毒 易导致热性病证的毒气的统称。 

02.36 Mef liex sif six duf 没列是思毒 气毒 指空气中的有毒气体或毒素。 

02.37 Wuf dif dix duf 务气起毒 寒毒 指具有寒冷凝滞特性的致病毒气。 

02.38 Kax biex liex duf 卡别列毒 湿毒 指具有黏滞、水湿特征的致病毒气。 

02.39 Ex crx duf 尔车毒 尿毒 指尿液不能正常排出，蓄积于体内或渗入脏器而致病的毒气。 

02.40 Ref duf 热毒 脓毒 指体内火毒灼腐血肉成脓，进入血脉而致病的毒气。 

02.41 Sif six pux cir  是思普尺 气亏 指三元之气不足，脏器功能减弱或衰退，抗病能力差的病理状态。 

02.42 Sif six songr 是思思翁 气阻 
指三元之气受阻，导致机体功能障碍的病理状态。 

02.43 Sif six songx eif 是思思翁欸 气逆 指三元之气向上冲逆的病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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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4 Miex geir 灭尔 格欸 血热 指脏器内火热盛，热侵血脉所致的病理表现。 

02.45 Miex wuf qif qix 灭尔务气起 血寒 
指寒气内客于血脉，凝滞气机，血行不畅所致的病理表现。 

02.46 Miex pux cir  灭尔普尺 血亏 指产血不足或失血过多造成的血少，血的营养功能减弱，组织器官失养的病理

状态。 

02.47 Mianf jiex miex 糆姐灭尔 红血 由谷气、清气和血水组成，运行于索脉，具有营养和濡润机体作用的血液。 

02.48 Xinf gax miex 信嘎灭尔 青血 是指机体消耗了部分谷气和清气后而运行于青筋内的血液。 

02.49 Mef qix 脉气 血脉 由青筋和索筋组成的血道，又称“血管”。 

02.50 Box lir kuaix liaox yer 

caif 

波立块了叶菜 孕精 指具有生殖功能的精微物质。 

02.51 Yer gaf xix yer caif 叶嘎细叶菜 谷精 指由食物中摄取的物质化生的精微营养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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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土家医诊断学 

序号 土家族文字 汉语注音 名词 解释 

03.11 Dif bax dor xif cix pux 地巴夺细此普 诊断学 根据土家医学理论，研究诊察病情、判断病种、辨别证侯的土家医学学科。 

03.01 Six lier mor bax 思列莫巴 问诊 询问知晓病情，了解疾病起因，发生，发展及现状与变化的诊断方法。 

03.02 Xinx hanx bax 心汗巴 看诊 察看病人神色、舌苔和舌态，五官，四肢，皮肤毛发变化的诊断方法。 

03.03 Mef zax mor bax 嚜咱莫巴 脉诊 通过号脉诊察疾病的诊断方法。 

03.03 Bux bur mor bax 补不莫巴 摸诊 以手触摸病处从而诊察了解病情的诊断方法。 

03.05 Ongr dief bax 翁且巴 耳诊 通过察看、触摸耳廓的变化而诊察疾病的诊断方法。 

03.06 Rur mor bax 入莫巴 听诊 用听觉来辨识病人的的语言声音、呼吸、咳嗽等，了解病情的诊断方法。 

03.07 Nanr mor bax  南莫巴 闻诊 通过听觉与嗅觉，了解由病人发出的各种异常声音和气味，以诊察病情的方法，

包括听声音和嗅气味两方面的内容的诊断方法。 

03.08 Jief mix tir bax 借米提巴 指诊 观察指甲、指纹、指形的变化，辅助诊察疾病的诊断方法。 

03.09 Jief lax pir bax 借拉皮巴 掌诊 观察手掌的颜色，辅助诊察疾病的诊断方法。 

03.10 Mer bax 没巴 腹诊 以按触为主，结合问、看、脉诊手段来诊察肚腹部位，了解疾病的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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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土家医治疗学 

