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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场经济下动产抵押权客体范围
慕大海
（ 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我国《物权法》设立动产抵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程度满足市场对融资的需求以促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关于动产抵押制度的规定并不完善，对动产抵押权客体范围的规定虽然开放包容，却没
有对有体的动产抵押物按其自身特点进行类型化规范分类且动产抵押权客体没有扩大至无形财产权利，导
致在融资市场实践中可接受抵押的动产非常少，从而阻碍了动产抵押制度的适用。因此，对可抵押动产范围
的界定是完善动产抵押制度、活跃融资市场最为关键的初始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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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bject Ｒange of the Chattel Mortgage Ｒight in Market Economy
MU Dahai
（ School of Law，Sun Yat － 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China）

Abstract： Provisions of the chattel mortgage system in China’s Property Law are set to meet the
greater demand for financing guarante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But the provisions on the system of the chattel mortgage are imperfect． The object range of
the chattel mortgage right seems open，but the real estate type that can be accept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financing market is very small，which hinder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rtgage system． Accordingly，the definition of the range of the chattel mortgage is the most essential initial link of perfecting the
chattel mortgage system and causing the financial market to be active．
Key words： chattel； intangible property； chattel mortgage right； range of the chattel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对融资的需求愈发强烈，担保物权的地位因此而变得日益重
要，担保物权也急需以不断变化的姿态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在 20 世纪之前担保市场主要以不动产为
融资的客体，因其处于那段时期的不动产价值要远大于动产价值 ，不动产凭借自身的属性优势 （ 不动产
价值稳定且不易被藏匿 ） 成为 20 世纪初的“担保之王 ”。 进入 20 世纪后，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首先，土地资源已属稀缺资源，但这种资源大都被掌握在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 ，而市场经济需要
大量中小企业的进入，这些中小企业却鲜有拥有高价值的土地资源 ，他们只能以抵押生产设备、原材料、
库存等企业中的动产作为融资手段 。其次，此时动产价值的地位也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更多动产的价值
已与不动产旗鼓相当，动产的种类也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大幅度增加 。 而我国动产抵押制度因动产抵
押权的设立、担保物的范围、登记制度、效力顺位以及权利实现程序等环节的设计缺失 ，导致动产抵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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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运用率很低，市场中的融资主体不得不去寻找与其类似的担保工具进行交易 。 但从目前国外市场
实践观之，“以不转移占有担保物为前提”的动产担保制度已然成为了现代担保制度的核心部分，《美国
商法典》第九编中规定可用作担保的动产范围亦非常广泛。 担保制度欲最大限度发挥功效，必须对担
保物的范围作出宽泛的规定，涵盖任何性质的动产，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尚不存在的或债务人尚未取
［1］
得的财产以及难以确定的浮动资产 。 其中“动产抵押权的客体范围”必然成为动产抵押制度发展必须
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结合我国担保市场实际情况、国际市场动产担保的发展趋势以及对《美国商法

典》第九编关于动产担保立法规定的参照 ，对我国《物权法 》关于动产抵押权客体范围规定的合理性进
行探讨。

一、动产抵押权客体范围演变模式
目前，对动产抵押权客体的规定有三个规则 ： 严格限制主义、限制缓和主义、非限制主义。传统大陆
法系国家采取严格限制主义立法模式 ，坚持物权公示原则，即动产占有公示，不动产登记公示。 出于对
民法典的体系维护考量，不转移占有的抵押权的设立只能在不动产上设定 ，动产上设定抵押则面临着逻
辑上的难题。因传统物权制度关于动产的公示方式为占有公示，而在动产上设定抵押需突破“占有 ”，
强调不转移动产，所以动产上抵押权设定的途径通过登记这一表征方式造成现存的物权公示体系的紊
乱。因此，法国、德国、日本的民法对动产抵押采取否定的态度 ，原因就是为了维护物权体系的稳定性。
但由于经济生活对动产抵押制度的迫切需求 ，这些国家通过特别法对动产抵押予以承认并做出了严格
的限制性的规定。如法国，动产抵押只能在飞机、海运船舶、内河船舶上设定。 德国可设动产抵押的动
产范围仅包括船舶、航空器、生产资料等。 日本的规定范围略大一些，机动车、建设机械、电动机、发动
机、脱谷机、载货机动车，牛马农用动产也适用动产抵押。我国学界支持对动产抵押物范围采取严格限
制主义模式的观点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信用体系尚未正式建立，因此对缺乏有效公示方法的动
［2］
产抵押权适用范围要进行严格限制才能确保交易的安全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 这也不难看出严格限制
主义模式的缺点，能够进行抵押的动产范围极其狭窄，且在法典外立法，使动产抵押制度的处境十分
尴尬。
限制缓和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我国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的民事立法以日本和德国民法典为参照，在
没有颁布“动产担保交易法”之前，对动产抵押制度也持否定的态度，也是在民法典之外规定了船舶抵
押和民用航空器抵押。但之后由于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台湾地区颁布了“动产担保交易法 ”。 在这
里，可以进行抵押的动产范围相当广泛且有明确的动产清单目录可供查询 。 目录囊括了生活中几乎所
有比较重要的动产，但却没有说明在列举之外的动产也可抵押的兜底性条款 ，即如果进行动产抵押，只
能将其清单目录上所列动产进行抵押 ，清单之外排除。支持限制缓和主义的观点认为，抵押权所涉及的
交易安全问题主要是指抵押物受让人与抵押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减少或避免这种利益冲突的一个有
效途径就是将动产抵押客体范围限定在价值较大 、易于登记公示且登记查询简便的特殊动产。 而且交
易实践中，融资的主体多为公司、企业，其融资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满足生产经营、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3］（ p84）
抵押物也以机器设备、机动车辆等价值较大的动产为主。
此种限制缓和主义对融资市场起着一定
的推动作用，但其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僵化，新型的动产难以收纳进去。
“非限制主义”最成功的立法则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其规定可进行动产抵押的财产范围极
［4］（ p212）

