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内外蒙古十盟会名称的固定及其时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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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外扎萨克蒙古十个盟会的名称是以其会盟地点命名的。清初各盟会的会盟地点未固

定，亦无盟名。康熙年间会盟地点固定下来，随之以会盟地点的名称作为盟会的名称，盟会名称逐

渐固定下来。内扎萨克六个盟会的名称于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或四十九年全部固定。至雍正六

年（１７２８）内外扎萨克十盟会的名称全部固定。但是，喀尔喀四盟会因为雍正七年爆发的清朝与准

噶尔的战争，其西部三盟游牧地东移，乾隆五年重返故地后会盟地发生变化，至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新会盟地点固定。同年清廷给内外蒙古十盟会盟长颁发印信，印文中以会盟地作为盟名。自此内

外扎萨克蒙古十盟会的名称全部固定下来，再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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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盟旗制度是清朝在外藩蒙古推行的军事和行政制度，①清初外藩蒙古若干扎萨克旗在一

处定期会盟，检阅兵丁、审理刑狱，组成一个盟会，康熙年间漠南和漠北十个盟会的会盟地点先

后固定下来，故以其会盟地名作为盟名。雍正年间设立的盟会没有盟名，如青海蒙古二十九扎

萨克旗于察罕托罗海会盟，由驻西宁办事大臣主持，道光朝改设为左、右翼两个盟，这些盟都没

有盟会名称；曾在漠北推河一带以厄鲁特诸扎萨克设立的盟会，亦无盟名。② 而乾隆年间以漠

西蒙古设立的诸盟会都有盟名，由清高宗赐名。如乾隆十九年，杜尔伯特部“三策凌”率部归附

后，赐名“赛因济雅哈图部落”，后设立赛因济雅哈图左、右翼两盟。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

渥巴锡汗率领部众从伏尔加河流域来归，给旧土尔扈特部赐名“乌诺恩苏珠克图部落”，后设立

乌诺恩苏珠克图南、北、东、西四路（盟），即四个盟会。给新土尔扈特舍楞部赐名“青色特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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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特别项目“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子项目《盟旗制度史》”（批准号：

ＭＺＷＨ２０１４－０２６）研究成果之一。

漠南蒙古四十九扎萨克旗为内扎萨克，其余以漠北、漠西的喀尔喀、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辉特、绰罗斯、额

鲁特等部人所设扎萨克旗为外扎萨克。见嘉庆《大清会典》（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卷５０《理藩院·旗籍清吏司》，第

２３３５页；卷５２《理藩院·典属清吏司》，第２３９７－２３９８页。本文所谓内外扎萨克十盟会，主要指内扎萨克六盟会和喀尔喀四

盟会。

佟佳江：《清雍正年间厄鲁特盟史实钩沉》，《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图部”，后设立青色特启勒图盟；给杜尔伯特部恭格所部赐名“巴图色特启勒图部”，后设巴图色

特启勒图盟。由皇帝赐名的盟会，盟名和时间都很清楚，而内外扎萨克蒙古十盟会名称何时出

现？何时固定下来的？不见于史籍记载。

清朝最早在内扎萨克蒙古（漠南蒙古）建立了盟会制度。崇德年间分三处会盟，即科尔沁

十旗在滔里河（即洮尔河）波洛代刚甘（ｔｕｕｒｙｉｎγｏｏｌｕｎｂｕｌｕｄａｉγａｎｇγａｎ）地方会盟，敖汉等十

三旗在西拉木伦河乌兰布尔噶苏（ｓｉｒａｍｒｅｎｉｕｌａγａｎｂｕｒγａｓｕｎ）地方会盟，喀喇沁、土默特两

部四旗在迈赖滚俄罗木（ｍａｙｉｌａｎｙｉｎｇūｎｏｌｏｍ）地方会盟。这是后来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

三盟的滥觞。① 顺治年间于西部增设三处盟会，即后来的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三盟，

形成了内扎萨克六个盟会。② 顺治年间六盟的会盟地点不见于史籍记载，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

的一份满文题本反映了理藩院指授东部科尔沁等三盟会盟地的一些信息，其内容转写和汉译

如下：

朱批：ｅｒｅｃｕｌｇａｎｄｅｉｓａｒａｊｕｗａｎｅｍｕｇūｓａａｂｕｎａｉｃｉｎｗａｎｇｎｉｊａｋａｄｅｉｓａｋｉｎｉ．

ｗｅｓｉｍｂｕｒｅｎｇｇｅ

ｔｕｌｅｒｇｉｇｏｌｏｂｅｄａｓａｒａｊｕｒｇａｎｉａｌｉｈａａｍｂａｎａｊｉｄａｒａｓｅｉｇｉｎｇｇｕｌｅｍｅｗｅｓｉｍｂｕｒｅｎｇｇｅｃｕｌｇａｎｉｓａｒａｂａｉｊａｌｉｎ：

ｄａｃｉｋｏｒｃｉｎｉｅｒｇｉｄｅｃｕｌｇａｎｉｓａｂｕｍｂｉｈｅｔｅｋｏｒｃｉｎｉｊｕｗａｎｇūｓａｂｅｔｕｓｉｙｅｔｕｃｉｎｗａｎｇｎｉｊａｋａｄｅ．ｃａｈａｒ．ｊｕｗｅｊａｒｕｄ．

ｊｕｌｊａｇａｅｆｕｊｉｙūｎｗａｎｇ．ｊｕｗｅｂａｒｉｎ．ｊｕｗｅｏｎｇｎｉｙｏｄ．ａｏｈａｎ．ｎａｉｍａｎ．ｋｅｓｉｇｔｅｎ．ｅｒｅｊｕｗｅｅｍｕｇūｓａｂｅｂａｉ

ｄｕｌｉｍｂａｄｅ．ｊｕｗｅｋａｒａｃｉｎ．ｊｕｗｅｔｕｍｅｄｂｅｉｎｅｋｕｂａｉｄｕｌｉｍｂａｄｅｉｓａｂｕｍｂｉｈｅ．ｉｊｉｓａｈūｎｉｄａｓａｎｉｕｙｕｃｉａｎｉｙａ．ｃａｈａｒ