序号 土家族文字 汉语注音 名词 解释 

04.01 Zenx nier yanr zer 诊聂原则 治则 对临床的具体立法、处方，用药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治疗疾病时必须遵循

的基本原则。 

04.02 Sax max geir dor 洒马格欸夺 寒者热之 
针对寒性的病证使用温热方药进行治疗的原则。 

04.03 Geir mar sax dor 格欸马洒夺 热者寒之 
针对热性的病证使用寒凉方药进行治疗的原则。 

04.04 Xef max bor dor 谢马剥夺 实者泻之 
针对性质属实的病证采用攻泻方药进行治疗的原则。 

04.05 Pux cir mar bux dor 普尺马补夺 亏者补之 
针对亏虚的病证使用补养方药进行治疗的原则。 

04.06 Zenx nier xi. 诊聂细 治法 以治疗原则为指导，针对不同病证采用的具体治疗方法与手段。 

04.07 Nier longf zenx xif 聂弄诊细 七法 汗法、泻法、赶法、温法、清法、补法、止法 7种土家医治疗大法的合称。 

04.08 Buf niex xix 补聂细 补法 
具有补养作用的治法。 

04.09 Gu ze zhu hiex xix 古泽注捏西 汗法 
具有开通汗窍，驱逐瘟气作用旳治法。 

04.10 Bao niex xix 剥聂西 泻法 
具有驱逐体內结滞，通泄二便作用旳治法。 

04.11 Jie hiex xix 揭聂西 赶法 
具有祛除体內气邪丶血滞作用的治法。 

04.12 Qinx niex xix 清聂细 清法 
具有清热败毒作用的治法。 

04.13 Pif niex xix 屁聂细 吐法 
具有催吐作用的治法。 

04.14 Dar nier xif 达聂细 下法 
具有通便作用的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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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5 Ar pix pix soux niex 

xix 

阿匹匹收聂细 固涩法 具有收敛固涩作用治法。 

04.16 Yer gaf zenx nier xix 叶嘎诊聂细 食疗法 
用具有药理作用的食材治疗疾病的方法。 

04.17 Sif six buf miex longx 

nierx xix 

是思补灭尔垄聂

细 

补气养血法 
用具有益气补血作用的方药或其他手段，治疗气血两虚证的治法。 

04.18 Miex wuf dif dix miex 

zix 

灭尔务气起灭尔

止 

凉血止血 
用具有清热凉血作用的方药或其他手段，治疗血热动血证的治法。 

04.19 Miex buf niex xinx 灭尔补聂细 补血法 
用具有补血液作用的方药或其他手段，治疗血虚证的治法。 

04.20 Yanr buf niex xix 阳补聂细 补阳法 
用具有温补阳气作用的方药或其他手段，治疗阳虚证的治法。 

04.21 Sif six miex tiaor nier 

xif 

是思灭尔调聂细 调和气血法 
用具有理气和和血作用的方药或其他手段，治疗气血不调病证的治法。 

04.22 Miex hof niex xinx 灭尔合捏西 活血化瘀法 用具有活血化瘀，疏通经络作用的方药或其他手段，治疗瘀血凝滞，经络受阻

所致病证的治法。 

04.23 Miex hof duf piex nier 

xif 

灭尔活毒撇聂细 活血解毒法 用具有活血化瘀和通络，祛除毒邪作用的方药或其他手段治疗病证的方法。 

04.24 Geir qinx duf piex nier 

xif  

格欸清毒撇聂细 清热解毒法 用具有清热毒，解热毒作用的方药或其他手段，治疗热炽盛证，火毒证及痈肿

毒等病证的治法。 

04.25 Wor taf piex nier xif 沃塔撇聂细 解表法 
用发汗宣肺的方药或其他手段，祛除肌表之毒气，治疗表证的治法。 

04.26 Mer cox cer jiex nier 

xif  

没挫泽姐聂细 健肚利水法 用具有健肚助运，利水渗湿作用的方药或其他手段，治疗肚肚水肿证的治法。 

04.27 Kex six wuf zenx nier 

xif 

克尔思务诊业西 烧艾疗法 以艾绒为主要材料制成艾炷或艾条，点燃后熏熨或温灼体表腧穴的治法。 

04.28 Sef xianx anx ngax zenx 

nier xif  

麝香安额阿诊捏

西 

麝针疗法 
用香樟的尖牙深刺腧穴治疗疾病的治法。 

04.29 Geir pex zenx nier xix 格欸拍诊聂细 热敷疗法 将发热的物体置于身体的患处或特定部位，产生温热效果以防治某些疾病的治

法。 

04.30 Kax biex liex pex zenx 卡别列拍诊聂细 湿敷疗法 用药液将纱布浸湿敷入患处，并保持敷料的湿润以治疗疾病的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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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r xif 

