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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的债之保全体系 

龙  俊 

 

摘  要：我国《民法典》合同编第五章的“合同的保全”制度适用于整个债之保全领域，民

法典对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客体范围的扩张符合实践需求。《民法典》第 535 条的“与债

权有关的从权利”在解释上不仅包括债权的从权利，也包括合同的从权利；第 537条的第一

句规定了代位权人的简易债权回收规则，第二句意味着承认了限定性入库规则；第 542条明

确了债权人撤销权的理论构造应该解释为形成诉权，从而仅仅发生撤销法律行为的效果而不

直接发生请求权的效果，债权人想要终局性地解决问题还需借道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从而可

以适用代位权制度中的一系列规则。 

关键词：保全；代位权；撤销权；入库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民法典》既没有设置债编，也没有独立的债法总则规定。尽管笔者一向支持债法

独立成编，但也充分理解民法典现在的选择。毕竟从单行法时代开始，我国就已经形成了合

同、侵权分立的传统。在这一模式下，当然很难再设置一个独立的债法总则与合同编和侵权

编并列，否则逻辑上会不统一。如果在我国既有的规范体量不变的前提下，把合同编和侵权

编合并成一个债编，确实结构上会显得非常不合理：毕竟目前合同编已经占据了民法典的接

近半壁江山，如果再把侵权编合进去，固然在结构上维持了潘德克顿体系，但是显得极其不

对称。并且客观地说，债的概念比较晦涩，老百姓不容易看懂，不如合同、侵权等概念通俗。

民法典在显在的体系安排上追求亲民，因此，目前没有独立债编或者债法总则的立法体例也

就可以理解了。然而，债法规则在民法中居于核心地位，如果不设置债编，那么这些规则如

何安排呢？尤其是债的通用性规则怎么办？对于这些问题，我国民法典采取了一种比较特殊

的编纂方式：虽然在看得见的体系中没有设置债编，但我国民法典让其退居幕后，即主要隐

藏于合同编中，笔者称之为“隐藏体系”。具体到“合同的保全”这一章，民法典将债权人

代位权制度和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从原本合同法中“合同的履行”一章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章，

并且该章所有条文都没有使用“合同”、“当事人”等表述，而是使用“债权”、“债权人”、

“债务人”、“相对人”等表述，这些都是刻意而为。
1
这就是表明该章尽管标题是“合同的

保全”，放在民法典合同编中，实际上在体系上的定位是“债的保全”，是适用于一切债之关

系的通用性制度。 

未来在民法典的适用过程中对于“合同的保全”章的解释，笔者认为有如下问题需要解

决：（1）相较于我国 1999 年《合同法》，《民法典》扩张了代位权和撤销权的客体范围，那

么立法为什么要作此扩张？《民法典》第 535条的“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应该如何解释？

（2）《民法典》第 537条设计了代位权中债权人的简易债权回收规则。该条来源于司法解释，

然而司法解释的该规定却一直因为违反了“入库规则”而饱受争议。赞成者认为该规则避免

了搭便车的行为；反对者认为该规则有违债的平等性原则，毫无理由地赋予了代位权以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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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偿效力。那么，《民法典》第 537 条是否也违反了“入库规则”？在解释上应如何化解前

述争议？尤其是第 537 条后半段相比于司法解释增加了一句：“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或者

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被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或者债务人破产的，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处

理。”该句应该如何解释？（3）代位权规定了简易债权回收规则，但是撤销权却没有规定相

应规则，是否意味着撤销权不能适用该规则？民法典草案曾经规定了代位权和撤销权可以一

并提起，然而，民法典最终稿删去了该规则，未来代位权和撤销权如何衔接？ 

 

二、债之保全客体范围的扩张 

（一）代位权客体范围的扩张 

《合同法》第 73 条规定代位权的行使客体是“到期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 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

法解释一》）更是将之限定为“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进一步限缩了代位权的客体

范围。这种严格限制主要是基于历史原因，当初在《合同法》中设置代位权制度，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三角债”问题，即解决多个以给付金钱为内容的债之循环。有观点从实质的

角度赞同我国司法解释的做法，理由在于，对非金钱给付内容的权利行使代位权对于债权的

保障意义不大且程序复杂，并有过多干预债务人权利之嫌，故《合同法司法解释一》将代位

权的标的限定在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债务人的其他权利不得作为代位权的标的。
2
相

反，也有观点认为《合同法》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法律漏洞，只要是债务人的到期权利都可以

代位行使，应该通过目的性扩张予以填补。
3
 

从比较法上看，日本法中只要是以责任财产的保全为目的，适合用来作为共同担保的保

全的权利，都可以作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不仅常规的债权、物权可以作为代位权的行使对

象，以下权利也可以代位行使：（1）形成权。比如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受益的意思表示
4
、解