ｉｇｕｒｕｎｉｅｆｕａｂｕｎａｉｃｉｎｗａｎｇｂｅｈｅｓｅｉｃｕｌｇａｎｉｓａｒａｄｅｉｓａｋｉｎｉｓｅｈｅｂｅｄａｈａｍｅ．ｔｅｅｒｅｃｕｌｇａｎｄｅｅｒｅｊｕｗａｎｅｍｕ

ｇūｓａｂｅｕｊｕｌａｈａｗａｎｇｂｅｄａｈａｍｅｇｕｒｕｎｉｅｆｕａｂｕｎａｉｃｉｎ ｗａｎｇｎｉｊａｋａｄｅｉｓａｂｕｒｅｕｅｒｅｉｊａｌｉｎｇｉｎｇｇｕｌｅｍｅ

ｗｅｓｉｍｂｕｈｅ．ｈｅｓｅｂｅｂａｉｍｂｉ：ｉｊｉｓｈūｎｉｄａｓａｎｉｊｕｗａｎｊｕｗｅｃｉａｎｉｙａｎａｄａｎｂｉｙａｉｊｕｗａｎ：③

汉译文：

朱批：此次会盟的十一旗于阿布鼐亲王处会集。

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谨奏为会盟之地事。向来科尔沁十旗在土谢图汗亲王处会盟，察哈尔、二扎鲁

特、珠勒扎干额附郡王（阿鲁科尔沁）、二巴林、二翁牛特、敖汉、奈曼、克什克腾此十一旗在其适中地点会集，二

喀喇沁、二土默特亦仍在其适中地点会集。遵顺治九年准察哈尔固伦额驸阿布鼐亲王赴盟会之谕，今此会集

之十一旗随其为首之王于固伦额驸亲王之处会盟，为此谨奏。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十日。

这三个盟会就是后来的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阿布鼐为察哈尔林丹汗子，其兄扎

萨克和硕亲王额哲于崇德六年（１６４１）去世，阿布鼐于顺治五年袭爵。④ 顺治九年，理藩院奉旨

令阿布鼐亲王参与会盟，故顺治十二年题请将察哈尔等十一旗会盟地点改在阿布鼐亲王旗境

内举行。敖汉等十一旗原在本盟适中地点会盟，因为阿布鼐亲王参与会盟，将会盟地改在“为

首之王”阿布鼐之处，科尔沁十旗则一直于土谢图亲王处会盟。清初将察哈尔和科尔沁两部都

称之为国（ｕｌｕｓ），察哈尔汗后裔阿布鼐亲王和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地位特殊，故清廷将该盟的

会盟地设在其旗境内，不过题本中没有称之为盟长，而称“为首之王”。清朝在各盟会设立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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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文编辑：《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篇，第２５９页；第９篇、第２３８

页；第１７篇，第２５６页。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５５页。

乌云毕力格、宋瞳：《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以理藩院题本为中心》，《清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十日《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题请察哈尔等十一旗于固伦伦额附阿布鼐处会盟本》，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第１２０－１２１页。本文所引用满、蒙文档案的汉译文和罗马字母转写皆为作者本人翻译和转写，如有错误，请读者指正。

《清世祖实录》卷３６，顺治五年二月丁卯条。



的时间不详，康熙年间才见诸史籍。

清前期的盟会不是常设机构，无日常行政职能，每届三年各扎萨克集会一次，会盟地点亦

不固定，以故《实录》等史籍不载。内扎萨克蒙古盟会的名称首次出现于史籍的时间是雍正十

二年，提到乌兰查卜（即乌兰察布）、西林郭尔（锡林郭勒）、集鲁穆（哲里木）等三个盟的名称，①

六盟会名称全部一次性出现则在乾隆二年有关六盟防秋兵的记载。② 雍正末年清朝与准噶尔

对峙，内扎萨克以盟会为单位出兵防秋，盟名才见于史籍。

近年对内扎萨克六盟会名称和盟会形成时间的研究有所进展，屈罗木图发现内扎萨克六

盟的名称全部见于雍正六年档案，并探讨了乌兰察布盟的形成时间。③ 玉海指出昭乌达、哲里

木两盟名称更早见于康熙四十九年档案，并考证了昭乌达盟的形成时间及其会盟地。④ 新近

出版的《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又提供了一些新史料。以下结合有关记载对内外扎萨克蒙古

十盟会名称的固定及其时间作进一步探讨。

二

杭锦旗档案中一份康熙四十一年的蒙古文折件具有重要价值，这里先将其转写和汉译

如下：

○γａｄａγａｄｕｍｏｎｇγｏｌｕｎｔｒｙｉｊａｓａｑｕｙａｂｕｄａｌｕｎｙａｍｕｎｕｂｉ̌ｃｉｇ．ｏｒｄｏｓｕｎｑｏｓｉγｕｎｉｂｅｙｉｓｅｄüｇüｒｅｎｇ

ｔａｎｄｕｒｉｌｅｇｅｂｅ．ｍａｎｕｙａｂｕｄａｌｕｎｙａｍｕｎａ̌ｃａａｙｉｌａｄｑａγｓａｎａｎｕｔｏγｔａγａγｓａｎａｎｕγａｄａγａｄｕ ｍｏｎｇγｏｌｄｕｒ

γｕｒｂａｎｊｉｌｕｎｅ̌ｃüｓｄüｒｎｉｇｅｎｔ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γａｒ̌ｃｕｙａｌａｓｉｇüｒｅ．ｅｒｅｋｅｍｊｉｙｅｌｅｒｅｉｌｅｇｅｍüｋｅｍｅｊüｋüｉ．ｅｙｉｍüｙｉｎ

ｔｕｌａｅｎｅｊｉｌｅｒｅｋｅｍｊｉｙｅｌｅｒ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γａｒｕｙａ．ｉｌγａｂａｓｕｕｒｉｄａｄ̌ｃｉｎｙｉｓüｎｊａｓａγｕ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ｉｎｉｇｅｎｊａｍｉｙａｒ