04.31 Sif biex zenx nier xif 是别诊聂细 推抹疗法 
推法和抹法的统称。 

04.32 Sif biex niex xix 是别捏西 推法 用手指、掌或其他部位着力人体一定部位或穴位顺着用力的方向，作前后、上

下、左右的直线或弧线移动的治法。 

04.33 Ma niex xix 抹捏西 抹法 医生用手指按着病痛部位或体表穴位向一个方抹动的治法。 

04.34 Kux wox zenx nier xif 枯窝诊聂细 熏洗疗法 用药物煎汤的热蒸汽熏蒸患处，并用温药液淋洗局部以治疗各种病证的治法。 

04.35 Kux tong zenx nier xif 枯统诊聂细 熏蒸疗法 用药物加水煮沸后产生的药蒸汽熏蒸患处以治疗疾病的治法。 

04.36 Her nier xif 嚇聂细 刺法 应用特制的针具刺激腧穴或身体的某些部位以防治疾病的治法。 

04.37 Anx ngax tiaox zenx 

nier xif  

安额阿挑诊捏西 针挑疗法 用特制的针具挑破疼痛反应点、浅层皮肤异常点，或挑出皮下纤维物以治疗疾

病的治法。 

04.38 Qier bif bur cif kanx 

zenx nier xif 

切被不次砍诊业

细 

扑灰碗疗法 用特制装有热灰的碗面在患处进行旋转移动湿熨治疗寒性疾病的治法。 

04.39 Rar lier gux lox zenx 

nier xif 

日阿列古倮诊业

细 

蛋滚疗法 将煮熟的蛋趁热置于患处，旋转流动，利用热力祛毒气的治法。 

04.40 Tex ter wuf zenx nier 

xif 

特也特务诊业细 烧灯火疗法 用干灯芯草蘸香油点燃灸灼病处或穴位以治疗疾病的治法。 

04.41 Mix ser sif sif biex 

zenx nier xif  

米色士是别诊业

细 

推油火疗法 用桐油加热后沸腾形成的泡沫作介质，进行推抹治病的治法。 

04.42 Bur sir bux lur zenx 

nier xif 

不实补六诊聂西 刮痧疗法 用边缘光滑的牛角刮痧板或其它刮具，蘸刮痧介质，在体表筋脉循行部位，进

行自上而下，由内向外均匀地反复刮动，刮至局部出现紫红色痧斑的治法。 

04.43 Mix anx ngax zenx nier 

xif 

米安额阿诊聂西 雷火神针疗法 用特制的器具，集针刺、热疗、药物趈导三位一体，在患处进行治疗的治法 

04.44 Mix tix kux har zenx 

nier xif 

米梯苦哈诊业细 扯罐疗法 用特制罐具，利用罐内负压吸附于体表产生热刺激治疗疾病的治法。 

04.45 Ref sux piex dix zenx 

nier xif  

日尔书撇底诊业

细 

提风疗法 用熟热鸡蛋及药物熨脐，提出“中元”风毒之邪治疗疾病的治法。 

04.46 Jir par cer bux zenx 

nier xif 

及爬泽补诊业细 泡脚疗法 
用煮沸后的温热药水浸泡脚部的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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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7 Erf mix zenx nier xif 日尔米诊业细 酒火疗法 

