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厘定

袁 　 野 

内容提要：“债权物权化”由来已久，但其内在机理却鲜有深究。“债权物权化”现

象域呈现出随意、散漫的泛化之势，此种 “合并异类项”的发展趋势极易消解债物二

分体系和债权物权区分理论。基于对德国学说的继受和发展，“债权物权化”系指债

权具有部分物权特征。“债权物权化”与 “债权物化”存在根本差异，后者对应债权

的财产权客体面相，此时 “物化”的债权具有全部物权特征。以继受保护不构成债权

物权区分的特征为限，尤应注意 “债权物权化”与 “债之随物化”之间的区辨。在

重构物权特征的基础上，“债权物权化”仅涉及相对性面相下的合同债权被赋予对标

的物权的处分保护。“物权化”构成法政策介入私法的媒介，受比例原则制约，在方

法上宜谨慎运用。

关键词：债权物权化　债物二分　债权物化　债之随物化　处分保护

一、问题：“债权物权化”的泛化与迷思

　　 “债权物权化”源自德国学说 “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德国学者杜尔
凯特 （以下简称 “杜氏”）和卡纳里斯 （以下简称 “卡氏”）系该学说的典型代表人物。〔１〕

随后 “债权物权化”学说传入我国，〔２〕历经本土学说和实务的不断发展，“债权物权化”现

象域的泛化之势尤为突出。其一，典型 “债权物权化”现象：（１）租赁权物权化 （原合同法

第２２９条／民法典第 ７２５条）；〔３〕（２）经预告登记的债权 （原物权法第 ２０条第 １款／民法典

·３７·



〔１〕

〔２〕

〔３〕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本文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２０２１Ｍ７００１０１）资助。
Ｖｇｌ．Ｄｕｌｃｋｅｉｔ，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Ｓｔａａｔ，１９５１；Ｃｌａｕ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Ｃａｎａｒｉｓ，ＤｉｅＶｅｒ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ＦＳｆüｒＷｅｒｎｅｒＦｌｕｍｅｚｕｍ７０．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１９７８．
笔者所知的参阅德文原文的最早中文文献，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６０年版，第
１４０页。其他直接参阅德文原文的中文文献，参见王泽鉴： 《民法债编总论 （一）》第 １册，三民书局 １９９２年
版，第２０页；吴从周：《债权物权化、推定租赁关系与诚信原则》，《台湾法学杂志》总第 １１１期 （２００８年），
第５页以下；金可可：《基于债务关系之支配权》，《法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第 １９页以下；常鹏翱：《物上
之债的构造、价值和借鉴》，《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５页以下。
“所有权让与不破租赁”系租赁权物权化的体现。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７１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５５４页。



第２２１条第１款）；〔４〕（３）网签备案登记；〔５〕（４）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２００３年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７条第１款）。〔６〕其二，
非典型的 “债权物权化”现象：〔７〕（１）第三人侵害债权；（２）共有物分管契约；（３）法定
优先权；（４）优先购买权；（５）债权的保全；（６）债权人在处分其债权时，具有类似于 “所

有权人”的地位；（７）土地经营权。其三，“债权物权化”的变体，以 “物权期待权”为典

型。我国司法解释师法德国民法中的期待权理论，赋予虽未取得所有权的买受人类似于所有权

人的法律地位，主要见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经法释 〔２０２０〕２１号修正，以下简称 “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 ２８—３０条规定之情
形。〔８〕此种所谓 “物权期待权”，在含义上同样体现为债权人具有特定的物权人的法律地位，

实质上可谓 “债权物权化”的替代品。〔９〕其四，“债权物权化”的明显误用。例如，有法官

认为，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约定所有权保留，属于债权的物权化。〔１０〕还有法官认为，调解书

确定的协议效力，能够使相对权变成绝对权，由此债权得以物权化。〔１１〕

　　由上观之，尽管诸多现象被冠以 “债权物权化”之称谓，但在 “债权物权化”自身机理

未明的前提下，上开现象得否确然统归为 “债权物权化”，不免存疑。尤其是各 “债权物权

化”现象分布于民法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各自的学理内蕴及其依附制度的规范本旨互不相同，

除都可能涉及对抗第三人效力之外，彼此在民法体系中的内在关联甚为微弱。并且，对抗第三

人效力的产生基础尤为广泛，且因广、狭义理解不一而外延各异。仅因债权具有对抗第三人效

力，便与 “债权物权化”划等号，不仅逻辑论证方面颇显草率，还易导致 “物权化”变成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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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登记的本质特征是使被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的效力。”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

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１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８
页。实务方面，笔者在聚法案例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ｕｆａａｎｌｉ．ｃｏｍ／）以 “预告登记”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在

此结果下分别以 “物权化”和 “准物权”进行检索，相关案例数分别为 ３５１件和 １８４９件 （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 １４日
最后检索，下同）。

学说方面，参见夏沁：《论备案登记制度的民法规范实现》，《东方法学》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第 １４５页以下；实务
方面，笔者以 “备案登记”为关键词在聚法案例数据库进行检索，并在此结果下分别以 “物权化”和 “准物

权”进行检索，相关案例共计２２４３件。
法释 〔２００３〕７号，以下简称２００３年 “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此种情形亦被认定为 “债权物权化”现象 （参

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

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９页以下）。该解释于２０２０年被修正，原第７条被删除，原因尚未见相关
资料说明。不过，原第７条第１款在最新民事审判实务中仍具规范功能，此种 “债权物权化”现象在我国民法

实践中依然显著，故本文仍对其予以研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申５０８３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
民法院 （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９８４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申３３２３号民事裁定书；吉林省
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吉民终７８０号民事判决书。
非典型的 “债权物权化”现象或限于域外学说或规范之引介，而于我国未成现制，或在学界主张者较少，未得

普及。参见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７页以下；温世扬、廖焕国：
《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８页；李庆海：《论债权物权化趋势》，《当代法学》２００５年第
４期，第７０页；高圣平：《论承包地流转的法律表达———以我国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为中心》，《政治与

法律》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第１９页以下。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

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２２页。
从实务来看，有不少法院对此种情形下的 “物权期待权”和 “债权物权化”采同一理解。对此，笔者在 “物权

化”项下以 “物权期待权”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二者重叠的案例共计１３２件。
参见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榆中法民一终字第 ００２７８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津０１１１民初８５７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源民再字第１６号民事判决书。



摹债权相对性之例外的一般化工具，由此更易加剧对 “债权物权化”自身迷思的掩盖，而将

“债权物权化”推向混沌和无解。

　　不可不提的是，尽管国内学者对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采 “物权化”之通行译法，但在德国

民法学中，“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本身具有多义性。德国学者多纳明确指出，“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
无疑是整个私法中最不明晰的教义，有学者将其用于债权可以如同物权一般被处分并可转让给

第三人；还有学者用其指涉债之关系的社会性重心已经从属人关系转移到了单纯的给付利益，

此时对于第三人而言，“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是指与财产取得相关的债之延伸，例如，德国商法典
第２５条规定的商事行为中受让人的责任或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３ａ条规定的企业的责任。〔１２〕多纳
同时指出，此种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的多义性可追溯至首创者杜氏。杜氏一方面用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
ｃｈｕｎｇ”表达债权具有教义上物权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认为，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能用于债权通
过履行行为转化为物权的情形。〔１３〕可见，“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含义，而我
国目前所采 “物权化”的通行译法遮蔽了其对应的其他规范现象及其背后的原理，将易混淆

的异质民法现象统归于 “物权化”，进而加剧了 “债权物权化”的泛化之势。

　　准此，若不及时对其范畴加以厘定，“债权物权化”将逐步沦为我国民法学说中的集纳箩
筐，仿佛债权领域任一不易解释的法律现象都可纳入其中，进而不断增加异质的法律现象，为

债物二分体系引来莫须有的批判，冲击民法体系的稳定性。〔１４〕诚如萨维尼所言：“如果某项

教义阐释会破坏法律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将本质相异的不同事物捆绑在一起，使得不同制度之

间的要点被扭曲和异化，那么这便构成形式上的致命瑕疵，因为其遮蔽了素材本身，并且阻碍

了真正的认知。”〔１５〕有鉴于此，本文拟对 “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加以厘定，以为民法典时代

重新认识债权物权区分理论和稳定债物二分体系奠定基础。

二、“债权物权化”的内涵界定

　　 （一）“债权物权化”的德国法起源

　　外部效力层面相对权与绝对权之分殊系 “债权物权化”学说产生的基础语境。首创者杜

氏对此谈到，在现行法中某些权利虽属债权，但具有不同程度的物权特征，此种物权特征体现

为绝对效力。〔１６〕尤其是杜氏借助广义上的 “所有”（Ｅｉｇｅｎ）概念阐述债权依托履行行为向物
权转化时，多次涉及相对权／债权转化为绝对权的表述。〔１７〕对此，德国学者富勒直言，杜氏所
用文题 “债权物权化”在概念上是错误的。鉴于对物权是指人对物直接的物之支配，“债权物