除权
5
、买回权

6
、抵消权

7
、时效援引权

8
等。（2）公法上的权利。例如登记申请权

9
。（3）诉

讼法上的权利。例如诉讼的提起、强制执行的申请、第三人异议诉讼的提起
10
等。（4）保全

性的权利。如债权人代位权
11
和债权人撤销权

12
本身也都可以代位行使。 

与比较法的通行做法相比，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将代位权的行使客体仅限于到

期金钱债权，实在过于狭窄。实际上，此一弊端已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显现。在最高人民法

院提审的案件中，法院为了将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转化为到期金钱债权，甚至以一个牵

强的理由将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之间的合同认定为无效，从而产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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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债权）作为代位权的客体。
13
尽管从结果上看法院的判决大体是妥当的，但是，此路径

“干预债务人权利”的程度之剧烈远胜扩张代位权的客体范围。
14
也就是说，原本是出于避

免过度干预而采取的保守立法模式，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却导致了更加激进的结果。由此可见

《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实际上很多地方法院已经在立法

和司法解释未改动的前提下，自行扩张代位权的客体范围，以下进行一个简单地梳理： 

1.扩张到特定物债权 

我国代位权司法实践中常出现的争议案例类型是，请求过户房屋所有权或者请求交付房

屋的债权是否属于代位权的客体范围？从性质上看，这些债权属于特定物债权而并非金钱债

权，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属于代位权的客体范围，但是按照《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的进一

步限制则不属于法定的代位权客体范围，然而不少地方法院判决可以行使代位权。 

例 1：原告高俊峰与被告内蒙古津洋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洋光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3 年初，原告高俊峰向本案第三人范海龙、王振华购买案涉房

屋，高俊峰向王振华交付房款；该房系九元公司划给范海龙、王振华 16 套顶账房之一。后

津洋光公司承接了九元公司该项目的一切债权债务。因范海龙、王振华怠于收楼，使房屋买

受人高俊峰无法实现其债权。本案中虽然法院在判决依据中列明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

13 条，但是该条款对债权人代位权客体范围明确限制在了到期金钱债权，而法院最终的判

决结果，即支持原告直接向被告代位行使交付房屋并协助履行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实质上

是支持原告向被告代位行使特定物债权请求权，是对《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 13 条规定的

到期金钱债权的突破。
15
 

例 2：景春艳诉王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景春艳与王永之间签订了《购房协议》，

景春艳已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大部分给付房款的义务；王永与绵阳宏达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绵阳宏达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向王永交

付房屋未果，由于王永怠于行使接受房屋的权利，导致景春艳无法按约定接受房屋。虽然法

院在判决中明确列明了依据《合同法》第 73 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 13条作出最终判

决，但是例 2与案例 1相同，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判决第三人直接向原告交付房屋并协助

履行过户手续，实质上是支持原告向第三人代位行使特定物债权请求权，同样是对《合同法

司法解释一》第 13条规定的到期金钱债权的突破。
16
 

例 3：原告贺某某、姚某某诉被告伍某某、严某某，第三人何某某、刘某某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2000 年 10 月 15 日，被告伍某某与第三人何某某签订了一份《房屋转让合同

书》，被告伍某某向第三人何某某支付房款后，二被告（夫妻）便搬入诉争房屋居住，且被

告伍某某曾要求第三人何某某协助过户，因主管单位不同意而未果。2006 年，原告贺某某

与二被告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书》，原告贺某某向被告伍某某支付房款后，二原告（夫

妻）一直在该诉争房屋居住生活至今，且于 2007 年曾要求被告伍某某协助过户，亦因主管

单位不同意而未果。2012 年起，因诉争房屋所在片区需要拆迁，主管单位同意协助办理过

 
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安然实业

(集团)公司代位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 7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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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期，第 139 页以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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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二原告要求被告伍某某及第三人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因第三人刘某某要求二原

告给付 20000元，三方协商未果，二原告遂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有赖于二被告与第三人何某某、刘某某之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

履行。二被告依约享有要求第三人何某某、刘某某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的合同权利，但怠于

行使该合同权利，致使二原告要求二被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合同权利无法实现，依据《合

同法》第 73 条之规定，二原告可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二被告要求第三人何某某、刘某某的

协助过户的合同权利。
17
例 3 与例 1、例 2 的不同点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第三人协

助办理其与二被告间的房屋过户手续，原告已经合法占有房屋，不涉及交付房屋的问题。 

2.扩张到担保物权 

我国代位权司法实践中另一大类常出现的争议案例类型是，虽然被代位的客体是到期金

钱债权，但是附属于债权的担保物权是否属于代位权客体范围？严格按照《合同法》以及《合

同法司法解释一》的文义解释，担保物权不属于代位权的客体；然而，如果依据从权利随主

权利的原则，那么担保物权作为主权利的从权利，应该一并作为代位权的客体。我国司法实

践中已经有大量判决依据前述“从随主”的原则肯定了担保物权属于代位权客体范围。 

例 4：华夏银行苏州支行与上海沪湘工贸有限公司、余忠代位权纠纷一案。华夏银行对

经贸公司享有到期债权，经贸公司对沪湘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此债权由沪湘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余某以其自有财产分别设定房屋的抵押担保和车辆的质押担保。华夏银行以沪湘公司、余