 
医生用特制的药酒燃烧产生火苗的治疗捶在患处反复捶击，手法拍打丶按丶揉

丶捏等治疗疾病旳治法。 

04.48 Lux gax ax sax zenx 

nier xif 

鲁嘎阿洒诊业细 接骨疗法 治疗骨折的治法。包括理筋正骨复位，外敷药物，小夹板固定以及康复技术。 

04.49 Senx tur duf zenx nier 

xif 

声头杜诊业细 斗榫疗法 
用手法整复关节脱臼的治法。 

04.50 Mix ser tor tor ongx 

longr tax zenx nier xif 

色托翁龙打诊聂

细 

五术一体 刀法、针法、火法、药法、水法五种治法的统称。 

04.51 Mier pov zenx nier xif 摸也坡诊业拉细 放血疗法 用瓦针或其它锋利的刀尖或针尖，刺破人体的特定穴位处或体表小血管，放出

少许血液以治疗疾病的治法。 

04.52 Ef lax pux nier xif 二拉卜聂西 藤带疗法 用鲜药藤、茎、树皮纤维制成腰带、手链、头箍等药带状的药材，佩带于特定

部位的治法。 

04.53 Ser mief miex xix 色灭捏西 吹药疗法 用具有管状的植物茎或其它管状实物制作的药用管，将药物吹敷达到患处的治

法。 

04.54 Pax Qier ngax nier xif 苑切额阿聂西 藿麻草拍打疗法 用鲜藿麻草叶直接拍打患处的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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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土家药学 

序号 土家族文字 汉语注音 名词 解释 

05.01 Bif zix ser  毕兹色 土家药 在土家医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包括土家药材，土家药饮片和土家药成药。 

05.02 Weif daox yer longf 味道叶龙 八味 即苦、麻、辣、涩、酸、甜、咸、淡八种土家药味。 

05.03 Xinf zix suanx dex niex  性子爽爹捏 平性 寒热温凉界限不明显，药性平和，作用平缓的药性。 

05.04 Saf geix  核格欸 热性 具有扶阳气、祛寒邪等功能的药性。 

05.05 Wuf dif qix 务气起 冷性 具有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等功能的药性。 

05.06 Ar pix pix ser 阿匹匹色 酸味 能收、能涩的药味。 

05.07 Keif zif zix ser 克欸致子色 苦味 能燥、能泄、能坚的药味 

05.08 Sux par pax ser 书爬趴色 涩味 能收敛、能涩止、能收托的药味。 

05.09 Danf piex piex ser 淡撇撇色 淡味 能渗、能利的药味。 

05.10 Zef six ser 这是色 辣味 能发散、赶气、行血的药味。 

05.11 Hanr weif ser 咸味色 咸味 能下、能软的药味。 

05.12 Mar weif ser 麻味色 麻味 能赶寒、止痛、赶风的药味。 

05.13 Nongf jix jix ser 翁几几色 甜味 能补养、和中缓急的药味。 

05.14 Mix jiex ser 米姐色 赶火药 以清泄体内热毒，治疗里热病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15 Due har naf ser 毒哈那色 败毒药 以清除体内火毒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16 Wor tar jiex ser 恶踏姐色 表药 以赶热赶风，表散外邪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17 Longx tax ser 聋他色 止咯药 以制止或减轻咳吼，祛除痰证或消化痰积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18 Ref sux jiex ser 热书姐色 赶风药 以驱除筋骨、骨肉之间风寒湿邪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19 Yer xiaox ser 叶消色 消食药 以消积导滞，促进消化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20 Cer xiaox ser 泽消色 消水药 以通利小便，渗出水液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21 Har dif zenx nier ser 哈地诊业色 打伤药 以治疗各种暴力所致伤痛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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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2 Tiex pair har ser 铁迫哈色 打虫药 以赶除或杀死虫毒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23 Wox gax tor ser 窝嘎夺色 蛇药 以赶火败毒，消肿止痛为主要功效，用来治疗毒蛇咬伤的药物。 

05.24 Mix geir ser 米格欸色 火疤药 以赶火败毒，敛疮生肌为主要功效，用来治疗烧伤、烫伤的药物。 

05.25 Wuf dif qix jiex ser 务气起姐色 赶寒药 以温散里寒，消除三元脏器寒毒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26 Lox kuaix ser 倮块色 喜药 以促进生育为主要功效，用来治疗不孕症的药物。 

05.27 Lox kuaix tax ser 倮块他色 隔喜药 以避孕，绝经或孕妇溜胎为主要目的的药物。 

05.28 Sif six jiex ser 是思姐色 赶气药 以疏通气道，消除胀满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29 Puf ser 甫色 补药 以补养身体，扶助虚弱，强身祛病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30 Mef dif tongx ser 脉气通色 通经药 以行气活血，疏通经脉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31 Miex hof ser 灭尔活色 活血药 以通畅血行，消散瘀血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32 Miex zix ser 灭尔止色 止血药 以制止人体内外出血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33 Sux par pax ser 苏爬趴色 固涩药 以收敛固涩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34 Dif tax ser 地他色 止痛药 以制止疼痛为主要功效，用来治疗疼痛病症的药物。 