权化”概念没有说明权利的效力。易言之，“对物的”（ｄｉｎｇｌｉｃｈ）仅涉及权利的内侧，而 “绝

对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方才涉及权利的外侧，所以在用语上使用 “相对权绝对化”更为恰当。〔１８〕

但是，杜氏未对 “债权物权化”作统一的概念界定，而是以类型化的方式探讨 “债权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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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厘定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Ｖｇ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Ｄｒｎ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ｔｔ，１９８５，Ｍüｎｃｈｅｎ：ＯｓｃａｒＢｅｃｋ，Ｓ．８１ｆ．
参见上引 Ｄｒｎｅｒ书，第８２页。
参见杨浦：《债权物权化之解构与检讨》，《研究生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４０页。
Ｓａｖｉｇｎｙ，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ｈｅｕｔｉｇｅｎＲｍ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Ｂｄ．１，１８４０，Ｓ．４０６．
参见前引 〔１〕，Ｄｕｌｃｋｅｉｔ文，第１１页。
同上文，第３２页以下。
Ｆüｌｌｅｒ，Ｅｉｇｅｎｓｔｎｄｉｇｅｓ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２００６，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Ｓ．８５ｆ．



化”的现象域，〔１９〕此举既涉及多纳所言的多义性，又较为明显地脱离了德国现行法，〔２０〕故

未成主流。

　　卡氏的 “债权物权化”一文虽未脱离 “债权绝对化”的基本语境，但其对 “债权物权

化”的内涵限定，在德国民法学中具有深远意义。卡氏在文章开篇便将 “债权物权化”界定

为债权具有特定的物权特征，并将之与仅具有单一完整的物权性的对物权相区分。〔２１〕卡氏随

即进一步将归属的绝对性作为物权性的核心特质，并分述为三项具体标准且以此标准对各规范

现象进行逐一检视，最终得出 “债权物权化”的现象域。〔２２〕后来学者亦是在相对权与绝对权

二分框架下研讨 “债权物权化”现象。例如，德国学者格恩胡伯在阐述 “债权物权化”时，

首先将债权和所有权分别作为相对权和绝对权的典型代表，并指出部分法律规定中存在相对权

具有类似于所有权的绝对效力。〔２３〕梅迪库斯、彼得森将 “债权物权化”理解为相对权也可被

赋予特定的对世效力。〔２４〕威廉亦将 “债权物权化”现象阐述为绝对权和相对权之间的中间形

式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ｆｏｒｍｅｎ）。〔２５〕多纳指出，根据通说，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概念无法用于物权的特征
描述。相反，它源于通过授予物权的外部保护来定义物权，即它旨在表明法律制度在特定条件

下为债权提供如物权一般的绝对保护。因此，“物权化”（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在用语上并不恰当，
借鉴迪特里希森提出的 “绝对化”（Ｖｅｒ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ｅｒｕｎｇ）表述更为合适。〔２６〕拉伦茨在援引卡氏文
时同样认为，这里的 “物权化”就意味着 “绝对性”。〔２７〕由是观之，自卡氏以来的 “债权物

权化”内涵，实为借由债权具有特定的物权特征，导出债权具有特定的绝对性。

　　申言之，一方面，这一推论符合民法学中相对权和绝对权的区分作为债权物权区分的典型
特征。债物二分源于对人权 （ｉｕｓ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ｍ）与对物权 （ｉｕｓｉｎｒｅ）的区分，罗马法中的对人
之诉 （ａｃｔｉｏ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ｍ）与对物之诉 （ａｃｔｉｏｉｎｒｅｍ）系对人权和对物权区分的开端。〔２８〕对人
之诉通常涉及与某个人的债之关系，而对物之诉系维护对物的权利的诉讼，更一般意义上而

言，是指维护可能遭受任何第三人侵犯的绝对权的诉讼。〔２９〕显然，早在罗马法时期，债物二

分的雏形便与相对权与绝对权之区分产生关联。后来，康德、萨维尼等都将相对权与绝对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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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根据物权化的强度差异，将 “债权物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非真正的物权化”，所涉权利性质上

仍为债权，但具有某些物权特性，例如租赁权 （旧德国民法典第 ５７１条，现第 ５６６条）；其二，“不完全的真正
的物权化”，性质上已不属于债权而进入债权与物权的中间形态，例如经预告登记的债权 （德国民法典第 ８８３
条）；其三，“完全的物权化”，所涉对象已转化为完整的物权，例如受侵权法保护的 “占有” （德国民法典

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参见前引 〔１〕，Ｄｕｌｃｋｅｉｔ文，第２８页。
Ｖｇｌ．ＨｅｒｍａｎｎＷｅｉｔｎａｕｅｒ，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ｔｅＳｃｈｕｌｄ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ｉ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ＫａｒｌＬａｒｅｎｚｚｕｍ８０．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１９８３，
Ｓ．７０６ｆｆ．
参见前引 〔１〕，Ｃａｎａｒｉｓ文，第３７２页。
此种归属的绝对性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以物权请求权 （德国民法典第９８５条和第１００４条）和侵权请求权
（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为代表的全面的诉讼保护；处分保护或继受保护；强制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中的
对抗力。参见前引 〔１〕，Ｃａｎａｒｉｓ文，第３７３页以下。
Ｖｇｌ．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ＤａｓＳｃｈｕｌｄ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Ｃ．Ｂ．Ｍｏｈｒ，１９８９，Ｓ．４５．
Ｖｇｌ．Ｍｅｄｉｃｕｓ／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ＧＢ，１１．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Ｃ．Ｆ．Ｍüｌｌｅｒ，Ｓ．３８．
Ｖｇｌ．Ｊａ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６．Ａｕｆｌ．，２０１９，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Ｓ．６４ｆｆ．
参见前引 〔１２〕，Ｄｒｎｅｒ书，第８２页。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２页。
参见冉昊：《论 “中间型权利”与财产法二元架构———兼论分类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法学》２００５年第 ６期，
第９９页以下。
参见 ［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７１页以下。



区分作为债权物权区分的重要构成要素。〔３０〕德国民法典第二编 （债之关系编）与第三编 （物

权编）的体例设计，亦是以相对权与绝对权之学理分殊为基础。〔３１〕另一方面，德国学者常谓

之 “债权物权化”而非 “债权绝对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物权才是制定法层面与债权相对

应的规范概念，而绝对权或绝对性系纯粹的学理概念，相较而言，“债权物权化”更便于规

范层面的教义学展开。鉴于物权本身便是最为典型的绝对权，在杜氏和卡氏的文献中更是

将物权性与绝对性数次替换性使用。由此悬揣，至少在当时的德国学者眼中，将所涉现象先

统称为 “债权物权化”，随后再于具体情形下分析其特定的绝对性，仅是逻辑推导上多走一步

而已。

　　 （二）“债权物权化”的中国语境

　　我国包括台湾地区对 “债权物权化”之通解与卡氏见解保持一致，即债权具有特定或部

分的物权特征，此种物权特征集中体现为物权的绝对性。〔３２〕此种物权化的债权在效力层面的

绝对化在开篇所示的各现象中亦有显现。此外，由于译后的 “物权化”概念在中文语境下有

修辞意味，故需对其他易致误解的歧义加以澄清。首先，“债权物权化”并不等同于债权完全

向物权转化。理由在于，权利客体的差异决定了权利之间的本质区别。债权和物权客体各异，

基于形式逻辑，债权无从转化为物权。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许宗力法官指出：“债之关系不会

因为法律规定令其发生某种程度或范围之物权化，从而就必须全面性地等同物权关系处理。”〔３３〕

其次，我国不少学者通常在另一语境下使用 “物权化”概念。此种语境下的 “物权化”并非

是指某权利具有特定或部分的物权特征，而是将某一权利进行完全的物权制度塑造，典型如

“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３４〕“土地经营权物权化”。〔３５〕另外，部分学者主张，租赁权所具

有的物权特征并非源自 “物权化”，而是租赁权作为物权的本来效力，其隐含前提亦是将租赁

权完全作为物权对待。〔３６〕除上开情形外，采此种 “物权化”释义的还有 “自然资源使用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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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金可可：《债权物权区分说的构成要素》，《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２１页以下。
参见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页。
代表性文献，参见前引 〔７〕，王利明书，第２７页；申卫星：《物权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第４２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７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６页；温丰文：《论债权物
权化》，载 《物权与民事法新思维：司法院谢前副院长在全七秩祝寿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１３
页。有部分学者将物权的优先效力纳入物权特征之中 （参见林诚二：《债编总论新解 （体系化解说）》上，瑞兴