γａｒ̌ｃｕｑｏｙａｒｑａｒａ̌ｃｉｎｑｏｙａｒｔüｍｅｄｉｊｏｓｏｔｕｙｉｎ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ｏｕｑａｎｎａｉｍａｎｑａｌｑａｙｉｎｂｅｙｉｌｅｌｕｂｓａｎｇ

ｑｏｙａｒｊａｒγｕｄｑｏｙａｒｂａγａｒｉｎａｒｕｑｏｒ̌ｃｉｎｋｅｓｉγｔｅｎ（ｋｅｓｉｇｔｅｎ）ｑｏｙａｒｏｎｇｎｉγｕｄｉｍｏｎ̌ｃｏγｕｎｑｏｙｉｔｕｊａγｕｎｕｄａｙｉｎ

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ａｒｂａｎｑｏｒ̌ｃｉｎｉｍｎｋüｕｒｉｄｕｃ̌ｉγｕｌγａｎｃ̌ｕγｌａγｓａｎｊｅｒｉｍüｎ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

ｑｏｙａｒüｊüｍǚｃｉｎｑｏｙａｒｑａγｕ̌ｃｉｄｑｏｙａｒａｂａγａｑｏｙａｒａｂａγａｎａｒ０２／０３ｑｏｙａｒｓüｎｉｄｉｑｕｒｑａｑａｙａｙｉｎ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ｎ

ｃ̌ｉγｕｌγａｎ．ｄｒｂｅｎｋｅüｋｅｄｑａｌｑａｙｉｎｄａｒｑａｎｃ̌ｉｎｗａｎｇｍｕｕｍｉｎｇγａｎγｕｒｂａｎｕｒａｄｉｕｌａｎｃ̌ａｂｕｎ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ｎ

ｃ̌ｉγｕｌγａｎ．ｊｉｒγｕγａｎｏｒｄｏｓｉｙｅｋｅｊｕｕｙｉｎ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ｋｋｅｑｏｔａｎｕｑｏｙａｒｔüｍｅｄｉｋｋｅｑｏｔａｎｕ

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ｎａｉｍａｎｑｏｓｉγｕｎｕｎｅｇüｋüγａｊａｒｕｎ̌ｃａｑａｒｉｑａｒａｂａｌγａｓｕｎｄｕｒｎｉｇｅ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ｃｕγｌａγｕｌ

ｕｎｂüｌüｇｅ．ｅｙｉｍüｙｉｎｔｕｌａｄ̌ｃｉｎｙｉｓüｎｊａｓａγｉｍｎｋüｕｒｉｄａｃ̌ｕγｌａγｕｌｕγａγａｎｙｏｓｏγａｒｎｉｇｅｎｊａｍｉｙａｒｂｏｌγａｊｕ

ｃ̌ｉγｕｌγａｎγａｒｕｙａ．ｉｌγａｂａｓｕ，ｕｒｉｄａｑａｒａγｕｌｕｎｄｏｔｏｒａｓａγｕγｓａｎｑａｌｑａｊａｓａγｕｄｉ̌ｃｍｄ̌ｃｉｎｙｉｓüｎｑｏｓｉγｕｎｕ

ｊａｓａγｕｄｕｎｔｕｎ（ｔｕｎｇ）ｏｙｉｒａｃ̌ｉγｕｌγａｎｕ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ｃｕγｌａγｕｌｊｕｑｕｉｅｄüｇｅｑａｒａγｕｌｕｎｄｏｔｏｒａｓａγｕγｓａｎｑａｌｑａｙｉｎ

ｊａｓａγｔｕｑａｎ̌ｃｉｎｗａｎｇｓｅｗａｎｇｊａｂ⑤ｂｅｙｉｌｅｌａｍａｊａｂｉｍｎｋüｋｋｅｑｏｔａｎｕｃ̌ｉγｕｌγａｎｄｕｒ̌ｃｕγｌａγｕｌｕｙａｑａｌｑａｙｉｎ

ｊａｓａγｕｎｔａｙｉｊｉ̌ｃｏｙｉｊａｂｉｍｎｋüｕｌａｎ̌ｃａｂｕ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ｄｕｒ̌ｃｕγｌａγｕｌｕｙａ．ｇｅｌｅｄüｎｂｅｙｉｌｅｂａｔｕｒｅｒｋｅｊｉｎｏｎｇｑａｌｑ

ａｙｉｎｇüｎｇｓｏｎｏｍｉｓｊａｂｊａｓａγｕｎｔａｙｉｊｉｑｏｙｉｄｌｏｂｓａｎｇｉｏｒｄｏｓｕｎｙｅｋｅｊｕｕｙｉ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ｄｕｒ̌ｃｕγｌａγｕｌｕｙａｋｅｍｅｍü

ｋｅｍｅｎａｙｉｌａｄｑａγｓａｎｄｕｒｊａｒｌｉγｋｅｌｅｌ̌ｃｅｇｓｅｎｙｏｓｏγａｒｂｏｌγａｋｅｍｅｂｅ．ｅｎ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ｄｕｒｄｏｔｏγａｄｕｓａｙｉｄｇüｎｇ

ｂｕｒｂｕｎｍｅｉｒｅｎüｊａｎｇｇｉｊｏｏｌａｉｄｅｄｔüｓｉｍｅｌ̌ｃａｎｇｕｔｅｒｉｇüｎｊｅｒｇｅｙｉｎｋｉｙａｉｎｄａｔａｎｏｄｏｍｕ．ｊａｓａγｕｄａ̌ｃａｄｏｒｏγ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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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清世宗实录》卷１４４，雍正十二年六月庚戌条，庚申条；卷１４７，雍正十二年九月丁酉条。

《清高宗实录》卷４３，乾隆二年五月下丁未条。

屈罗木图：《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考述》，《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玉海：《清代昭乌达盟的形成及其会盟问题探析———以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为中心》，《国学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ｓｅｗａｎｇｊａｂ为ｃ̌ｅｗａｇｊａｂ之误，《清圣祖实录》蒙古文记作ｃ̌ｅｗａｇｊａｂ，《清圣祖实录》卷１５１，康熙三十年五月丙戌条，影