05.35 Ax bax ser 阿巴色 公药 性热，味苦、辣、麻，有毒的药物。 

05.36 Lox huor hueix ser 倮合灰色 温药 以发散表寒，温和中元，温通气血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05.37 
Nir gar ser 

 

尼嘎色 
母药 性平，味甜、淡、酸、咸，无毒的药物。 

05.38 Ser rix 色日 炮制 根据土家药理论，按照医疗、调剂、制剂，贮藏等不同要求及药材自身的性质，

将药材加工成饮片所采取的一系列传统制药技术。 

05.39 
Taf rix niex xix 

 

獭日聂西 
煨制法 

将湿面粉或湿草纸或大树叶包裹药物，置于热火灰中煨至包裹材料焦黑为度的

炮制方法。 

05.40 Cer rax niex xix 
泽日阿聂西 

水飞法 根据药物在水中沉降的性质，取其极细粉末的炮制方法。 

05.41 Tor tor suox nier xix 
托托梭日聂西 

切制法 用手工切铡等方法，将药物切成一定规格的炮制方法。 

05.42 Guax cer qinf niex xix 
古泽侵日聂西 

汗渍法 将药物长时间地紧贴皮肤固定，使人体汗液自然渗透入药材的炮制方法。 

05.43 Mix taf rix niex xix 
米他日聂西 

烤制法 将药物放置于火上烤干的炮制方法。 

05.44 
Tix kux guanf rix niex 

xix 

梯枯官日聂西 
腌制法 将添加炮制辅料的药物放入罐或缸中，将缸和罐口进行密封的炮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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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5 
Suox cer har rix niex 

xix 

所泽哈日聂西 
露制法 冬春时，将药物置于室外利用露水浸制的炮制方法。 

05.46 Lix tie bongr rix  
里提崩日聂西 

埋制法 将药物埋入地下或沙内的药物炮制方法。 

05.47 Mix kux ax gar nier xif 
米枯阿嘎聂西 

焙干法 将药物放在置于火上的瓦片上，通过加热使药物干燥的炮制方法。 

06 土家医方剂学 

序号 土家族文字 汉语注音 名词 解释 

06.01 Huanx zix  方子 方子 在识病辩证的基础上，依据确立的治法，适当的药物配伍组合而成的方剂。 

06.02 Zux ser 主色 主药 对疾病起主导治疗作用，方子中不可缺少的药物。 

06.03 Dax xix ser  打西色 帮药 帮助主药治疗主要疾病的辅助药物或治疗兼症的药物。 

06.04 Dax kef ser 打可色 克药 克制方中药力过強的药物。 

06.05 Lax cox ser 拉搓色 引子药 能引导药物直达病变部位的药物。 

06.06 Huanx zix cix pux 方子此普 方剂学 研究治法与方子配伍规律及其临床运用的土家医学科。 

06.07 Taor nier ser  调聂色 调和药 使方子中药物不同的药物趋于协同作用的使药。 

06.08 Ser lax yer huanx zix 色拉叶方子 单方 单独用某一种土家药治病的方子。 

06.09 Bux nier huanx zix 补聂方子 补剂 具有补益作用的方子。 

06.10 Tongx niex huanx zix 通捏方子 通剂 具有通利作用的方子。 

06.11 Bor nier huanx zix 剥聂方子 泄剂 具有泻下、降泻作用的方子。 

06.12 Sux par pax huanx zix 苏爬趴方子 涩剂 具有固涩作用的方子。 

06.13 Kax biex liex huanx zix 卡别列方子 湿剂 具有润燥作用的方子。 

06.14 Miex hof huanx zix 灭尔活方子 活血剂 以活血化瘀药为主配伍组成，治疗瘀血证的方子。 

06.15 Sif six lax erf huanx 

zix 

是思拉欸方子 行气剂 以调理气机药为主配伍组成，治疗气机郁滞的方子。 

06.16 Sif six af tux huanx 

zix 

是思阿土方子 理气剂 以理气药为主配伍组织，具有行气或降气作用，治疗气滞或气逆证的方子。 

06.17 Wuf qif qix dongr gaf 

tongf huanx zix 

务气起咚嘎痛方

子 

凉开剂 以清热开窍药为主配伍组成，治疗温热病、神志昏迷证的方子。 

06.18 Ax gar xinf zix ganx 阿嘎性子干方子 燥剂 具有燥性的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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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x zix 