某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请求沪湘公司向其清偿债务；以余某设定的抵押、质押财产拍卖、

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案件争议焦点在于:抵押权和质权为担保物权，可否作为代位权客

体。法院判决肯定了担保物权作为债权附属权利，可以成为代位权的客体。
18
 

例 5：袁玉琴四川大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与路国显张其安等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

张冬丽对债务人路国显的债权已经到期，债务人路国显对次债务人张其斌、袁玉琴的债权也

已到期，同时钱直秀、张其安提供了三栋房屋，将其作为张其斌、袁玉琴向路国显借款的担

保物。在次债务人张其斌、袁玉琴未举证证明债务人路国显已通过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

次债务人张其斌、袁玉琴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张冬丽的

到期债权未能实现的情况下，张冬丽主张其有权向张其斌、袁玉琴行使代位权。本案争议焦

点是张冬丽对张其斌、袁玉琴的代位权是否及于担保物权。法院认为：“担保权利是债权的

从权利，债权人行使的是债务人的权利，而不是其自身的权利，债权人代为行使债务人的抵

押权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张冬丽可代位行使债务人路国显对次债务人享有的物的

担保抵押权。”
19
 

例 6：徐勇与苏州经纬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马亮等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原告徐勇对

第三人华鼎公司享有合法债权；第三人华鼎公司对被告东浩公司、马亮、胡苏琴享有基于担

保追偿权产生的金钱给付请求权，且华鼎公司分别与东浩公司、马亮及胡苏琴签订抵押反担

保合同，且进行了抵押权登记。法院认为：“被告东浩公司、马亮、胡苏琴提供的抵押房产、

 
17
原告贺某某、姚某某诉被告伍某某、严某某，第三人何某某、刘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天门市人民法院（2014）鄂天门民二初字第 00028 号。 
18
华夏银行苏州支行与上海沪湘工贸有限公司、余忠代位权纠纷一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

二中民三（商）终字第 430 号，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法院

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3-319 页。 
19
袁玉琴四川大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与路国显张其安等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2017）渝 02 民终 433 号。 



土地均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依法设立，因该抵押权从属于华鼎公司对经纬公司的主债权，

原告徐勇代位行使主债权亦可及于该主债权的从权利，故原告徐勇主张就抵押房产、土地拍

卖、变卖或者折价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请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优先受偿的

范围以抵押登记的优先范围为限。”
20
 

3.扩张到形成权 

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少量案件涉及到形成权能否作为代位权的客体范围。与日本不同，

我国涉及形成权的少量案件均集中在解除权上，笔者没有搜索到其他形成权作为代位权客体

的案件。这一结果可能与我国《合同法》与《合同法司法解释一》对代位权客体范围的严格

限制有关，毕竟连前述例 1至例 6能否成立都存在争议，更何况显然全面突破现行法和司法

解释的形成权。即使是其中相对常见的解除权，判决能够作为代位权客体的也属于“黑天鹅

中的黑天鹅”。 

例 7：王志民与泗阳桃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债权人王志民基于

民间借贷合同，对第三人吴建军享有到期金钱债权，第三人吴建军与被告桃源公司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桃源公司于某日之前交付房屋，如逾期交房超过 90日后，买受人

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应当自买受人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 30 天内

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 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但是房屋截止到诉讼

时，该房屋仍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尚未办理产权登记，也无法对该房屋进行强制执行，合同

目的无法实现，第三人吴建军也未行使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约定解除权。法院认为“被告已

构成根本违约，第三人有权解除合同”，于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73条判决“解

除第三人吴建军与被告泗阳桃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3年 9月 1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
21
 

例 8：恩平市富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悦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何悦强对第三人

陈仕东的债权经民事判决裁判为合法确定的债权，债务人陈仕东与富盈房地产公司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并约定超过 180 日后如买受人未按合同付款，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同时

该合同附件四补充约定，若买受人自本合同签订后 90 日仍未付齐全部房价款的，出卖人有

权解除合同。之后，第三人陈仕东没有继续支付购房款，富盈房地产公司也没有在约定的履

行期限内交付房屋，合同没有继续履行，已处于终止履行的状态。法院认为，“结合如前所

述合同多年来实际处于终止履行状态且双方没有继续履行意愿的事实，应视为双方同意解除

《商品房买卖合同》，故该合同应予解除”。法院据此并结合《合同法》第 73条、第 94条、

第 97 条判决解除合同。
22
与例 7 相比，例 8 虽然没有明确将解除的基础指向《合同法》第

73 条，但是如果依据《合同法》第 94 条解除合同则要求解除主体必须是“当事人”，显然

本案不符合，所以该案隐含的逻辑仍然是在实质上将解除权作为了代位权的客体。 

综上所述，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对代位权客体范围的限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前述