印蒙古文《清实录》第１２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３０页。



ｂａγａｋｇｅｇ̌ｃｉａｒｂａｎｇｅｒüｎｄａｒｕγａａ̌ｃａｄｅｇｅｇｓｉｂａｓａａｌｉｂａｊａｒγｕｌａｑｕｊａγａｌｄｕｑｕｋｅｒｅｇｂｕｉｂｏｌｂａｓｕｑｏｌｂｏγｄａγｓａｎ

ａｒａｄｋｎｄｌｅｎｇｅｒｅ̌ｃｉｋüｍüｎｉｊａｓａγｕｄａｂ̌ｃｕ̌ｃｉγｕｌγａｎｉ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ｃｕγｌａγｕｌ．ｂａｓａｙａｂｕｄａｌｕｎｙａｍｕｎｄｕｒｊａγａｌｄｕｊｉ

ｃ̌ｉγｕｌａγａｎｄｕｒｋｅｌｅｌ̌ｃｅｔüｇｅｉｋｅｍｅｇｓｅｎｋｅｒｅｇüｎｄｏｔｏｒａｑｏｌｂｏγｄａｑｕａｒａｄｋｎｄｌｅｎｇｅｒｅ̌ｃｉｋüｍüｎｉｍｎｋüａｂ̌ｃｕ

ｃ̌ｕγｌａγｕｌ．ｋｅｒｂｅｒｊａγａｌｄｕγｓａｎｋｅｒｇüｎｄｏｔｏｒａｋｎｄüｌｅｎｇｅｒｅ̌ｃｉüｇｅｉｂｇｅｓüｋüｌｉｙｅｊüａｂ̌ｃｕｓｉｇüｋüüｇｅｉ．ｂａｓａ

ｂｕｓｕｑｏｓｉγｕｎｉａｒａｄｕｎｌｕγａｊａγａｌｄｕｑｕｋｅｒｅｇｂｕｉｂｏｌｂａｓｕｊａγａｌｄｕγｄａγｓａｎｋüｍüｎｉｑｏｓｉγｕｎｕｊｉγａγｓａ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

ｕ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ｏｄ̌ｃｕｊａγａｌｄｕγｔｕｎ．ｂａｓａｄｏｔｏｒａｙｉ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ｕａｒａｄｑａｒａγｕｌγａｄａｎａｓａγｕγｓａｎｑａｌｑａｌｕγａｊａγａｌｄｕｑｕ

ｋｅｒｅｇｂｕｉｂｇｅｓü０３／０４ｑａｌｑａｙｉ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ｊａγａｌｄｕｒａｏｄｕγｔｕｎｄｏｔｏｒａｃ̌ｉγｕｌγａｎｄｕｒｊａγａｌｄｕｂａｓｕｔｏγａｑｕüｇｅｉ

ｃ̌ｉγｕｌγａｎｂｅｌｅｄｋüａｌｉｂａｊüｙｉｌüｙａγｕｍａｃ̌üｍ ｕｒｉｄａｙｉｎｙｏｓｏγａｒｂｅｌｅｄｅｋｅｇｔüｎ．ｅｇüｎüｔｕｌａｉｌｅｇｅｂｅ：ｅｎｇｋｅ

ａｍｕγｕｌａｎｇｕｎｄ̌ｃｉｎｎｉｇｅｄüｇｅｒｏｎｊｕｎｕｔｅｒｉｇüｎｓａｒａｙｉｎｑｏｒｉｎ．
①

汉译文：

理藩院文，札鄂尔多斯贝子都棱等。本院奏，原定外藩蒙古三年之末会盟一次，钦派［大臣］审理刑狱、比

丁。故今年举行比丁会盟。据查原四十九扎萨克会盟为一路，二喀喇沁、二土默特于卓索图之地为一会；敖

汉、奈曼、喀尔喀贝勒罗卜藏，二扎鲁特、二巴林、阿鲁科尔沁、克什克腾、二翁牛特（等旗）在门楚克之北的昭乌

达之地为一会；十科尔沁仍在之前会盟之哲里木之地为一会；二乌珠穆沁、二浩齐特、二阿巴噶、二阿巴哈纳

尔、（０２／０３）二苏尼特于呼尔哈哈雅（即呼尔罕哈雅）之地为一会；②四子部、喀尔喀达尔罕亲王、茂明安、三乌

拉特于乌兰察布之地为一会。六鄂尔多斯于伊克昭之地为一会。呼和浩特（ｋｋｅｑｏｔａ）二土默特于呼和浩特

之地为一会；八旗游牧察哈尔于哈喇巴拉噶逊为一会。由此，四十九扎萨克仍依原先会盟之例为一路举行会

盟。据查原居于卡伦内之喀尔喀扎萨克等均于四十九旗扎萨克内距离最近处之盟会参加会盟。现居卡伦内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亲王策旺扎布、贝勒喇嘛扎布仍在呼和浩特一会会盟。③ 喀尔喀扎萨克台吉垂扎布仍在乌

兰察布一会会盟。④ 厄鲁特贝勒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即阿拉善旗扎萨克———引者）、喀尔喀公索诺木依斯扎

布、⑤扎萨克台吉辉特罗卜藏于鄂尔多斯伊克昭一会会盟。得旨，依议。由内大臣公坡尔盆、副都统赵赖、侍

郎常绶、一等侍卫殷达等赴此会盟。⑥ 扎萨克以下，小拨什库、十家长以上，又，一切有诉讼之人，由其扎萨克

等携带相关诉讼之人及证人集会于会盟地。再，原诉于理藩院，又欲在会盟地审理之事，将诉讼之人及证人

携至会盟地会集。若诉讼之事无证人，则不受理。又，若与他旗人有诉讼之事，应至被诉人之旗所指定的会

盟地诉之。又，在内扎萨克盟会之人诉卡伦外居住之喀尔喀人，（０３／０４）赴喀尔喀盟会处诉之，若在内扎萨克

盟会诉讼则无效。会盟应预备的一切所需之物依旧例预备，特此札付。康熙四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据此文康熙四十一年内扎萨克于七处会盟，包括呼和浩特盟。内扎萨克六盟会除呼尔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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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外蒙古十盟会名称的固定及其时间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康熙四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理藩院为今年比丁之年将钦派大臣仍依旧例提前备其所需之物札伊克昭盟杭锦旗扎萨