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版，第 ２２页以下；刘家安： 《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４４
页），进而将债权具有优先效力作为 “债权物权化”的表现形式。需指出的是，从学说史观之，德国民法学中并

无物权的优先效力，但该效力在日本民法学中尤为流行，我国包括台湾地区不乏受其影响。据日本民法文献显

示，物权的优先效力早期受到了法国、英国学者的影响。待德国物权理论传入日本后，日本学界关于物权的支配

性、绝对性、排他性和优先效力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难有信论 （相关学说综述，详见 ［日］濑川信久：《物权

债权二分论之意义及其适用范围》，其木提译，载渠涛主编： 《中日民商法研究》第 ２卷，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版，第１７４页以下）。物权的优先效力在我国学界不乏质疑 （参见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

的理论重构》，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８４页；李锡鹤：《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３０页；
戴孟勇：《“物权优先于债权”理论之质疑》，《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０年第７期，第９９页以下）。鉴于物权的优先效
力与文题关联度较小且存争议，本文集中讨论物权的绝对性。

我国台湾地区 “司法院”释字第５７９号解释之不同意见书。
参见陈盨：《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与农地使用权制度的确立》，《中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第８６页以下。
参见孙建伟：《土地经营权物权化规则构建路径》，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第 ３８页以下；王
康：《“三权分置”中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化研究》，《中州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５３页以下。
参见章杰超：《对所谓 “债权物权化”的质疑》，《政法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１８０页；杨智杰：《挑战传统债
权物权分野———以租赁权物权化的检讨为例》，《法令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８期，第２６页以下。



权化”、〔３７〕“海洋环境容量的物权化”〔３８〕等。

　　综上，本文研讨的 “债权物权化”，系指债权具有特定或部分的物权特征，此种物权特征

在既有通说中对应物权的绝对性。

三、“债权物权化”与疑似现象的区辨

　　 （一）被遮蔽的 “债权物化”

　　１．“债权物化”的逻辑与本质：债权客体化
　　在传统民法中，（有体）物构成权利客体的中心。〔３９〕基于 （有体）物在权利客体中的中

心地位，当其他新兴利益需要纳入权利客体范畴并对其进行权利化时，首先需要将其与 “物”

之特征进行比对，由此 “物化”之后，方可进一步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则。〔４０〕例如，有学者

论证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属性之进路即为，首先阐明碳排放权在客体层面的物化，进而在法律制

度层面赋予碳排放权以物权特征，包括确定性、支配性和可交易性。〔４１〕诚如王泽鉴所言，“物

权法旨在构建对物和其他有限资源的法律规范秩序。其需处理四项基本问题。其中首项基本问

题即为 ‘何种之物 （或财产）得为私有’，随即第二项基本问题则为 ‘如何创设物权’”。〔４２〕

作为现代经济生活中被广泛利用的财产，债权 “物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债权让与。债权同样可被作为交易标的，由此反映在技术构造上，债权交易如同

物之交易一般，可区分为债权让与的原因行为 （例如债权买卖合同）和对债权自身的处分行

为。〔４３〕鉴于债权让与本质上属于债权归属的变更，因此更准确地说，如同物之转让中处分客

体为物之所有权，债权让与中真正处分的是债权所有权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ａｎｄｅｒ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４４〕

　　其二，债权质权。首先需明确的是，源自德国民法的定限物权虽然名义上为 “对物的定

限权” （ｂｅｓｃｈｒｎｋｔｅｎＲｅｃｈｔｅｎａｎＳａｃｈｅ），但实际上定限物权的客体并非物，而是物上的所有

权。作此理解方契合定限物权作为权利负担的本义。在此基础上，对物设定的质权 （例如动

产质权）和对债权设定的质权 （即债权质权）在定限物权生成原理上并无本质区别。易言之，

动产质权和债权质权仅表明事实层面的支配客体分别与动产和债权相关，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认

知收获，因为结果根本不取决于此。起决定作用的只是何种以所有权为典型的母权 （Ｑｕｅｌｌ

ｒｅｃｈｔ）或完整权 （Ｖｏｌｌｒｅｃｈｔ）被设定负担。唯有如此，定限物权所依附的权能分离生成机制方

具可能和意义。〔４５〕循此，一如设立动产质权情形下的处分客体实为动产所有权，设立债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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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旭明：《我国自然资源物权化理论及立法模式评析》，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 ５
期，第１９页以下。
参见邓海峰：《海洋环境容量的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政法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３３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２７〕，拉伦茨书，第３７８页；［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第１８７页以下；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７页以下。
Ｖｇｌ．Ｋｒｅｂｓ／Ｂｅｃｋｅｒ，ＤｉｅＴｅｉｌ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ｕｎｄｉｈｒｅ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ａｕ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ｏｍａｉｎｓ，ＪＺ，２００９（１９），Ｓ．９３４．
参见王明远：《论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和发展权属性》，《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９３页以下。
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页。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９８页。
Ｖｇｌ．ＫａｒｌＬａｒｅｎｚ，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Ｉ．Ｂａｎｄ：Ａｌｌｅ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３．Ａｕｆｌ．，１９８２，Ｍüｎｃｈｅｎ：Ｃ．Ｈ．Ｂｅｃｋ，
Ｓ．５２２．
Ｖｇｌ．ＲｏｎｎｙＨａｕｃｋ，ＮｉｅｂｒａｕｃｈａｎＲｅｃｈｔｅｎ，２０１５，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Ｓ．８９．



权情形的处分客体实为债权所有权。如同动产质权是由动产所有权分离而出的变价权能所生

成，债权质权亦是立足于由债权所有权分离而出的变价权能，二者具有同质性，此亦构成债权

质权能够适用动产质权相关规定的内因 （德国民法典第 １２７３条第 ２款第 １句／我国民法典
第４４６条）。也正因如此，杜氏将债权纳入无体权利客体的范畴，并指出，在对债权设立定限
权时，债权自身被物化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ｔ），因为只有物化后的权利才能适用现行物权法规则。〔４６〕

　　其三， “债权物化”在救济层面的反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债权之不可侵
性。债权作为现实生活中具有财产价值的利益，和 （有体）物一样属于需要法律保护的客

体。〔４７〕从设立法律制度保护债权人对债权的支配和利用那一刻起，债权便如物一般在法律评

价上具有不可侵性。〔４８〕二是侵害债权权属的防御请求权。示例而言，原债权人甲将债权让与

给新债权人乙后，未通知债务人丙，并仍接受丙对甲之清偿。于此情形，拉伦茨认为构成对债

权权属的不法侵害，同样需要对排他性的 “绝对权”保护。〔４９〕另有德国学者指出，此时构成

对债权权属的妨害，新债权人乙可以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１００４条第１款的妨害防止请求权，
请求原债权人甲停止收取债权。〔５０〕我国亦有学者指出，此种情形下，原债权人甲对新债权人

乙债权归属之妨害尚未造成损害结果又能除去时，即可产生原债权人甲之妨害除去责任。〔５１〕

三是破产程序中债权所有人对债权的取回。破产程序中债权所有人同样可以将归属于自己的债

权如物一般从破产财团中取回。〔５２〕四是债权所有人就自己的债权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对抗

力。参酌比较法制，债权所有权属于德国第三人异议之诉的异议事由之一。〔５３〕日本民事执行

法同样规定，对于案外人主张作为执行标的之债权归属于自己之情形，可准用对物主张所有权

的情况，此时债权 （更准确地说应是债权所有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５４〕

　　上述情形中，债权毋宁被作为一种广义之物被转让、出质或取回。此种广义之物在我国民
法典中亦有相应的规范基础。基于物系物权之客体，在民法典第 １１５条后句语境下，“权利”
被视为广义之物，此种广义之物显然包含债权在内。不仅如此，债权作为广义之物还需借助广

义的所有权来表达其在法律上的归属，上文提及的 “债权所有权”“债权权属”即可印证。

　　２．“债权物化”与债权的财产权客体面相
　　传统民法通常认为，债权具有相对性。但在 “债权物化”的情形，债权如物一般归属于

债权人，此时债权的财产权客体面相得以补充。对此，德国学者维阿克尔在 １９４１年 《作为财

产归属的媒介和客体的债权：兼债物二分体系之批判》一文中首先指出：“一方面，债权是债

法中的请求权，即请求特定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 （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１条）；另一方面，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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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参见前引 〔１〕，Ｄｕｌｃｋｅｉｔ文，第５３页以下。
Ｖｇｌ．ＲａｉｎｅｒＷａｌｚ，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ｆüｒＮｉｃｈｔＳａｃｈｅｎ？，ＫｒｉｔＶ１９８６，Ｓ．１４６．
此种不可侵性亦可谓之侵权层面的绝对性，将其作为债权物权区分的标准已遭诸多学者检讨。参见李宜琛：《民