例 1至例 3是对《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的突破；前述例 4至例 6是对《合同法司法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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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与苏州经纬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马亮等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2016）苏 0591 民初 37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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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与泗阳桃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泗阳县人民法院（2017）苏

1323 民初 2596 号。 
22
恩平市富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悦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粤 07 民终 1529 号。 



和《合同法》规定的同时突破，但是尚属于论理解释中的扩张解释所能涵盖的范围；前述例

7、例 8完全突破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一》和《合同法》，属于典型的法律漏洞填补的范畴。 

这次民法典的编纂正是考虑到了司法实践的需求，明文扩张了代位权的客体范围。2018

年 8 月公布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 324 条将代位权的客体范围扩张为“债务

人的权利”，《民法典合同编(草案) 》（二审稿）也延续了这一规定。应该说，这一扩张的范

围是符合本文前述比较法的发展趋势的。在 2019 年年底的立法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提

出“债务人的权利”过于抽象，范围无边无际，担心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笔者指出，一方

面“债务人的权利”的表述是有比较法的基础的，另一方面至少在特定物债权、担保物权、

形成权的案件中我国现有判决均有承认可以代位行使的先例（例 1至例 8）。经过讨论，2019

年 12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将“债务人的权利”改为“债权或者与该

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从而明确代位权的客体要与债权具有相关性。这一方案最终被《民法

典》第 535条正式采用。 

《民法典》第 535 条所称“债权”不再限于“金钱债权”，特定物债权可以作为代位权

的客体（例如前述例 1 至例 3），自不待言。值得说明的是，该条用的是“与该债权有关的

从权利”而非“债权的从权利”的表述，也就是说，客体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狭义之债的从

权利”，“广义之债的从权利”也被囊括其中。不仅担保物权（狭义之债的从权利，例如前述

例 4至例 6）可以作为代位权的客体，而且基于合同产生的解除权等形成权（广义之债的从

权利，例如前述例 7、例 8）也可以作为代位权的客体。 

当然，立法过程中也有人担心代位权客体范围的扩张会导致债之相对性原则被过度击

穿，对于债务人的干预过多。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形成权，大部分人一开始都本能地认为作为

代位权的客体会对债务人的自由造成过度限制。然而，在例 7和例 8这样的案件中，明明只

要债务人解除合同就能回笼大量资金，却偏偏沉睡其权利导致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如果

法律不加干预显然更加不公平。实际上，大部分人的担心可以通过解释“影响债权人的到期

债权实现”这一要件解决，当债务人还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则不能肯定其行使代位权，

尤其不能允许其动辄代位形成权，此时应该解释为没有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也就是

说，从实质上解释代位权行使的必要性，而非从形式上限制代位权的客体范围，以划定债权

人保护和债务人自由之间的界限。 

（二）撤销权客体范围的扩张 

在债权人撤销权的客体范围的界定上，《民法典》沿用了《合同法》无偿行为、有偿行

为的二分模式，并且分别进行了扩张。对于无偿行为而言，《民法典》第 538 条相较于《合

同法》第 74条：（1）放弃债权不再限于“到期债权”，意味着放弃未到期的债权也属于可以

撤销的行为；（2）增加“放弃债权担保”的情形；（3）增加“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

（4）增加“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的情形。对于有偿行为而言，《民法典》第 539

条相较于《合同法》第 74条：（5）增加“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6）增加“为

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 

当然，与代位权客体范围扩张不同的是，《民法典》对撤销权客体范围的扩张主要采纳

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法释〔2009〕5号）的规定。前述改动（1）、（2）、（4）直接源自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 18 条，前述改动（5）直接源自《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 19 条。

前述改动（3）是为了避免列举模式导致挂一漏万而设计的兜底条款，前述改动（6）可以由



前述改动（2）当然推出。可以说，民法典对撤销权客体范围的扩张是吸收了比较成熟的司

法解释的做法，学界亦表示赞同
23
，因此本文不再赘述。 

 

三、简易债权回收规则和限定性入库规则的确立 

《民法典》第 537条的第一句继承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一》（法释〔2009〕19号）的规

定
24
，“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接受履行

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终止”。然而，原本司法解释中

该条的正当性就存在巨大的争议。反对意见认为，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目的在于保全债务人

的责任财产，因此，代位权行使的后果应当归属于债务人，而不能直接归属于债权人。这一

理解也被称为“入库规则”，所谓“库”指的就是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司法解释允许债权人

直接接受债务人的相对人对其履行，被认为违反的入库规则。进一步而言，让债权人直接接

受债务人的相对人的履行会使该债权人事实上拥有了一个优先效力，使得代位权行使后，债

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无法就被取回的财产与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竞争。因此，很多学者支持入

库规则，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债权的平等性原则。但是，也有观点赞成司法解释的规定，认为

其符合效率原则。如果严格贯彻入库规则，那么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之后，效果直接归属于债

务人。如果债务人还有其他的债权人，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可能因此而搭便车。行使代位权的

债权人累死累活好不容易把财产拿了回来，立刻就被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主张瓜分。因此，