克贝子都棱文》，《杭锦旗札萨克衙门档案》（折件）第五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００３件，第２－４页。

ｑｕｒｑａｑａｙａ，在今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巴*

德力格尔苏木境内高格斯台河与辉腾河汇合处以北，即查干淖尔苏木

东部。见乌云毕力格：《明朝兵部档所见林丹汗与察哈尔蒙古》，《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８页。其地望见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绘制的《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右翼旗图》，乌云毕力格等编著：

《蒙古游牧图》，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０页。图中记湖名为ｑｕｒｑａｎｑａｙａｎａγｕｒ。图中有该旗扎萨克达木定札布所

记：“理藩院额外侍郎、钦命统领本盟地方备兵扎萨克、御前行走、阿巴哈纳尔右翼旗多罗贝勒达木定札布我祖上以来在呼尔

罕哈雅（ｑｕｒｑａｎｑａｙａ）、达尔汉和硕、阿勒坦乌勒格依、孟和浩特等地游牧，现在贝勒我驻孟和浩特、布色阿古拉等地游牧。”

图上盖有该旗扎萨克印章。

喇嘛扎布，赛音诺颜部首领善巴之子达什敦多布的长子，雍正四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见包文汉、奇·朝克图整

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６９《扎萨克和硕亲王善巴列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７５－４７７页。

垂扎布，扎萨克图汗部阿海岱青次子额尔德尼衮布长子，康熙三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见包文汉、奇·朝克图

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６６《扎萨克一等台吉额尔德尼衮布列传》，第４５７－４５８页。

索诺木伊斯扎布，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济农多尔济子，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康熙三十六年封辅国

公。见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６４《扎萨克辅国公索诺木伊斯扎布列传》，第４４７页。

《清圣祖实录》记：“理藩院题请差往四十九旗及边外喀尔喀会盟大臣。得旨，四十九旗著领侍卫内大臣公坡尔盆、

副都统赵赖、侍郎常绶、一等待卫殷达去。”见《清圣祖实录》卷２０７，康熙四十一年二月癸卯条。



哈雅盟会（即后来的锡林郭勒盟）外，其余五个盟会的会盟地点和名称都已固定，后来再没有变

化。锡林郭勒盟的名称至雍正六年出现于档案。雍正六年的这份档案不仅揭示了内扎萨克六

盟会名称全部固定的史实，而且提供了有关喀尔喀四盟会的重要信息，其转写和汉译如下：

○ｊａｒｌｉγｉγｕｙｕｑｕｙｉｎｕ̌ｃｉｒ．ｂａｉ̌ｃａγａｂａｓｕｔｏγｔａγａγｓａｎｑａ［ｕｌｉ］ｎｉｇ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ｄｕｒｍｏｎｇγｏｌｗａｎｇｂｅｙｉｌｅｂｅｙｉｓｅ

ｇüｎｇｊａｓａγｕｎｔａｙｉｊｉｔａｂｕｎａｎｇｎａｒｕｎｄｏｔｏｒａｎｉｇ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ｄａｒｕγａｔａｌｂｉｊｕｋｅｒｅｇｓｉｄｋｅｍüｉ．ｅｎｅｊｉｌüｎｃ̌ｉγｕｌγａｎ

γａｒｑｕｙｉｎｕ̌ｃｉｒａｙｉｌａｄｑａγｓａｎｄｕｒｊａｒｌｉγｇｉｎｇｑｏｔａｎｕｓａｙｉｄｕｄｉｉｌｅｇｅｋüｙｉｂａｉγｔｕｎ．ｍｏｎｇγｏｌ̌ｃｕｄｔｅｄｅｎüｄｏｔｏｒａ

ｃ̌ｉγｕｌγａｎｃ̌ｕγｕｌａγｔｕγａｉｋｅｍｅｇｓｅｎｉｋｉ̌ｃｉｙｅｎｄａγａｊｕｙａｂｕγｕｌｊｕｑｕｉ．ｅｙｉｍüｙｉｎｔｕｌａｄａ．̌ｃｉγｕｌγａｎγａｒｑｕｉｙｉｍｎｋü

ｕｒｉｄｕｙｏｓｏγａｒｄｏｔｏγａｄｕｊａｓａγγｕｒｂａｎｑａｒａ̌ｃｉｎｑｏｙａｒｔüｍｅｄｅｎｅｔａｂｕｎｑｏｓｉγｕｉｊｏｓｏｔｕ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

ａｕｑａｎｎａｉｍａｎａｒｕｑｏｒ̌ｃｉｎｋｅｓｉｇｔｅｎｑｏｙａｒｊａｒｕｄｑｏｙａｒｂａγａｒｉｎｑｏｙａｒｏｎｇｎｉｙｕｄｑａｌｑａｙｉｎｔｒｙｉｎｂｅｙｉｌｅγａｌｚａｎｇ

ｅｎｅａｒｂａｎｎｉｇｅｑｏｓｉγｕｉｍｏｎ̌ｃｏγｕｎｑｏｙｉｔｕｋｉｊｕｕｕｄａｙｉｎ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ｑｏｒ̌ｃｉｎｕａｒｂａｎｑｏｓｉγｕｉｊｅｒｉｍ

üｎ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ｑｏｙａｒüｊüｍǚｃｉｎｑｏｙａｒｑｕｕ̌ｃｉｄｑｏｙａｒａｂａγａｉｑｏｙａｒａｂａγａｎａｒｑｏｙａｒｓüｎｉｄｅｎｅａｒｂａｎ

ｑｏｓｉγｕｙｉｓｉｌｉｎγｏｏｌｕｎ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ｄｒｂｅｎｋｅüｋｅｄｑａｌｑａｙｉｎｄａｒｑａｎｂｅｙｉｌｅｊａｎｄａｇüｍｉｍｕｕｍｉｎｇγａｎ