法总论》，国立编译馆１９４５年版，第４９页；史尚宽： 《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７页；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 ８０页；［日］我妻荣：《新订债法总论》，王
邁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７页。
参见前引 〔４４〕，Ｌａｒｅｎｚ书，第５２２页。
Ｖｇｌ．Ｊ．Ｓｃｈｍｉｄｔ，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ｒＢＧＢ，１２．Ａｕｆｌ．，１９８３，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ｚｕ§§２４１ｆｆ，Ｓ．１０９ｆ．
参见徐晓峰：《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妨害除去责任》，《月旦法学杂志》总第１１７期 （２００５年），第１２６页。
参见许德风：《论债权的破产取回》，《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３２页。
Ｖｇｌ．Ｓｃｈｍｉｄｔ／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ｎ，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ｒＺＰＯ，５．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７７１，Ｒｎ．１８．
参见汤维建、陈爱飞：《“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类型化分析》，《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６２页。



自身也是财产客体，其如土地、物和财产组成部分一般享有物权归属，尤其是可以对其加以处

分。同时债权也可作为责任财产被强制执行。基于此，德国的债物二分体系是不完整的，因为

债权本身便可作为直接的财产归属的客体，但这属于物权的功能，德国民法将物限定于有体物

（德国民法典第９０条），实际上忽略了权利尤其是债权可以作为财产归属的客体……如果在现

行物权编中加入财产和无体客体 （包括债权）作为对财产法的补充，则债权与物权之间体系

区分的不足将会立即明晰。”〔５５〕维阿克尔关于债权双重面相的观点得到了其他德国学者拉伦

茨、〔５６〕多纳〔５７〕的支持。不谋而合的是，瑞士民法学者布伦同样指出， “债权具有双面性。

一方面，债权是请求权故而其是相对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除请求权行使之外的其他方式

（即通过处分）来评价债权。此时债权同样属于绝对权。绝对权包括对权利的处分，也包括对

任意第三人的防御权。从这种角度来看，债权人与物之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十分相似。它同样

是一项排他性权利，其与物之所有权的区别在于，此项权利客体为不可感知的类型，甚至可以

称之为债权人对债权的所有权”。〔５８〕杜氏亦有提及，“债权所有 （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ｓｅｉｇｅｎ）是属物的，

因为它的标的或物就是给付本身，权利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自己享有的债权”。〔５９〕可见，

在 “债权物化”情形下，债权不再以请求权之相对性面相出现，而是作为一项财产权客体，

其上的债权所有权本身便属于绝对的广义物权。

　　３．“债权物化”与 “债权物权化”

　　如上所述，在 “债权物化”语境下，债权被视为广义之物，与广义所有权相对应。此时，

债权与物而非物权居于同一层次，债权所有权与物之所有权居于同一层次。亦即，债权客体化

与物之客体化具有内在相通性，由此导致以作为母权 （完整权）的债权所有权为中心，无论

是处分层面的债权让与和债权出质，抑或债权在归属意义上呈现出的法律救济途径，与物之所

有权的关联现象相比皆具同质性，被 “物化”的债权具有完整的物权性。换言之，由 “债权

物化”生成的债权所有权抑或债权质权本身就是物权，〔６０〕只是此种语境下的 “物”并非狭义

的有体物，而是指作为法律产物的债权。循此， “债权物化”对应的是债权的财产权客体面

相，此时的债权，严格而言应是债权所有权，本身就是完整的支配权和绝对权。 “债权物权

化”则不然。在 “债权物权化”语境下，债权被定位为其他财产流动的媒介，此时债权的相

对性面相系其默认前提。在相对的法律关系中，债权被赋予特定的物权效力，进而具备部分物

权的特征，其背后以债权物权的效力配置差异作为预设。

　　由此可见，“债权物化”与 “债权物权化”虽一字之差，各自原理及所涉民法现象却判然

有别，此亦构成笔者将部分文献中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ｔ”或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ｔ”译为 “物化”而非 “物权

化”的原因。学界少有意识到 “债权物化”或者部分学者将 “债权物化”现象误认为 “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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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Ｗｉｅａｃｋｅｒ，Ｄｉｅ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ａｌｓＭｉｔｔｅｌｕｎｄ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ｄｅｒ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ｚｕ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ｉｎＢｅｒｔｒａｇ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ｉｎＣｈｒｉｔｉａｎＷｏｌｌｓｃｈｌｇｅｒ（Ｈｒｓｇ．）：Ｚｉｖｉ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２０００，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ＶｉＶｉｔ
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Ｓ．３４９．该文首次发表在１９４１年 《德国法律科学》（Ｄｅｕｔｃｈｅ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本注引自后来
学者对维阿克尔作品编纂的合集。

参见前引 〔４４〕，Ｌａｒｅｎｚ书，第５１９页。
参见前引 〔１２〕，Ｄｒｎｅｒ书，第１１５页。
ＢｒｕｎｏｖｏｎＢüｒｅｎ，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ｒｅｃｈ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９６４，Ｓ．２．
前引 〔１〕，Ｄｕｌｃｋｅｉｔ文，第６０页。
例如，卡氏指出：“债权质权并非债权物权化，而是一项真正的对物权。”前引 〔１〕，Ｃａｎａｒｉｓ文，第３７５页。



物权化”现象的原因在于，将债权和物权作同一层次的效力比较已成惯例，加之 （有体）物

概念与所有权概念的长期绑定，使得债权所有权及其背后的债权客体化原理被遮蔽。

　　４．“债权物化”对 “债权物权化”的前提限定

　　基于 “债权物化”与 “债权物权化”之间的机理分殊，“债权物化”进一步构成 “债权

物权化”的前提限定。唯有将债权限定在相对性面相之下，“债权物权化”方具可能和意义。

因为一旦涉及债权的财产权客体面相，由于债权本身就是广义之物，基于债权 （所有权）与

物权在属性方面的同质性，债权 （所有权）已然具备全部的物权特征，此时再无 “物权化”

的必要和可能。是故，“债权物权化”的隐含前提在于，在相对的债之关系中，债权人具备部

分以标的物为客体的物权特征。

　　在此基础上，以学理上一般意义的绝对性作为债权物权区分的关键标准鲜有实益。理由在
于，绝对性系法律语境下现实利益客体化时的必要配置，作为特定利益受到 （潜在）侵害时

导出具体救济权的理论预设。卡氏将物权性首先对应归属的绝对性之理据亦在于此，即任何利

益一旦完成法律上的客体化进程进而形成某一具体的原权，那么从客体归属于主体的角度来

看，该原权必然具有绝对性。物权、债权、知识产权，概莫能外。物权性之所以能够作为绝对

性的典范，主要因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有体）物首先成为人类的生产生活资料，进而率先在

民法层面被客体化，成为权利客体的首范。据此，充其量可以说，物权在绝对权的历史沿革方

面具有开创性意义。

　　事实上，在德国潘德克顿法学发展的过程中，德国学者瓦希特和温格明确提出了物权性与
绝对性的分离。两位学者指出，绝对性并非物权的本质特征，而是物权在效力层面常见的效

果，此种观点对后来德国学界关于物权性与绝对性之关系的认识产生了显著影响。〔６１〕例如，

德国学者多纳指出：“绝对保护绝不是物权的独有特质。物权化理论认为，在从不享有绝对保

护的债权向受绝对保护的物权过渡的过程中存在 ‘中间形式’，但实际上包括债权在内的任一

私权都享有绝对保护，根据立法者的要求这种特征是必要的。”〔６２〕最终，《德国民法典立法理

由书》将绝对性排除在物权性之外。〔６３〕

　　总之，绝对性在客体保护层面的普遍性难以进一步揭示物权有别于债权的具体特征，仅将
“债权物权化”导向 “债权绝对化”的认知增益颇为有限。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参照卡氏提出

的物权性在规范层面的具体标准并进一步加以检视，据此识别出民法规范中真正的 “债权物

权化”现象。

　　 （二）被误解的 “债之随物化”

　　１．债之关系随物化
　　德国学者魏特瑙尔 （以下简称 “魏氏”）在其 《债之关系随物化》（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
Ｓｃｈｕｌｄ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一文中提出了与杜氏和卡氏所谓 “债权物权化”内容相关但表达相异的观