入库规则不利于鼓励债权人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保护了“权利沉睡之人”，被认为是一种

缺乏效率的制度。 

上述两种观点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对立。这次民法典编纂过程中，2018年 8月公布的《民

法典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 326条刚出现时，就被支持入库规则的学者广为反对。然而，

从 2019年 1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开始，第 537条就增加了第二句话：“债

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被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或者债务人破产的，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处理。”

因为《民法典》进一步将“权利”修改为“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所以，《民法

典》第 537 条第二句最终的表述改为：“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

被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或者债务人破产的，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处理。”为何《民法典》

在面对争议时增加第二句，其意义为何？ 

要厘清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将目光移至我们的近邻日本，看一看日本在近来的债法改

革当中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依据日本新修订的《民法》第 423条之三的规定，在被代位权利的内容是支付金钱或者

交付动产时，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相对人向自己履行。日本民法之所以区分金钱、动产和不

动产，是因为如果在金钱或者动产中也严格奉行入库规则，那么代位权人行使代位权后，将

金钱或者动产交给债务人，债务人未必会为了债权人而保全这些财产，有可能债务人将这些

金钱或者动产花光或者隐藏起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民法允许债权人可以直接

就金钱或者动产要求次债务人对自己清偿。由于承认了就金钱和动产的简易债权回收，所以

既然回收回来的金钱或者动产应当归属于债务人，那么相当于债务人对于代位权人就有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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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求返还金钱或者动产的债权（不当得利），此债权会和代位权人保全的债权抵销
25
，相当

于赋予了债权人一种事实上的优先受偿权。但是，不动产的情况则不同，只要将不动产移转

到债务人的名下，那么就足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务人无法迅速将不动产销毁或者隐

匿，只要债权人再向债务人提起强制执行，就可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
26
 

日本民法修订的该条实际上是承继了修订前的判例观点。然而，日本民法修订前也有很

多观点批判判例的这一做法，认为赋予债权人代位权人事实上的优先清偿权，这是在逃脱民

事执行与保全制度。因为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是法国为了尚不完善的债权执行制度进行补充而

设计的一项制度，日本当时就承继了这一制度。既然现在已经继受了德国法系的执行与保全

制度，建立起了债权执行制度，那么完全不再需要债权人代位权制度。而且该制度的存在使

得执行与保全制度中的利害关系人逃脱程序保障，十分不妥当，应该予以废止。
27
但是，日

本民法修订时，最终仍然延续了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债权人代位权的

客体非常广泛，不仅包括金钱债权，还可以包括不动产登记请求权和登记申请权以及各种形

成权的代位行使，如果删除代位权制度，那么仅仅通过程序法，目前尚不能完整地实现此功

能，还需要全方位地修订民事执行法等。第二，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在动产和金钱等领域可以

形成事实上的优先清偿，可以避免搭便车，这一作用被司法实务认为还是非常有用的。
28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一旦债务人陷入破产，那么债权人就无法行使债权人代位权，并

且依据日本《破产法》第 45条，即使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启动前便行使债权人代位权，

也会因为破产程序的开启，由破产管理人管理债务人的债权。并且，由于日本《破产法》第

71 条第 1 款的规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时抵销将被视为无效：第一种情况是，破产债权人

在破产人停止支付的情况下而负担债务，且破产债权人对此知情的，此时抵销无效；第二种

情形是，破产申请人在破产人申请启动破产程序后，对破产人负担债务，且破产债权人对此

知情的，抵销无效。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债权人必须将第三债务人偿还给自己的金钱，

全部退还给破产管理人。既然日本代位权行使产生的优先效力的源泉来自于抵销，那么自然

也要受到破产抵销的限制，因此，在破产程序中，因代位权产生的事实上的优先效力实际上

就被否定了，相当于在此时仍然承认了入库规则。笔者将这种在特定情形下才承认的入库规

则称为“限定性入库规则”。 

笔者认为，日本在动产和金钱领域采取的简易债权回收规则和限定性入库规则非常好地

平衡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债务人尚未进入破产、强制执行等程序时，赋予代位权人简易

回收债权的功能；当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真正形成生死相搏时，又否

定代位权人的优先受偿效力，从而既避免了无限度地搭便车，又在最重要的关头维护了债的

平等原则。这种精妙的平衡值得我们借鉴。 

并且进一步而言，日本在不动产领域没有采取此方案，关键原因在于日本实现这一平衡

而借助的理论工具是抵销制度，在不动产领域很难通过抵销解释债权人的事实优先权。但是，

假如我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直接通过法定的规范将二者的平衡实现，不再借用抵销制度，

 
25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抵销并不需要有抵销行为，只要抵销的事实成就即可。 

26
中井康之：《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效果》（龙俊草拟的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中日民法分则编纂研讨

会”会议资料，2019 年 9 月 9日于北京。 
27
赫高规：《针对中方问题 1 的回答》（龙俊草拟的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中日民法分则编纂研讨会”