γｕｒｂａｎｕｒａｄｅｎｅｊｉｒγｕγａｎｑｏｓｉγｕｉｕｌａγａｎｃ̌ａｂｕｎ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ｏｒｄｏｓｊｉｒγｕγａｎｑｏｓｉγｕｉｙｅｋｅｊｕｕｙｉｎ

γａｊａｒｔｕｒｎｉｇ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ｋｋｅｑｏｔａｎｕｔüｍｅｄｑｏｙａｒｑｏｓｉγｕｉｋｋｅｑｏｔａｎｄｕｒｎｉｇｅ̌ｃｉγｕｌγ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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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文：

为请旨事。查定例，每个盟会内于蒙古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塔布囊等中选任一位盟长，办理事

情。今年为会盟奏闻时，有旨：停遣京城大臣，蒙古人自己会盟。故谨遵圣旨。会盟时仍循旧例内扎萨克三喀

喇沁、二土默特此五旗在卓索图地方为一会。敖汉、奈曼、阿鲁科尔沁、克什克腾、二扎鲁特、二巴林、二翁牛

特、喀尔喀多罗贝勒噶勒藏此十一旗在门楚克迤北的昭乌达之地为一会；科尔沁十旗于哲里木之地为一会；

二乌珠穆沁、二浩齐特、二阿巴噶、二阿巴哈纳尔、二苏尼特此十旗于锡林郭勒之地为一会；四子部、喀尔喀达

尔罕贝勒詹达固密、茂明安、三乌拉特，此六旗于乌兰察布之地为一会。鄂尔多斯六旗于伊克昭之地为一会。

呼和浩特（ｋｋｅｑｏｔａ）土默特两旗于呼和浩特之地为一会。

卓索图一会，以土默特多罗贝勒和硕额驸阿喇布坦、喀喇沁旗贝子和硕额驸僧衮扎布；昭乌达一会，翁牛

特多罗杜棱郡王鄂齐尔，敖汉多罗郡王垂木丕勒；哲里木一会，科尔沁达尔汉亲王和硕额驸罗卜藏衮布，科尔

沁和硕土谢图亲王阿喇布坦；锡林郭勒一会，乌珠穆沁和硕车臣亲（０５１／０５２）王色登敦多布、苏尼特多罗郡王

垂吉恭苏咙；乌兰察布一会，喀尔喀多罗达尔罕贝勒詹达固密、乌拉特辅国公垂扎木素；伊克昭一会，鄂尔多

斯多罗贝勒达什喇布坦、鄂尔多斯贝子齐旺班珠尔；呼和浩特一会，都统丹津、都统根敦；内扎萨克七个盟会，

各盟委任一名盟长。等因。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令和硕果亲王、尚书特古忒、侍郎众佛保入宫觐见，有旨：

内扎萨克、喀尔喀扎萨克等盟会各以一人为盟长，另一人为副盟长，②协助盟长办理事情，与事有益。卓索图

盟以贝勒阿喇布坦为盟长，贝子僧衮扎布为副盟长；昭乌达盟以郡王鄂齐尔为盟长，郡王垂木丕勒为副盟长；

哲里木盟以达尔罕亲王罗卜藏衮布为盟长，土谢图亲王阿喇布坦为副盟长。锡林郭勒盟以车臣亲王色登敦

多布为盟长、郡王垂吉恭苏咙为副盟长，乌兰察布盟以贝勒詹达固密为盟长、公垂扎木素为副盟长，伊克昭盟

以贝勒达什喇布坦为盟长、贝子齐旺班珠尔为副盟长，呼和浩特盟以都统丹津为首，根敦为副，协助办事。

喀尔喀克鲁伦巴尔和屯盟以车臣汗衮臣为盟长，郡王额尔德尼济农达玛林多尔济为副盟长，鄂尔浑土拉

贝勒齐尔盟以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为盟长、郡王丹津多尔济为副盟长，翁金伊和哈巴齐海盟（０５２／０５３）以亲

王喇嘛扎布为盟长，贝子策旺诺尔布为副盟长，推河布拉干和硕盟以扎萨克图汗亲王策旺扎布为盟长、贝勒

博贝为副盟长。此后各盟依此例设盟长等因。钦此，钦遵。特此札付。雍正六年四月。［］

理藩院的这篇文书详细记载了内外蒙古十一个盟会的名称和各盟盟长、副盟长的名字。

其中“锡林郭勒”盟名替代了“呼尔哈哈雅”旧名，此外出现了喀尔喀四盟会的名称，包括雍正二

年从土谢图汗部分出的赛音诺颜部及其盟名。雍正六年内外扎萨克十盟的会盟地点和名称已

全部固定。

从札文“仍循旧例”于六处会盟的记叙来看，“锡林郭勒”不是雍正六年初次安排的会盟地。

何时从“呼尔哈哈雅”移至锡林郭勒会盟的呢？据史籍档案记载，康熙四十一年会盟以后至雍

正六年前内扎萨克举行过两次会盟，即康熙四十五年和康熙四十九年两次会盟。清廷于康熙

四十五年改三年一次会盟为五年一次，故于康熙四十九年举行会盟。之后康熙五十四年是会

盟之年，因为雪灾理藩院奏请推迟至五十五年举行，康熙五十五年又因为内外扎萨克率兵从征

准噶尔停止会盟，清廷令各扎萨克于会盟之年自己比丁，将丁数和及岁台吉数呈报理藩院，轻

微案件扎萨克审理，重大案件呈报理藩院派员审理。③ 康熙五十六年内外扎萨克派兵进藏驱

逐准噶尔，雍正元年派兵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战事连绵，一直未举行会盟。雍正二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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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外蒙古十盟会名称的固定及其时间考　