点。尤其对于杜氏提出的 “具有部分物权特征”的债权，魏氏认为，此类规范现象属于债权

人地位或债务人地位基于法律规定而非当事人意定，与物权变动结合在一起。魏氏并未称之为

“债权物权化”，而是谓之 “债之关系随物化”和 “债之约定随物化”（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ｔｅ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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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金可可：《论支配权概念———以德国民法学为背景》，《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７３页。
前引 〔１２〕，Ｄｒｎｅｒ书，第８６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３０〕，金可可文，第２４页。



ｃｈｅＶｅｒｅｉｎｂａｒｕｎｇｅｎ）。〔６４〕

　　这里再次涉及到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的理解与翻译。我国有学者将魏氏一文中的 “Ｖｅｒ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译为 “物权化”，〔６５〕笔者认为值得商榷。理由在于，魏氏无论是文题抑或论述重

点，都与杜氏或卡氏相异，旨在指明债之关系／债之约定的移转与物权变动密切相关。最为关

键的是，魏氏在文末特别强调，此种债之关系／债之约定随物化并不改变或丧失自身的债之属

性，而只是与物权密切相关。并且，魏氏建议避免使用 （债权）具有 “物权效力”之表达，

因为此种表达既容易混淆对物权和请求权之间的区别，也容易模糊真正的对物权与随物化的债

之关系之间的差异。〔６６〕可见，魏氏并不主张从效力层面对所涉规范现象加以解读。对此，另

有学者同样看到了魏氏与杜氏、卡氏研究视角的不同，尽管其仍对魏氏一文中的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

ｃｈｕｎｇ”采 “物权化”翻译，但指出魏氏构建的理论与 “物上之债”极为相近，即它们均为相

对性之债，均与物权并存，均涉及物权人的积极给付义务，且均须借助登记来约束取得物的任

一物权人。〔６７〕

　　事实上，“债之随物化”与 “物上之债”的相通性早已有之。物上之债在德国普通法中的

雏形便被称为 “随物之债”（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ｐｒｏｐｔｅｒｒｅｍｏｄｅｒ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ｏｂｒｅｍ）。〔６８〕其次，与 “物上之

债”相类的概念还有 “主体随物的义务”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 “主体随物的义务”

概念明确表达了义务主体的确定方式，即债之主体随物之移转而确定，恰恰弥补了物上之债在

概念表述方面的不足。〔６９〕此外，格恩胡伯同样区分 “债权物权化”与 “债之关系随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ｖｏｎＳｃｈｕｌｄ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后者体现为整个债之关系对权利继受人的继受效力。
在这些情形，物之所有权的继受人系通过法定的合同继受进入债之关系。〔７０〕显然，此种语境

下的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并非是从债权／物权的外部效力层面对所涉现象进行描摹，而是涉及债

物关联的内在构造，故将其译为 “随物化”更为准确。

　　２．继受保护无法作为债权物权区分的特征

　　回到物权本身，德国民法中的物权通常表述为 “对物权”（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Ｒｅｃｈｔ）。“对物权”概
念的表面含义体现为人对物的权利，此时对应事实层面人依其意思任意支配某物的自由。〔７１〕

而在法律语境下，以物权人与其他就物发生关联的法律主体形成具体的法律关系为限，此种对

物性集中体现为随物性，这在物权的继受保护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将物权的继受保护与

“债之随物化”／“物上之债”相比较，可以发现继受保护并非债权物权区分的特征。

　　物权的继受保护系指某处分行为构成权利的取得或继受时，权利人得以其物权对抗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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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７２〕物权的继受保护集中体现在设立定限物权之情形。定限物权设立之后，作为母权的所

有权受到定限物权的限制，无论所有权移转至何人，在所有权人与定限物权人的约定期限内，

定限物权都可伴随所有权的移转而移转。此时定限物权如同附着在物上一般，随所有权人的变

动而对各时的所有权继受者形成权利负担，此亦物权的追及效力在设立定限物权情形下之体

现。对此，我国学者以修辞化方式形象地描述了地役权之适例：“地役权如同长在供役地和需

役地之上一样，在地役权存续期间，需役地上各时的任一所有权人，都是地役权人。不动产于

此不仅是客体，还物化了物权主体，即主体随客体而定，故而将地役权称为主体为物、客体为

物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Ｒｅｃｈｔｅ）的物权。”〔７３〕“主体为物、客体为物”恰恰印证了定限物权之
继受保护情形下的 “主体随物”特征。

　　在 “债之随物化”／“物上之债”的情形，所涉之债皆与确定的客体 （即物）相关联，进

而呈现出相同的 “主体随物”的特征。〔７４〕换言之，如果说定限物权系关联母权 （常为所有

权）之上的物权性负担，那么物上之债便是关联母权 （常为所有权）之上的债权性负担。在

最为典型的 “所有权让与不破租赁” （德国民法典第 ５５６条／我国民法典第 ７２５条）情形下，
附着于租赁物之上的整体租赁关系为租赁物受让人所须继受的债权性负担。同理，在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经法释 〔２０２０〕２１号修正）第
２８条第２款情形下，只要租赁权在拍卖财产之上的存续不对担保物权或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
现产生不利影响，拍卖财产的受让人同样须继受其上的租赁关系负担。除此之外，魏氏还列举

了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的受让人继受原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的权利和义务 （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６８
条及以下、第１５８条及以下）、长期居住权的取得人继受原权利人与所有权人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 （德国住宅所有权法第３８条）、新企业主继受原企业主与雇工之间基于劳动关系的权利和
义务 （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３ａ条）等 “债之随物化”现象。〔７５〕由是观之，继受保护难以作为债

权物权区分的要素，债权因此 “物权化”更是无从谈起。

　　另须申说的是，在 “随物之债”／“物上之债”模型下，物上债务是否会被纳入物权的内
容或发展成为独立的与物权相对应的 “物务”？已有部分学者持此观点。〔７６〕笔者认为，物权

制度旨在发挥归属功能和排他功能，物权所对应的义务是一种一般化的尊重和不得侵犯的潜在

义务，其与我们通常所言的狭义法律关系中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存在根本区别，后者情形下的义

务是具体的、相对的。一言以蔽之，从物权的生成原理来看，具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给付义务

无法构成物权的内容。〔７７〕正因如此，瑞士民法学者在界定物上之债时，明确将其框定在债之

性质内：“通常认为，如果权利的内容是积极的给付义务，……那么与所有权、定限物权或物

之占有相关的法定或意定的义务不可能作为物权性负担。所有这些负担行为 （Ｖｅｒｐｆｌｉｃｈｔｕｎｇ）
只能构成债的内容，如果这些负担行为是对该物的各时所有权人、定限物权人或占有人之约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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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这种债便是物上之债。”〔７８〕不仅如此，在 “债之约定随物化”情形下，所有权人之间或

所有权人与定限物权人之间同样存在随附的债之关系 （Ｂｅｇｌｅｉｔｓｃｈｕｌｄ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７９〕因此，至
多只能说物权人之间约定的 “物上义务”（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Ｐｆｌｉｃｈｔ）是围绕物的或与物相关的，但并
不能就此认定此种义务就是与物权相对应的独立的 “物务”，因为此种围绕物的义务是具体的

和现实的，并且通常体现为积极的给付义务，违反此项义务的物权人可能承担义务不履行的损

害赔偿责任，故而此种围绕物的义务在性质上只能是债务。我国学者将此种 “ｒｅ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译为 “物权债务”，是指在物权之上设定的债务，此种债务的特殊性在于与物权不可分离，具

有明显的 “随物性”。〔８０〕这进一步涉及功能上物权法与债法的分工与互动，即物权法规定物

的归属，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来源；债法则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获得或利用物的基

础。〔８１〕鉴于债法的本质为关系法，一旦涉及具体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具体的权利义务关

系，便将落入债法的调整范畴，因此，独立的所谓 “物务”并不存在，物上义务亦无法纳入

物权的内容，此时所涉现象仍属 “债之随物化”，而非 “债权物权化”。

　　３．“债之随物化”与 “债权物权化”

　　 “债之随物化”与 “债权物权化”的主要区别有二：其一， “债之随物化”侧重于债权

与物权在规范体系中的关联，此种关联集中体现为债之关系或债之约定与物 （权）之间并存

与伴随关系的内在构造，〔８２〕此时债之关系或债之约定伴随物 （权）向下一位物权取得人发生

动态移转。而 “债权物权化”系以债权物权的效力区分为预设，是静态之下在外部效力层面

对债权具有特定物权特征的定点刻画。其二，在动态的 “债随物走”过程中，仅仅是原当事

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一方主体变更而整体向第三人移转，而无论一方主体如何变更，该债