会议资料，2019 年 9 月 9 日于北京。 
28
潮見佳男『新債権総論Ⅰ』（信山社，2017 年）690 頁。 



那么这一平衡的思路也就没有必要仅局限于金钱和动产领域，即使扩张适用到不动产领域，

理论上也能自洽。此外，日本在不动产领域不敢承认代位权人的简易债权回收功能的另一个

原因在于，这样会出现“中间省略登记”，即绕过债务人让不动产直接从债务人的相对人那

里转移到债权人那里。由于日本不动产物权变动采取的是意思主义加登记对抗的模式，“中

间省略登记”的出现会让登记簿的记载不连续，被认为违反了物权变动的真实状态而不被学

界认可。
29
然而，我国在最常见的不动产——城市房地产——中采取的物权变动模式是登记

生效主义，即使出现“中间省略登记”也和真实的物权变动状况完全吻合（在登记生效模式

下，被省略的中间人就不是物权人），司法实务中也并不排斥“中间省略登记”，
30
因此，“中

间省略登记”本身在我国不是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在一切案件中都可以无条件地适

用“中间省略登记”，这一模式实质上的弊端在于两点：一是可能忽略了中间环节的抗辩，

从而让链条中的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受损；二是可能损害中间环节的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然而，这两个问题在代位权中都不是问题。对于第一点，代位权成立的前提就在于债权人对

债务人有到期债权，债务人对第三人有到期权利，这两个权利法院都是要审理的，任何一方

有抗辩在诉讼程序中都可以主张，并不会被忽略。对于第二点，这与动产和金钱并无任何不

同，通过限定性入库规则就可以很好地平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法典》第 537 条一方面规定了代位权的行使可以让债权人直

接接受债务人的相对人的履行，并且这里可以接受的履行并不限于动产和金钱的交付，也可

以是不动产的登记，相当于全方位地承认了代位权的简易债权回收效果；另一方面，我国《民

法典》并不借助抵销制度的解释实现限定性的入库规则，而是在 537条的第二句规定“债务

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被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或者债务人破产的，

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处理”，即直接通过法定的形式否定了在强制执行程序以及破产程序当

中代位权行使后果的优先效力。 

 

四、债之保全制度体系的内部衔接 

《民法典》第 542 条规定：“债务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行为被撤销的，自始没有

法律约束力。”结合第 541 条的规定，债权人撤销权必须在诉讼中行使，似乎《民法典》在

撤销权的法律性质上选择了形成诉权说。我们知道关于撤销权的法律性质，比较法上有形成

权说、请求权说、折中说、责任说这四种比较常见的学说。目前的流行观点认为形成权说是

早期的学说，应该予以摒弃，我国应采折中说
31
或者责任说。

32
那么为何我国《民法典》在立

法之中选择了与形成权说类似的形成诉权说，
33
而没有选择折中说或者责任说？这是在 21

世纪的立法中开历史的倒车吗？在下结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将前述四种学说的利弊进行分

析，再来结合我国法的现状，厘清立法选择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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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108-109 頁。 
30
嘉德利公司诉秦龙公司、空后广州办等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

高法民一终字第 40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 196 号民事裁定书。 
31
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3页；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 3 辑），

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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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6-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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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撤销权还是债权人撤销权，我国民法典都采取了形成诉权构造而

非形成权构造，原因在于能否撤销一个法律行为需要复杂的价值判断，仅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易生争议，交

给法院最终抉择更为妥当。 



形成权说在理论结构上是最直接的一种学说，依据该说债权人撤销权的效果在于直接否

认诈害行为的效力，从而使得债务人与其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绝对地消灭。
34
对该说的批

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认为该说的效果过于剧烈，绝对消灭债务人与其相对人之间的法律

行为的效力，会使得已经发生的物权变动直接发生法律上复归的效果；并且让债务人和其相

对人之间的相对性的法律拘束力也被否定，似乎有违意思自治原则。二是认为形成权说并不

能终局性地解决债权人撤销权的问题，因为它只是使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的效力

消灭，但是债权人此时并不能直接向第三人要求返还财产，债务人想向第三人要求返还财产，

还必须借助于债权人代位权制度。
35
 

请求权说将债权人撤销权解释为债权人向债务人的相对人或者转得人的债权请求权，可

以直接请求第三人返还因诈害行为而转移的财产。
36
在请求权说之下，债权人撤销诉讼属于

给付诉讼。请求权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两点：一是形式上的弊端，请求权说与日本法条的表述

相距甚远。日本债法改革前的第 424条的文义与请求权说是不相容的。二是功能上的弊端，

请求权说只能解释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已经转让给相对人的财产给要回来，但是解释不了如

果债务人只是与相对人设定负担，并没有真正的财产发生转移时，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相对

人而言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请求的。
37
 

折中说认为，债权人撤销权一方面可以撤销诈害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此为依据，请求

债务人的相对人或者转得人将转移的财产返还，相当于是前述形成权说和请求权说的折中。
38
在折中说下，债权人撤销之诉的被告既可以是债务人的相对人，也可以是转得人，但是债