①

②

③

雍正六年四月《理藩院为任命达什喇布坦、齐旺班珠尔为伊克昭盟盟长、副盟长札杭锦旗扎萨克贝子策旺班珠尔

文》，《杭锦旗札萨克衙门档案》（折件）第五册，第０２６条，第５１－５３页。

ｔａｓｉｌａγｕｌｑｕ词根为ｔａｓｉｌｑｕ，意为“为副、作副手、当辅佐”。

雍正二年四月《理藩院为上报及岁台吉及比丁事札鄂尔多斯杭锦旗扎萨克齐旺班珠尔文》，《杭锦旗札萨克衙门档

案》（折件）第五册，第０１６条，第３０页。



藩院又奏请因战事未结束，仍按康熙五十五年之例，停止会盟，由各旗将丁数和及岁台吉数上

报理藩院。① 雍正六年是会盟之年，清廷恢复会盟，停派大臣，令外藩蒙古自己会盟，增设副盟

长协助盟长办理事务，对盟会事务作了重大调整。因此“锡林郭勒”之地成为新会盟地的时间

应在康熙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两次会盟之时。

三

漠北喀尔喀四盟会的会盟地点变化较大。最初喀尔喀来归附，康熙三十年清廷安排喀尔

喀部与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在多伦诺尔一同会盟，并在喀尔喀设立三个盟会。到康熙三十六年

喀尔喀大部分返回故地，少数在卡伦内游牧的喀尔喀扎萨克就近在呼和浩特（归化城）或乌兰

察布盟会盟。上述康熙四十一年杭锦旗档案记载“在内扎萨克盟会之人民诉卡伦外居住之喀

尔喀人，赴喀尔喀盟会处诉之，若在内扎萨克盟会诉讼则无效”。可知卡伦外居住的喀尔喀部

人已经独自会盟。雍正二年，清廷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音诺颜部，喀尔喀成为四个盟会。雍正

六年喀尔喀各部的会盟地点如前引档案所记：车臣汗部在克鲁伦巴尔和屯地方会盟，土谢图汗

部在鄂尔浑土拉贝勒齐尔地方会盟，赛音诺颜部在翁金伊和哈巴齐海地方会盟，扎萨克图汗部

在推河布拉干和硕地方会盟。而乾隆二十年《大清会典则例》稿本记载：“土谢图汗及所辖十有

八旗盟于汗阿林地方为一会，车臣汗及所辖二十一旗盟于克鲁伦巴尔河屯为一会，扎萨克图汗

及所辖十有六旗，盟于扎克毕赖塞钦毕都里也诺尔为一会，赛因诺颜及所辖二十旗，盟于齐齐

尔里克为一会。”②与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记载相同。这是喀尔喀后来的盟名。与前者比

较，除车臣汗盟（克鲁伦巴尔和屯）以外其他三盟的会盟地点都有变化，这与雍正年间清朝与准

噶尔的战事密切相关。

雍正七年五月，清军出征准噶尔；八年十二月，西路军兵败阔舍图卡伦；九年六月北路军再

败于和通诺尔。③ 清军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御。傅尔丹率领北路军从科布多东撤至察罕叟尔，

防守察罕叟尔、扎卜堪（亦译作扎布韩，即今蒙古国境内扎布罕河）等地。④ 令喀尔喀扎萨克图

汗部游牧地东移躲避，喀尔喀西面三盟游牧地均相应东移，最东面的克鲁伦巴尔和屯盟未受影

响。雍正十年，准噶尔军越过察罕叟尔军营，直至克尔伦地方抢掠喀尔喀，在推河劫去额驸策

凌妻子及军营人畜。策凌率军追击，在德尼召大败准噶尔军。⑤ 清军获胜后，雍正十二年开始

与准噶尔议和。⑥ 乾隆皇帝即位后，继续遣使与准噶尔议和划界。乾隆二年，喀尔喀出兵三千

人驻鄂尔昆，扎萨克图汗部设卡伦于扎卜堪、台西里、空圭、特斯等处。乾隆元年，清高宗谕喀

尔喀游牧毋遽外徙，上谕总理王大臣曰：

西部喀尔喀等原在茂岱察罕叟尔、扎卜堪河等处游牧，因准噶尔厄鲁特等久怀窥伺之意，我皇考圣虑周

详，念喀尔喀等若不预令内徙，贼来侵犯，伊等游牧处不能一时就便迁移，则人畜受伤，而贼反获利，是以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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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实录》卷７８，雍正七年二月癸巳条；卷８２，雍正七年六月乙未条；卷１０１，雍正八年十二月己卯条；卷１０８，雍