之关系内部的相对性并未在此动态移转的过程发生任何变动，其中可能涉及的债权请求权仍然

只能约束新加入该关系中的相对人。而 “物权化”系相对性的债权被赋予一般情形下债权本

不具有的特定的物权效力。比较而言，前者完全限于纯粹的债法框架之中，后者通常出于法政

策考量不得不借用特定的物权特征。〔８３〕

　　要言之，这里关键需要区分债的本来效力和债权向物权借用的外部效力。尽管 “债之随

物化”体现的继受保护同样具有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但此时物 （权）仅系债之关系或

债之约定发生同步移转的纽带，而非作为此种效力的来源。此种因一方主体变更所致的债之关

系对潜在第三人的动态继受系债法的本来现象，除 “所有权让与不破租赁”此种法定继受外，

亦可发生当事人之间的意定继受 （民法典第５５６条）。同时，此种继受保护所呈现出的对抗不
特定第三人效力有别于物权效力。在范围上，前者所能对抗的潜在第三人范围仅限于可能的物

权继受人，而物权的防御力可对抗除物权人之外的任何人。在强度上，继受保护弱于物权效力

的预防性 （详见下文继受保护与处分保护的比较）。可值参考的是，德国学者彼得森将继受保

护作为私法中的一般性原则加以考察，并将继受保护界定为向后来的物之所有权人或债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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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的权利主张。〔８４〕彼得森进一步从债权让与这一简易情形 （德国民法典第 ３９８条）开始，
依次分析了租赁法 （德国民法典第 ５５６条）、物权法 （德国民法典第 ９８６条第 ２款）、劳动法
（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３ａ条第１款）上的继受保护情形。〔８５〕由此可见，继受保护系债法和物权法
中的通行现象。无论是内在构造还是外部效力，“债之随物化”与物权性并无关联，不宜仅因

前者在表象上与物 （权）有关，且呈现出看似相类的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便将 “债之

随物化”归入 “债权物权化”。相反，从原理和现象层面细致区分二者，才能更为深入和准确

地认识具体民法规范的形成机理。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厘清我国法语境下误入 “债权物权化”之中的 “债之关系随物化”

和 “债之约定随物化”现象。在 “债之关系随物化”方面主要包括：（１） “所有权让与不破
租赁”，此系误入 “债权物权化”的最典型代表。事实上，此中的 “租赁”并非指代狭义债之

关系 （租赁权），而是广义债之关系，即承租人在租赁合同中的整体法律地位。由此带来的合

同地位之概括继受是一种完全的债之性质的制度设计，本身并不掺杂任何物权因素。（２）劳
动合同的继受保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３４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分离等情形，原劳
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该条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劳动合同随用人单位

之变更而发生相应移转。此种原理与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３ａ条一致，皆属于 “广义债之关系随物

化”的规范现象。当然，此中的 “物”自非限于狭义的有体物，而是指用人单位的资产。另

外，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合并或分离之情形外，对于该条规定中 “等”字之情形，公司收购、

财产转让、公司法律形式转换等涉及用人单位结构性变更的情形亦应包括在内。〔８６〕（３）企业
改制中的 “债随物走原则”。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经法释 〔２０２０〕１８号修正）第 ６条、第 ７条，原企业的债务随着新公司的
成立发生相应移转。有学者指出，此时债权人享有与担保物权人相类的对变动财产之追及效

力。〔８７〕此种所谓追及效力，恰恰对应其 “债随物走”之特征，同样属于 “债之随物化”现

象。（４）预售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以下简称 “预抵押登记”）的顺位保护。预抵押登记

是对设立预售商品房抵押权请求权的预告登记，其所保全的请求权系以设立抵押权为目的的债

权请求权。鉴于民法典第４０６条第１款已经抛弃了原物权法第１９１条的 “抵押权人同意规则”

而回归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且受预告登记保全的债权之效力不得超过标的物权之效力，故预抵

押登记权利人原则上无法阻却义务人对抵押物的处分行为，而仅享有顺位保护。此种顺位保护

与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一样，具有 “主体随物”特征，即无论预购房屋被转让至何人或被设立

何种他物权，预抵押登记所保全的顺位可对抗预购房屋上的各时物权人，此时属于 “狭义债

之关系随物化”，而非 “债权物权化”。

　　在 “债之约定随物化”方面，为避免给第三人造成不测损害，意定内容须借由登记媒介

方可发生继受保护之效果。我国台湾地区的共有物分管契约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８２６条之１）
和不动产役权中关于租金和预付租金之约定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８５９条之２、第８３６条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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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１５０页。



款和第８３６条之１）即为适例。我国并未明文禁止不动产物权人之间借助债之约定实现物权关
系中的自治性。根据原国土资源部 （现自然资源部）出台的 《不动产登记簿样式及使用填写

说明》（国土资发 〔２０１５〕２５号），不动产登记簿采用 “活页”方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续

页，且各类不动产物权权属信息页中都设有 “附记”一栏。例如，在居住权关系中，当事人

可以约定房屋所有权人支付房屋日常维护费用的义务，〔８８〕该义务经登记可对房屋买受人产生

继受效力。

四、“债权物权化”的外延限缩

　　 （一）规范层面物权特征之检视

　　结合卡氏所提标准和中德民法规范，有待检视的规范层面的具体物权特征包括侵权保护、
物权请求权、处分保护、继受保护以及破产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对抗力。其中，侵权保护

系 “债权客体化”的表现形式，不予讨论；继受保护已于上述。下文主要检视物权请求权、

处分保护以及破产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对抗力。

　　１．非真正的物权特征
　　 （１）取回权无法作为物权特征在破产程序中的延伸
　　取回权并非破产法新设的独立的 “权利”，而是破产法对实体法上已有财产权利的承认和

保护，是权利人基于物权等基础性权利主张有关财产不属于债务人，进而请求返还的权限。〔８９〕

德国支付不能法第４７条明文规定 “对人权”可以作为取回之权源。同时，德国破产法中的取

回权只要求被取回的标的不属于破产财团，并未要求该标的必须归属于取回权人。由此导致在

具有取回能力的返还请求权体系之下，并非仅仅包括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还包含债权性质的返

还请求权。例如，出租人在承租人破产时，基于租赁合同关系有权对租赁物主张取回。〔９０〕于

此情形，并不要求出租人为租赁物的所有权人。若出租人与所有权人身份重合，其可择一作为

取回权源。〔９１〕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第１１０条亦强调 “财产不属于破产人”即可取回。故取回

权的权源通常是财产的所有权人或归属之人，但基于与破产人间的租赁、借贷、寄托等契约而

享有的返还请求权，亦可作为取回权源。〔９２〕结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第３８条之文义，该条规定与
德国支付不能法第４７条和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第１１０条相类，并未明文要求待取回的标的物
必须归属于取回权人，而重在强调该标的物不属于破产人。

　　准此，既然债权构成独立的取回权源，那么便不能认为这些基于债权主张取回的现象属于
“债权物权化”。要言之，取回权系返还请求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反射，而返还请求权的关键在

于其权源是否以占有标的物为必要，而非其物权性质。这在他物权方面亦有明显体现。例如，

用益物权人、动产质权人和留置权人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故可主张取回，而不以占有标的物

为必要的抵押权人则否。〔９３〕可见，返还请求权并非单纯源于物权，由此取回权无法作为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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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破产程序中的延伸。

　　 （２）案外人异议之诉难以作为物权特征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延伸

　　案外人异议之诉，系执行程序之外的第三人原则上以执行债权人为被告，要求法院作出不
得强制执行或撤销强制执行程序之判决的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 ２３４条）。〔９４〕域外法常谓之

“第三人异议之诉”。德国民法中的第三人异议之诉是 “否认性之诉”（ｎｅ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Ｋｌａｇｅ），此

种否认性之诉具有双重要件：其一，执行者必须客观上侵犯了某项不应对执行名义债权

（Ｔｉｔｅｌ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承担责任的财产客体；其二，此种侵犯必须侵害了第三人的权利。〔９５〕同时，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７７１条将此种第三人的权利称为 “阻碍转让的权利”。于此教义之下，异议

人不限于执行标的的所有权人，执行标的的出租人或出借人亦可。〔９６〕易言之，德国强制执行

法中的第三人异议之诉与德国破产法中的取回权制度本旨相同，即旨在否认执行标的／破产程

序中的特定标的属于责任财产，至于异议人或取回权人是否为物权人，在所不问。是以，第三

人异议之诉的提请资格无法作为物权性要素。另外，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 １５条规定，

第三人异议之诉的提请主体为有 “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权利者”。对此，我国台湾地区通说认

为，第三人异议之诉中的异议事由并不限于物权，不宜对此一概而论。〔９７〕

　　就我国而言，２００８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

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０８〕１３号）第１５条将该项权利定义为 “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