 

 

 

 

07 各科疾病 

序号 土家族文字 汉语注音 名词 解释 

   内科  

07.01 Sav dir liaor zenf 沙夺辽症 着凉症 由外邪侵入人体而引起的，以鼻塞、流涕、喷嚏、咽痒或痛、咳嗽、恶寒发

热、头痛、肢体酸楚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 

07.02 Wanr gax lax zenf 王嘎拉症 黄疸症 由湿热之邪侵入人体而引起的，以目黄、肤黄、尿黄为主要表现，伴恶寒发

热、厌油纳呆、恶心呕吐、乏力神疲等临床特征的疾病。 

07.03 Banf bianx seftnx 半边社土 半边风 指突然昏倒、半身不遂、麻木、舌强言塞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 

07.04 Laor jier liaor zenf 劳杰疗症 跳山症 指在炎热或高温环境下劳作，引起心胸烦闷、汗出口干、头晕眼花、呼吸急

促、恶心呕吐、乏力为主要特征的急性病证。 

07.05 Serg ar jier 色嘎结 大关门 由气阴不足，或燥热结内，便结于肠，粪便干结坚硬，难排体外为特征的疾

病。 

07.06 Rux sax 汝洒 眩晕 指以头晕眼花，视物旋转，伴恶心呕吐，汗出面色苍白为特征的疾病。 

07.07 Xiev ov lix kox lox 

Qivlier zenf 

写窝里科倮起例

症 

铁蛇钻心症 是指寄生于肠道的蛔虫钻入胆道，以钻心样腹痛，呕吐“苦水”腹如铁板为

特征的疾病。 

   妇科  

07.08 Mianx jiex kuax 兔姐垮 血崩山 指女人经血如注、量大，有如山崩之势为特征的疾病，又称月事血崩山病。 

07.09 Kax Qiex qiex biev 卡茄茄别 吊茄子 指妇女养儿肠（子宫）露出阴道口，轻者可自行收回，重者不能自行回收，

引起腰痛，下腹胀痛，久则溃烂流黄水为特征的疾病。 

07.10 Ex sex binf 尔舌病 邋遢病 指妇人阴道分泌物增多，或颜色、质、气味异常改变而出现的白带多，色黄、

臭、阴痒、小腹痛为特征的疾病。 

   儿科  

07.11 Ex hur 尔胡 猴儿疱 指小儿以发热，耳下腮部肿痛为特征的急性疫疾。 

07.12 Box lir der zoer taix 波立得走胎 小儿走胎 指小儿喂养不当，乳食不节而引起的面黄肌瘦，肤色无光泽，毛发稀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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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暴露，腹胀如鼓，或清瘦腹凹如舟，体倦乏力，食欲差，心烦口渴，大便