正九年七月庚午条。

《清世宗实录》卷１１０，雍正九年九月丙寅条。

《清世宗实录》卷１２２，雍正十年八月壬申条。

《清世宗实录》卷１４５，雍正十二年七月戊戌条。



谕旨，交大将军及喀尔喀副将军等将喀尔喀游牧内徙之处详查定议具奏。寻议，喀尔喀等俱各向东移徙，外

以杭爱之阴，塞楞额多欢、鄂尔昆之鄂圭淖尔为界，内以杭爱之阳，翁金河、古尔班赛堪等处为界。去年喀尔

喀扎萨克图汗格勒克雅木丕勒奏称，伊所住哈鲁纳地方既无野兽，又牲畜不得孳生，乞移驻于旧游牧推河、伊

克鄂拉、翁金等处，经大将军议奏准其外徙。现今噶尔丹策零遣使求和，我大兵以次撤回，止留兵驻防边境，

念准噶尔素与喀尔喀为仇，宁保其不相侵犯，自宜预为备。喀尔喀等不知其故，以为既经和好，大兵全撤，思

念原游牧处，渐欲向外迁移。但计地方辽阔游牧从容，不思居可虞之地被贼残害牲畜掳掠子女之患，是见小

利而不知大计者也。准噶尔定界之事尚在未决，喀尔喀游牧且令勿遽挪移，著额驸策凌等戒谕喀尔喀扎萨克

人众，仍驻原驻之地，禁其逾界游牧，此亦为喀尔喀起见，非欲竟弃其地也，俟数载后准噶尔大定，绝无可虞，

度量情形，必令伊等仍移本处，临时再降谕旨。①

喀尔喀西部三盟的牧地东移是在雍正九年北路清军失利之后。② 对于喀尔喀东移前后的

牧地，冈洋树考证指出：“扎萨克图汗部的牧地从察罕瘦尔、翁金（在扎布罕河西部、翁金河沿岸

地区）至拜格勒（在戈壁阿尔泰省东部）、哈萨克图山（阿尔泰山脉中的山名，在戈壁阿尔泰省中

部）、哈喇阿扎尔干（阿尔泰山脉中的山名，在戈壁阿尔泰省锡尔嘎县东南）一带地方。雍正初

年，在同准噶尔的战争中，扎萨克图汗部避乱东迁，居住在乌喇特西境哈鲁纳等地。当时，喀尔

喀其他各部为了躲避准噶尔的进攻，也都向东移徙。喀尔喀内徙后的牧地，北侧以杭爱山脉的

塞楞额多欢、鄂尔昆之鄂圭淖尔（湖名，在后杭爱省）为界，南侧以翁金河、古尔班塞堪（山名，属

于戈壁阿尔泰山脉）为界。”③

雍正十三年，扎萨克图汗（推河布拉干和硕盟）请求返回翁金、推河故地游牧，因为准噶尔

在谈判中坚持厄鲁特无逾阿尔台岭（阿尔泰山），蒙古亦止在扎卜堪，不得在科布多驻兵等条

件，④清高宗未允准其返回故地游牧。乾隆五年清准达成和议，二月，清高宗再谕喀尔喀部落

王等定游牧界址，不得西越扎卜堪。⑤ 五月，定边左副将军策凌等奏定喀尔喀游牧界，向西扩

展至“今设立卡伦之扎卜堪、齐克济、哈萨克图库克岭等处，自此以内三四百里，就鄂尔海取中，

向南一带至博罗椿济、塔尔喇布喀代、汗淖尔、党那尔台、图穆尔哈巴沙喇，布鲁都、奇齐格纳之

阿鲁通金、鄂伦淖尔、达兰图鲁等处，向北一带至额德尔齐德尔之伯勒齐尔、准舒玛勒台、桑金达

赖、喀喇塔尔、阿勒坦噶达苏等处，定为外界，其内游牧人众悉扎萨克图汗格勒克雅木丕勒稽查，不许

逾越定界”。⑥ 乾隆十一年九月，清高宗命展放喀尔喀游牧地方，定边左副将军策凌等以干旱为

由请求在卡内距扎卜堪百里之遥游牧居住，获得允准。⑦ 至此西三盟的游牧地界线暂时稳定。

雍正六年会盟后，清廷停派大臣，内外扎萨克自己会盟。⑧ 喀尔喀西部三盟东徙后的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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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六月初九日《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俄罗斯消息折》，《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０９８条，第２１２８页。《奏报扎萨克图汗请迁移牧场折》，《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５３９４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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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卷８７，乾隆四年二月庚子条。

《清高宗实录》卷１１０，乾隆五年二月丙子条、己卯条；卷１２２，乾隆五年七月丙子条。

（清）傅恒等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４５，乾隆五年五月壬寅条，第７１７－７１８页。

（清）傅恒等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４９，乾隆十一年九月乙未条，第８０５－８０７页。

雍正十二年闰四月十七日《理藩院为比丁事札盟长杭锦旗扎萨克贝子齐旺班珠尔文》，《杭锦旗札萨克衙门档案》

（折件）第五册，第１２３条，第２１１－２１２页；乾隆四年三月初五日《理藩院为比丁和报及岁台吉事札盟长杭锦旗扎萨克贝子齐

旺班珠尔文》，《杭锦旗札萨克衙门档案》（折件）第五册，第３０１条，第４７４－４７６页。



地史籍不载。乾隆五年西部三盟返回原牧地，但是受清准和约限制，扎萨克图汗部只能距扎卜

堪等边界三四百里内游牧，没有完全回到原牧地。乾隆八年、十二年喀尔喀举行比丁会盟，①

这是西部三盟返回故地之后举行的，会盟地发生变化后有了新的盟名。乾隆十二年，清廷给内

扎萨克六盟长颁发印信。② 同时给喀尔喀四盟长颁发印信。③ 清廷是以喀尔喀西部三盟的新

会盟地名称作为盟名颁发了盟长印信，如喀尔喀赛音诺颜部（齐齐尔里克盟）盟长印满文为：

“ｃｅｃｅｒｌｉｇｉｃｕｌｇａｎｉｄａｉｄｏｒｏｎ”，蒙古文为：“̌ｃｅ̌ｃｅｒｌｉｇūｃ̌ｉγｕｌγａｎｕｄａｒｕγａｙｉｎｔａｍａγａ”，④即

“齐齐尔里克盟盟长印”。赛音诺颜部新盟名“齐齐尔里克盟”见于乾隆十五年的理藩院题

本，⑤扎萨克图汗部的新盟名“扎克毕拉塞钦毕都里也诺尔盟”亦见于乾隆十七年的理藩院题

本。⑥ 而车臣汗部的盟名“克鲁伦巴尔和屯盟”始终没有变化，自此喀尔喀四盟的名称固定

下来。

自雍正六年内外扎萨克各盟自己会盟以来，盟长的日常军政事务增多，逐渐成为一级行政

长官。乾隆十二年，清廷给内外扎萨克十盟盟长统一颁发印信，镌刻有盟会名称。这样，盟会

的名称全部固定下来。此后尽管会盟地点有变化，官方确定的盟名不再改动。例如，乾隆十二

年以后伊克昭盟的会盟地已不在伊克昭，改在白塔；⑦光绪年间，昭乌达盟会盟地在昭乌达西

面二十华里的达尔罕布拉格。⑧ 但盟会名称不再随会盟地点的变化而改变了。

四

综上所述，内外扎萨克蒙古十盟名称是以其会盟地点命名的，内扎萨克六盟的会盟地点和

名称约于康熙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固定下来。雍正六年内外扎萨克十盟会的名称已固定。雍

正年间发生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后，喀尔喀西部三盟的游牧地东移，乾隆五年返回旧牧地之后

会盟地和名称发生了变化。乾隆十二年，清廷给内外扎萨克十盟盟长颁发了有盟名的印信，至

此内外扎萨克蒙古十盟会的会盟地和名称全部固定，再没有变化。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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