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９８〕通说认为，异议事由不限于所有权，其他案外人对

执行标的的占有、使用受到妨害或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交付或让与的权利，亦可适用。〔９９〕

之后，“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 ２４条对该项实体权利的界定更为一般化，仅要求该权利能够

“排除强制执行”，此种修法方向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极为相似。因此，司法解释同样

未将异议事由局限于物权情形。〔１００〕另从既有司法裁判观之，债权和物权在异议事由中的占比

相当。〔１０１〕这进一步印证了案外人异议之诉系作为执行阶段民事权益保护的一般化设计，而非

为物权专设的救济路径。恰如德国学者富勒指出的，“民事诉讼法乃程序法制度，在具体救济

路径设计方面不受民法分类的约束，可能会与实体民法体系相分离。我们无法从强制执行法的

体系中得出第三人异议之诉与物权性相绑定的可靠结论”。〔１０２〕

　　由上观之，无论是破产程序中的取回权，抑或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之诉，符合法
定要件的物权权源只是触发上述程序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此，权利人在破产程序和

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对抗力并不属于物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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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真正的物权特征
　　 （１）物权请求权
　　物权请求权服务于物权的实现，旨在恢复物权人对物支配的圆满性。〔１０３〕故物权请求权属
于非独立的请求权，无法与作为基础的物权相分离，也无法独立让与。〔１０４〕相较于同为救济权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物权请求权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因其制度本旨并非损害填补，故不

以实际损害为必要。其二，不以过错以及责任能力为要件，三岁孩童擅自拿走他人玩具亦可向

其请求返还。〔１０５〕其三，鉴于物权请求权服务于物权的实现，而物权又以物之现实存在为前

提，故物权请求权同样具有物之依附性。一旦物遭灭失，物权自然无从附丽，物权请求权亦随

之消亡。因此，从物权请求权的功能和对物权的依附性可知，物权请求权系物权支配性在规范

层面的特征之一。

　　 （２）处分保护
　　物权的处分保护系指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他人物权，原物权人的权利通常并不因此消
灭。〔１０６〕物权的处分保护一般用于完整物权的无权处分情形，善意取得系处分保护的例外。易

言之，在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整体转让原权利人的所有权或定限物权的情形下，只要不构成善

意取得，各时第三人都无法取得该物权，所有权人皆可将被处分的物权追回，恢复其对物支配

的圆满性。从某种程度而言，处分保护毋宁系交易层面物权请求权之变体，同样根植于物权人

对被处分物权的支配，属于 “未经同意，便可追回”的预防性救济途径。因此，处分保护可

以作为物权特征之一。

　　就处分保护有两点须作说明：其一，处分保护和前文所言的继受保护同为我国民法学中追
及效力的组成部分，〔１０７〕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处分保护体现为阻却效力，继受保护体现为继受

效力。具言之，处分保护旨在预防处分客体在未经权利人同意的情形下受到不当处分。处分客

体无须依附于其他母权或者说处分客体本身构成单一的完整母权，权利人原则上能够直接阻却

第三人在无权处分情形下对处分客体的取得。而继受保护指向的对象是物上负担，此种负担既

可包括物权性负担，例如定限物权，亦可包括债权性负担，例如租赁关系。这些负担伴随关联

母权 （常为所有权）的移转而发生相应的继受，但负担之上的权利人无法阻却母权受让人对

母权的取得。其二，当债权本身作为处分客体被无权处分时，债权所有人能够直接追回其债

权，而无善意取得之例外限制。从这个角度而言，对债权的处分保护比对物权的处分保护更

强。〔１０８〕但是，此种处分保护已然溢出 “债权物权化”的限定范围，而应归入 “债权物化”的

范畴。

　　 （二）真正的 “债权物权化”现象

　　１．德国法
　　 （１）行纪关系中委托人的法律地位。根据德国商法典第３９２条第２款，行纪人因实行行
为所生的债权，即使该债权未行让与，其在委托人和行纪人或其债权人的关系上，仍视为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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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债权。该规定背后的法政策考量在于替代性取得。亦即，行纪人有义务将其基于行纪财

产、并通过法律行为所取得的债权让与给委托人 （德国商法典第３８４条第２款），而德国商法
典第３９２条第２款直接将行纪人因实行行为所生的债权视作行纪财产的替代品，并在债权让与
前将其预先归属于委托人。〔１０９〕于此情形，在委托人和行纪人之间，行纪人负有将作为标的物

的债权让与给委托人的合同义务，相应地，委托人本来只享有基于行纪合同的债权人地位，但

德国商法典第３９２条第２款通过预先让与拟制 （Ｖｏｒａｕｓａｂｔｒｅｔｕｎｇｓｆｉｋｔｉｏｎ）赋予委托人对广义标
的物权 （即将要受让但尚未让与的债权所有权）的处分保护。此种预先归属拟制带来的处分

保护具体体现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对所涉债权的扣押可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在破产程序中

可取回所涉债权；行纪人不得就所涉债权向第三人主张抵销。〔１１０〕

　　 （２）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弱处分保护。关于预告登记的法律效果，德国民法采 “相对不生

效力模式”（德国民法典第８８３条第２款），即预告登记后的物权处分仅对预告登记权利人不
生效力。在预告登记权利人主张预告登记义务人和第三人的处分行为不生效力后，预告登记权

利人对已经取得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第三人享有同意登记请求权 （德国民法典第 ８８８条第 １
款）。于此情形，标的物权并未预先归于预告登记权利人一方，预告登记义务人仍可以物权人

身份与第三人顺利完成不动产物权变更登记。但是，以挫败或妨害受预告登记保全的债权为

限，“相对不生效力模式”仍然构成对预告登记义务人 （即物权人）处分权的限制。经预告登

记的债权如同附着于处分客体之上的负担一般，在预告登记保全期限内随时可能因德国民法典

第８８３条第２款规定的构成要件的满足，致使预告登记义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处分行为不生效
力，进而保全预告登记权利人对标的物权的取得。要言之，“相对不生效力模式”在保护机制

上具有特殊性。一方面，预告登记的保全效力不同于物权的预防性处分保护，其并无事前的阻

却效力，而只得于事后挫败不利于被保全债权的处分行为。另一方面，经预告登记的债权虽然

也会如随物之债或定限物权一般，对取得标的物权的第三人发生相应的继受，〔１１１〕但其特别之

处在于，预告登记权利人在保全期限内能够凭借 “相对不生效力模式”挫败第三人对标的母

权的取得。折衷而言，德国法语境下的预告登记权利人享有的是事后的弱处分保护。

　　２．中国法
　　 （１）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处分保护。我国法语境下的预告登记制度旨在规范商品房预售中
开发商的 “一房数卖”行为，此时涉及对购房者生存权利之考量，故有特别保护必要。〔１１２〕由

此导致在法律效果方面，我国现行法采取 “限制处分模式”（民法典第２２１条第１款第２句），
即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预告登记义务人处分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预抵押登记

已于前述，在此不涉）。与德国民法相比，我国法采取强保护路径，直接赋予被保全的债权本

应在完成本登记之后才具有的物权效力。此种预防性保护与物权的处分保护如出一辙，构成

“债权物权化”现象。

　　另须指出的是，网签备案登记虽属行政管理措施，但因其自身程序设置，实际上在房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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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３〕，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书，第４８页。
Ｖｇｌ．ＰｅｔｅｒＪｕｎｇ，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１１．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Ｍüｎｃｈｅｎ：Ｃ．Ｈ．Ｂｅｃｋ，Ｓ．２７４ｆ．
例如，在德国民法中，经预告登记的债权在强制执行阶段会作为 “最低出价额”的负担存续在拍卖物上。参见

庄加园：《预告登记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效力》，《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１３４页。
参见前引 〔４〕，胡康生主编书，第６１页以下；前引 〔４〕，黄薇主编书，第２９页。



易中发挥了与预告登记极为相类的限制处分功能，即只要交易房屋上存在在先的网签备案登

记，便无法进行新的网签备案及后续的物权移转登记。〔１１３〕由此，网签备案登记事实上具有处

分保护效力，使得不动产交易中的受让人居于 “物权化”的法律地位。但是，严格而言，此

种 “物权化”现象系网签备案登记在落实市场监管功能过程中的衍生产物，具有交易实践的

实然性，而无法律规定的规范性，〔１１４〕故不属于 “债权物权化”的规范现象。

　　 （２）“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２９条情形下商品房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在保护贫弱者的法

政策考量之下，〔１１５〕“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 ２９条在要件设定方面不若其第 ２８条严格，仅要

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和消费者支付特定对价。此种要件并不要求任何公示手段予以配