务人并不能作为适格的被告。撤销的结果仅在债权人和被告之间产生，而并没有参与撤销诉

讼的债务人与债务人的相对人或者转得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仍然是有效的。折中说常被诟病的

一点是它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对效力，所以会导致法律关系过于错综复杂。
39
 

责任说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后，被债务人转移的财产仍然保持在债务人的相对人那

里，但是认定被转移的财产仍然属于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因此，责任说并不剥夺诈害行为的

法律效力，而是切断诈害行为引发的责任财产减少效果。撤销判决一旦作出，债务人的相对

人就相当于处于物上保证人的地位，以被转移的财产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责任说具备如下几

个特征。第一，撤销诉讼的被告是债务人的相对人或者转得人，但是撤销的效果可以直接及

于债务人。第二，作为撤销的结果，因撤销而遗失的财产，一方面仍然可以认定为是债务人

的相对人或者转得人的财产，但另一方面，又将之作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第三，撤销权诉

讼行使的最终结果是债权人可以直接对债务人的相对人或者转得人的这些责任财产主张强

制执行。第四，债权人撤销权人对于这些财产享有优先权。然而，即使在日本，对于责任说

也存在如下批判。第一，这种可以超越合同相对性，直接对第三人主张其财产为责任财产的

诉讼形式在日本是没有的。第二，为什么债权人撤销权人在这些财产上享有优先权，其权利

优先于债务人的相对人或者转得人固有的债权人？这一点也欠缺说服力。
40
 

笔者认为，责任说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其赋予了债权人撤销权人以优先权。我们知道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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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此次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于优先权的处理是极为谨慎的。通常情况之下不会赋予单纯

的债权以优先效力，并且还大量清理了基于合同而产生的优先权。在前述关于代位权入库规

则的立法探讨中，也是经过反复衡量、仔细斟酌之后，只赋予了代位权人事实上的债权回收

效力，仍然没有赋予代位权人以真正的优先权。何以到了撤销权这里，债权人撤销权人就能

畅通无阻，享有真正的优先权？这一点显然与我国民法典编纂的总体价值目标背道而驰。 

请求权说、责任说与折中说有一个相同点是，这三种学说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可以使

债权人获得向第三人要求返还财产的权利，也在债权人撤销权中直接得以实现。然而，既然

我国已经设计了代位权制度，那么为什么非要毕其功于一役呢？如果采取形成权说或者其变

种形成诉权说，那么在代位权部分已经作过的各种价值衡量，通过将撤销权制度与代位权制

度嫁接，就能将相同的价值衡量也适用到撤销权里。比如前述的简易债权回收规则和相对性

入库规则的设计，在撤销权领域也能得到适用。相反，如果我们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通过撤

销权一口气解决所有问题，就意味着相同或者类似的条文要在撤销权的部分再写一遍。如此

浪费立法资源有何必要？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责任说或者折中说可以通过一个制度解决所

有问题比较经济，形成权说一方面要求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另一方面还要求债权人行使代位

权，通过两个制度才实现一个结果，效率太低。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是通过一个制

度解决问题，还是通过两个制度的衔接解决问题，本身并无差异，有差异的是能否在一个诉

讼程序中将问题解决。即使将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分解为撤销权之诉与代位权之诉两个步

骤，但是只要在诉讼程序当中允许两个诉讼一并提起，那么对于当事人而言，就不会有任何

的不效率。民法典征求意见稿中曾规定的代位权诉讼和撤销权诉讼可以一并提起。
41
笔者认

为这一规定本身非常符合效率原则。然而，一方面民法典作为实体法典不宜直接规定程序法

的内容；另一方面，从目前的诉讼制度来看，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的被告是债务人，而债权人

代位权之诉的被告是债务人的相对人，二者被告并不统一，径直规定二者统一提起诉讼的话，

确实存在一些衔接上的障碍。因此删除了这一条也是符合民法典编纂定位的。当然，笔者仍

然建议未来在诉讼法中，应该设计相应的程序，使得两个诉讼的衔接能够得以经济合理的实

现。 

形成诉权说另一个常被诟病的点在于对于法律关系的变动过于剧烈，使法律行为溯及既

往地消灭可能会不利于交易安全。笔者认为，对于交易安全的影响应区分为对于债务人的相

对人的影响和对于转得人的影响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第一，对于债务人的相对人而言，依

据形成诉权说，债权人撤销权一旦被法院认可，债务人和债务人的相对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就

会被认定为溯及既往地无效，对于债务人的相对人当然是不利的。日本早期判例认为这里可

以作一个区分，可以让债务人和债务人的相对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有效，而仅仅对于债权人而

言法律行为无效，如此则既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又兼顾了债务人的相对人的利益。
42
然而，

问题就在于此时到底有没有如此保护债务人的相对人利益的必要？前述思路乍一看似乎和

无权处分有些类似，既要保证标的物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善意取得除外），又要保证合同在