不调，尿清长或如米泔样为特征的疾病。 

07.13 Mar max zuf 麻妈住 出麸子 是指小儿感受疫毒而引起的发热咳嗽，泪水汪汪，口内颊长“麸子”及周身

引起红“麸子”为特征的急性疾病。 

07.14 Longx zuf liex wangr gax 

lax 

扰住咧王嘎拉 胎黄 是指胎儿时期感受湿热之邪，或淤热内阻，出生后全身皮肤，眼巩膜发黄为

主要特征的疾病。 

   五官科  

07.15 Lof ser tir 糯色提 火眼 是指疫邪之毒气外侵白睛而红赤或有血点眼胞红肿、畏光流泪，有沙涩感，

灼痛，着明睁为特征的急性传染性眼病。 

07.16 Rar lof bux 日阿糯补 鸡目眼 指多为营养不良引起的黄昏时视物不清为特征的眼病。 

07.17 Longx sox zir 聋所直 灌蚕耳 指多因热毒侵耳、血腐化脓的耳膜穿洞、耳内流脓为特征的耳病。 

07.18 Six six miv geir 思思米格欸 火牙症 指多因风火之邪引起的牙痛、遇热加重，得冷则减轻，牙龈红肿或牙周出血

为特征的牙病。 

   外科、骨科、伤科  

07.19 Wox gax duor liaor 窝嘎夺辽 毒蛇咬伤 指毒蛇咬后，蛇毒侵入人体引起的急性疾病。 

07.20 Lux gax kor 鲁嘎嘎 断骨 是指骨和软组织的完整性或连续性遭到部分或全部破坏，局部疼痛，肿胀，

运动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 

07.21 Wangr gax lax cer dief gax 王嘎拉泽汽也嘎 黄水疮 指皮肤出现红色丘疹，丘疮疹或水泡，瘙痒融合成片状，抓破后出黄水或清

水为特征的瘙痒性渗出性皮肤病。 

07.22 Ax yer kox bax tix 阿叶科巴剃 鬼剃头 指头皮部毛发突然发生斑片状脱落为特征的疾病。 

07.23 Qix panr  起盘 风团 指突然发作，皮肤出现大小不一，形状不一的水肿性斑块，周围境界清楚，

皮肤瘙痒，风团时起时落，发无定处为特征的疾病。 

07.24 Ganx ger loaf qief gax 干格闹汽也嘎 闹疮 指以手指缝、手腕，肚脐周围，腹股沟、股部等处皮肤发生小水疱，夜间奇

痒为特征的一种急性皮肤疾病。 

07.25 Mer puf lax dief gax 没朴那切嘎 腰带疮 指皮肤出现成簇水疱，沿身体一侧呈带状分布，排列如蛇行，剧烈疼痛为特

征的皮肤病。 

07.26 Qif raf xix Qief gax 气日阿西汽也嘎 漆疮 是指接触生漆后引起的一种皮肤丘疹，瘙痒难忍为特征的急性病症。 

07.27 Ser per longx zenx 色迫聋症 烂胃症 指慢性病程，周期性发作的节律性中上腹疼痛、可有恶心、厌食、反酸、纳

差、腹胀为特征的疾病。 

07.28 Pef tix kex dif 拍体克地 肩膀痛 指以肩膀周围疼痛，肩膀骨节活动障碍为主要特征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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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9 Lux gax cuanx dif 鲁嘎穿地 钻骨风证 指肢体榫头疼痛，痛无定处，关节屈伸不利为特征的疾病。 

07.30 Lux gax af congx dif 鲁嘎阿冲地 骨节风症 指肢体榫头疼痛，尤以膝、踝、腕、肘部榫头多见为特征的疾病。 

07.31 Cer ax laox  泽阿劳 饿水劳 指以多饮、多食、多尿及原因不明的体重减轻为特征的疾病。 

07.32  

Ref sux kax biex liex zenx 

 

热书卡别列证 

 

风痹证 

由风寒湿热之邪侵袭人体或风寒湿邪郁久化热，留滞榫头，痹阻筋脉，致气

血失运或不畅，以致全身大榫头发生疼痛、酸楚、麻木、屈伸不利为主要特

征的疾病。 

07.33 Lax gax hur bor dif 鲁嘎胡剥地 肿痛风证 肢体榫头疼痛，局部红肿、发热，波及 1个或多个榫头。 

07.34 Lux gax pir dif 鲁嘎皮地 破骨风证 肢体榫头疼痛，屈伸不利，痛有定处，局部红肿，活动不便。 

07.35 Kong xaix dif 空底地 颈根痛 多因睡眠姿势不良或外感风寒之邪所致的颈根疼痛，酸胀，活动受限为特征

的疾病。 

07.36 Kox bax dif zenf 科巴地证 头风证 由风寒邪气侵入人体“科巴”（头），所致筋脉不通，以头痛为特征的疾病。 

07.37 Zaf Gix jiux zenf 炸起纠证 歪嘴风 由风寒邪气侵入脸庞，所致筋脉阻滞不畅，出现嘴角歪向另侧，一侧突感松

弛，麻木为特征的疾病。 

07.38 Mef tax cer miv zenf 米嘿他泽证 雷火证 由温热火毒邪气入体所致高热、头剧痛、皮肤紫乌、昏迷、颤抖为特征的疾

病。 

07.39 Miv dor zenf 米夺证 火烧证 由火毒邪入体所致四肢，引起身热恶寒，局部疼痛、红肿、破溃流脓为特征

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