合，在我国不动产所有权变动采 “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无法寻得认定房屋所有权已经发

生变动的空间。由此，在债物二分原理之下，此种所谓 “物权期待权”的法律地位本质上仍

然是一种债权人地位。例如，在数起示范性案例中，法院指出，“从性质上而言，物权期待权

属于债权范畴，但该债权不同于一般的债权”。〔１１６〕

　　拓言之，从性质来看，买受人请求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并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请求权为债权

性质的移转请求权 （Ｖｅｒｓｃｈａｆｆｕｎｇ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其与前述基于债权权源的返还请求权不同，尽管

二者同属债权体系，但前者无法在强制执行程序中作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提起事由。〔１１７〕准

此，不动产买受人依据移转请求权的本来效力无法对抗强制执行，而从规范意图来看，“执行

异议复议规定”第２９条旨在赋予商品房消费者对抗处分性强制措施。显然，这种处分保护已

然超出了债权自身的效力范畴，债权人被赋予了所有权人的部分法律地位，可借由 “物权化”

工具来解释买受人法律地位之增强。

　　 （３）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被拆迁人的法律地位。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属于拆迁人与被拆迁

人以拆迁房与安置房作产权调换的不动产互易合同。在尚未进行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之前，在

互易法律关系中，被拆迁人请求交付安置房并取得安置房所有权的请求权为债权性质的移转请

求权。２００３年 “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７条第１款实系对被拆迁人移转请求权的法定保全。

此种法定保全效力比预告登记更强，预告登记的保全期限仅限于自可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

９０日内 （民法典第２２１条第２款），而被拆迁人的此种特殊债权则无期限限制。换言之，在法

政策的影响下，此种无须公示的特殊债权表面上属于对人的移转请求权，实则具有强烈的物权

性，被拆迁人事实上被赋予了几乎万无一失的取得安置房的处分保护。〔１１８〕依照 ２００３年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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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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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常鹏翱：《存量房买卖网签的法律效力》，《当代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６４页。
常鹏翱：《中国式买房：网签备案的功能分析》，《法律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０６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３６页以下。
参见海南昌茂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海南君士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上诉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琼民终３８７号民事判决书；姚建明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城中支行抵押合同纠纷上诉案，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浙０５民终８２号民事裁定书；天津铁合金交易所有限公司与李章子执行异议
之诉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津民终１５１号民事判决书。
Ｖｇｌ．Ｓｃｈｍｉｄｔ／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ｎ，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ｒＺＰＯ，§７７１，５．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Ｒｎ．３９．
不少判例中，法院认为该特殊债权无条件优先于其他权利。新近案例，参见前引 〔６〕中的代表性案例；较旧案
例，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甘民一终字第 １５９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黔０１民初１１５３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冀１１民终５０３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南充
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南中法民终字第１９０６号民事判决书。



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７条第 １款，只要安置房能够特定化，该安置房实际上已然 “预先归

属”于被拆迁人，此时拆迁人与第三人对安置房的任何物权处分都无法对抗被拆迁人。正因

安置房所有权对于被拆迁人而言是 “预定的”，此时被拆迁人名为债权人，实则享有所有权人

的法律地位，属于典型的 “债权物权化”现象。

　　综上，“债权物权化”实系相对性面相下的合同债权被赋予对标的物权的处分保护。在此

类具体的相对的债之关系中，合同债权本身不是标的，而是作为引导物权发生变动的媒介。尤

其在我国法语境下，出于特定的法政策考量，标的物权的归属被事先预定于受保护的债权人一

方，并通过预告登记乃至免于登记来保障不动产物权受让人对标的物权的取得。

结 语

　　自德国引介而来的 “债权物权化”学说主要停留在外部效力层面的现象描述，其默认物

权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性相绑定，并已泛化至债权相对性之例外的范畴。但是，“债权物权

化”的实相远非债权突破相对性那般简单，对其探明既需限定 “债权物权化”的前提，也需

界定债权物权区分的真正特征，还需充分厘清债物之间的其他互动关系。尤其是本文重点区辨

的 “债权物化”和 “债之随物化”，非但与 “债权物权化”的形成机制迥然不同，而且体现

了债物关联在理论和规范体系中的其他面相，进而构成对债权和物权之间相互关系的有益补

充。单以 “债权物权化”学说统括庞杂的债权之对抗第三人效力的现象域，无异于一叶障目。

因此，“债权物权化”的范畴厘定，不仅关系到认识论层面若干易混淆的规范现象的澄清，更

是民法典时代推动我国民法教义学精细化作业的必然要求。

　　在此基础上，“债权物权化”的背后，实为法政策学和形式理性之间的角力和调和，更是

功能主义催动下民法回应现实关切的法技术考验。从这个角度而言，“物权化”作为传导法政

策的工具，还将面临方法论上的进一步审视。亦即，特定情形下债权人的法律地位能否运用

“物权化”工具加以强化，必须首先检视债权自身效力体系内部的规范依托是否已穷尽，如果

其已然满足立法者对特定主体的保护需求且不会造成法律漏洞或利益失衡，那么 “物权化”

便不必登场。例如，对于承租人得否享有基于物权的排除妨害请求权，德国民法明确拒绝类推

适用德国民法典第１００４条使承租人的法律地位物权化，承租人享有基于占有的排除妨害请求

权 （德国民法典第８６２条）即为已足。〔１１９〕其次，我国法语境下预告登记的 “限制处分模式”，

系以牺牲交易效率来达到保护预告登记权利人的目的，是否必要，不无疑问。〔１２０〕更为关键的

是，尽管我国立法者对预告登记制度设有弱者保护之要旨，但在规范设计上却适用于一般情形

下的不动产物权变动 （民法典第２２１条第１款），法政策与法规范的部分背离再度彰显了这一

“物权化”效果的非必要性。循此，“物权化”作为法政策介入私法的调控工具，同样面临管

制之下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适用问题。基于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均衡考量，在最小伤害原则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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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ｌ．Ｒａｆｆ，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ＢＧＢ，§１００４，８．Ａｕｆｌ．，２０２０，Ｒｎ．６２．
相关质疑，参见杨立新、宋志红： 《预告登记的性质、效力和范围探索》， 《法学杂志》２００６年第 ４期，第 ３５
页；杨涛：《预告登记效力探讨》，载周林彬主编：《物权变动与商事自治规范之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７页以下。



实现法政策的初衷，是审视 “物权化”有无必要的关键标准。若既有的民法规范供给或借助

登记等其他配套制度的完善足以承载立法者的法政策考量，便无须借道 “物权化”，进而减少

对债物二分体系的冲击。可见，“物权化”系法教义承载法政策时必须谨慎考量的强化工具，

而非可以泛化运用的描述工具。

　　总之，债权和物权的相互关系已然成为财产法教义体系展开的基石。对 “债权物权化”

的正确认识以及 “物权化”工具的谨慎运用，不仅牵涉债物二分体系的稳定性，也会影响其

他财产权益的性质认定，〔１２１〕还可能在强制执行法和破产法领域产生延伸效应，可谓 “牵一发

而动全身”。本文只是这一更为宏大的命题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ｔｈｅ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ｒｉｇｈｔ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ｕｓ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ｂｕｔ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ｈａｓｒａｒｅｌｙｂ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ａｎｄｌｏｏ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ｒ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ｉｔｅｍｓ”ｃａｎｅａｓｉｌｙ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ｏ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ｒｉｇｈｔ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ｏｍＧｅｒｍａｎｙ，“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
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ｒｉｇｈｔｓｈａｖ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ａｎｄ“Ｄｉｅ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
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ｒｉｇｈ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ａｓａｌｌ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ｒ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ｌｉｇａｔｏ
ｒ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ａｎｄ“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ｏｎｌｙ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ｏｂｌｉｇａ
ｔｏｒ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ｒｅａｌｒｉｇｈｔ．“Ｖｅｒ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ｍｅｄｉｕｍｆｏｒ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ｗｈｉｃｈｉ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ｉｔｓ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ｅＶｅｒ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９·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１２１〕 对知识产权性质认定的影响，参见尚清锋：《知识产权的物权化探析》，《知识产权》２０１４年第９期，第４４页以
下。对网络虚拟财产之法律属性的影响，参见陈旭琴、戈壁泉：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浙江学刊》

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１４４页以下。对无体财产权许可使用性质认定的影响，参见 Ｈａｕｃｋ，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ｏ
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ａｍＢｅｉｓｐｉｅｌｅｉｎｆａｃｈｅｒｉ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ｇüｔｅｒ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Ｌｉｚｅｎｚｅｎ，ＡｃＰ，２０１１（５），Ｓ．６２６ｆ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