当事人之间有效。然而，无权处分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存在大量正当的无权处分合同（此

处指债权合同），因此对其效力的抉择背后考虑的问题是：究竟是为了正当的无权处分合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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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睁一只闭眼闭一只眼，将那些恶意串通的无权处分合同一并认定为有效；还是说为了打击

恶意串通的无权处分合同，将正当的无权处分合同也认定为无效或者效力待定。我国民法典

最终选择了前者，毕竟毫无价值的无权处分合同可以通过恶意串通制度来否定它的效力。然

而，此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与无权处分制度有所不同的是，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的诈害行为

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可非难性：债务人的相对人往往是知道诈害情形存在的；就算债务人的相

对人不知道诈害行为的存在，基于一个无偿行为或者价值显然失衡的行为而受益本身其正当

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债权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使得债务人和债务人的相对人之间的

诈害行为溯及既往地消灭，对于债务人的相对人而言并无不公。如果债务人的相对人是无辜

的，基于诈害行为被撤销而受有损害，通过对债务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也足以弥补其损失。

第二，对于转得人而言，民法典并没有规定与转得人相关的规则，那么是不是民法典认为转

得人不值得保护呢？并非如此。我国法上有完善的善意取得制度，且通用于不动产和动产两

种情形。当转得人构成善意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6〕5 号）第 15 条的规定，此处的善意指的是非因重大过

失而不知]，转得人就可以无负担地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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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转得人的利益通过善意取

得制度足以得到保护。综上所述，在我国法律体系下采取形成诉权说并不会损害交易安全。 

立法过程中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使代位权吸收了撤销权，撤销权制

度丧失了独立的意义。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论断。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前提是债务人对于相对

人得有一个权利。假如没有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仅仅只有债权人代位权制度，那么即使债务

人向相对人无偿转让财产，这一行为在表面上也应该是有效的法律行为，债务人对第三人就

没有一个可以行使的权利，代位权的客体也就不存在。因此，二者并不存在吸收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采取形成诉权说，使其效果仅限于消灭债务人与其

相对人的诈害行为，就足以实现制度目的，并且如此安排使得其可以与代位权制度相衔接，

避免了条文设计的叠床架屋。 

 

五、结语 

《民法典》将“合同的保全”制度从“合同的履行”一章中抽出，在体系上定位为债的

一般规则，适用于整个债之保全领域，并进行了三大改革： 

第一，对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的客体范围进行了扩张。这一扩张既符合比较法的发展

趋势，也满足了我国司法实践的需求。《民法典》第 535 条的“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在解

释上不仅包括债权的从权利，即担保物权、保证等从属于狭义之债的权利，也包括合同的从

权利，即形成权等从属于广义之债的权利。这意味着《民法典》放缓了对代位权客体范围的

形式限制，未来将依靠“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等更加实质的要件平衡债权人保护和

债务人自由的关系。 

第二，重新协调了代位权人和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关系。《民法典》第 537 条的第一

句规定了代位权人的简易债权回收规则，第二句承认了限定性入库规则。这一改革相当于舍

弃了“全有全无式”的规定，在保全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效力规则，从而既避免了债务人

的其他债权人无限度地搭便车，又在强制执行、破产等最重要的关头维护了债的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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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强制执行和破产程序中的平等性还略有不同：破产程序中的平等性体现为按照债权比例受偿，可



第三，让撤销权制度与代位权制度相衔接。《民法典》第 542 条明确了债权人撤销权的

理论构造应该解释为形成诉权，从而仅仅发生撤销法律行为的效果，而不直接发生请求权的

效果，债权人想要终局性地解决问题还需借道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使得代位权制度中所作的

价值平衡在撤销权案件中也能得到应用。当然，若要充分发挥这一衔接的效果，未来民事诉

讼法或者相关司法解释还有必要作出规定，允许撤销权之诉和代位权之诉一并提起。 

 

Debt Preservation System in the Civil Code 

Long Jun 

Abstract: The “Preservation of Contract” system in the Chapter Five of the Contract Section of 

the Civil Code applies to the whole field of the debt preservation. The expansion for the objects 

cope of the creditor's rights of subrogation and revocation meets the practical demands. In the 

interpretation, “the accessory rights in relation to creditor's rights” in Article 535 cover not only 

the accessory rights of creditor's rights but the accessory rights of contracts. The simple rules for 

recovery of creditor's rights for persons with the right of subrogation are stipulated in the first 

sentence of Article 537. In the second sentence,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estrictive rules of 

warehousing is presented. In Article 542, it is defined that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the 

creditor's right of revocation shall be interpreted as formation of litigation, thus, only the effect of 

revoking the legal acts occurs, but not the direct effect of the right of claim, and creditors who 

want to finally solve the problems still need to achieve through the system of subrogation right for 

creditors, and thereby are applicable to a set of rules in the system of subrogation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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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是绝对平等；强制执行程序中仍然会遵循现在的先扣先得规则，可以理解为机会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