其广泛，几乎没有限制，无形财产、权利凭证、票据、动产契据、有体的动产都可设定担保权益。
非
限制主义对动产抵押物的范围采取一种包容且开放的态度 ，只要具有交换价值且可转让的动产之上均
可设定动产抵押权。法律通过反面排除方法对少数在合法性或流通性方面具有瑕疵的动产抵押作出禁
［5］（ p236）
止性规定即可。
这种开放的动产担保体系立法成为目前欧盟各国动产担保立法效仿的对象 。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动产抵押权客体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立法模式的原因是源于两大法系理论
上的差异。在大陆法系中，物权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对世性，担保物权为了维护交易安全，须以一定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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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方式向物权人之外的人进行展示 。因此大陆法系的动产与不动产就出现了公示的二分法，动产公示
的方式为交付、不动产公示方式为登记。曾在罗马法时代盛行的动产抵押权制度因为公示不能而被废
弃，但随着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市场对融资需求的迫切，传统的担保物权中以动产转移为条件的动产
质押与不动产抵押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我国中小型企业可进行融资的财产多以企业的设备、原料、物
品以及应收账款为主，加上一些新型动产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不动产 ，面对着这样的市场变革，不得不考
虑对大陆法系下传统担保物权体系做出改变 。 英美法系没有物与物权概念，只有“财产 ”概念，财产包
括动产不动产，公示方式也不因动产与不动产有所不同 ，都是采用登记为公示方式。因此《美国统一商
法典》第九编的动产担保立法不会面临大陆法系所碰到的难题 ，它是在功能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一元化动产担保体系，不须区分动产抵押、动产质押、权利质押、所有权保留、让与担保等具有动产担保
内涵的概念，而是在以动产担保物权设立以统一登记的公示条件下 ，规定了任何动产上都可以设定担保
权益。无疑，此种扩大动产担保物范围的做法更能满足现代市场经济发展 。

二、我国动产抵押权客体的界定标准辨析
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为法国民法首创 。① 依纯粹的物理标准，土地及其定着物为不动产，亦即不动
产实物包括土地及其一切定着于土地的建筑物 、植物或“渗入 ”土地的物。 而动产实物则为可自行移动
［6］
或能被移动的财产。 法国民法上的动产还包括一些财产权利 ，如特定与不特定行为的债，在动产上设
定的物权等。根据法国民法的划分标准，无形财产权不是土地定着物，因此无形财产被当作动产。大陆

法系传统民法对不动产的界定标准是指不能移动或移动会损坏其价值的财产 ，针对土地及其定着物； 动
产的界定标准指的是能够移动且不会损害其价值或用途的物 ，不动产之外都可以称之为动产。 传统民
法是根据物是否具有移动性来区分动产与不动产 ，采用的是物理标准。《法国民法典 》第 517 条规定：
“财产之为不动产，或依其性质，或按其用途，或按其所附着的客体。”第 527 条规定： “财产之为动产，或
按其性质，或按法律的规定。”界定标准属于“纯粹的物理标准 ”，以是否具有移动性来区分不动产与动
产的标准在罗马法中确立。虽年代久远，却仍是现代社会物权法划分不动产与物权的主要标准 。但物、
动产、不动产等概念在我国的民法学科中属于“外来物种”，时间上年代久远，且适用空间的环境也发生
了巨大变化，正值我国制定自己的《民法典》之际，对于物、动产、不动产等概念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应是
值得重视的问题。《物权法》中的概念已达不到与时俱进的标准 。
我国《物权法》第二条第 2 款规定： “本法所称的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
体的，依照其规定。”由此条得之，物与权利是物权法上的客体。而动产与不动产是物的下位概念，所以
根据以上的推断，我国动产抵押权的客体是不包括权利在内的 ，只限于有体物。且根据第二条第 2 款也
没有将动产与不动产进行区分。因此作为动产抵押权客体的“动产 ”自身就变得扑朔迷离。 本文认为
动产抵押权的客体应当包括有体物的动产与无体的“权利”。理由如下：
第一，前文已提到，根据我国《物权法 》第二条第 2 款规定，物权的客体包括物和权利。 在法学层
面，关于物的定义界定有很多。梁慧星认为，民法上的物须符合以下条件： 须可为权利客体，须为有体，
［7］（ p27）

须为人力所能支配，须独立为一体，须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等。
董学立认为，具有独立的经济价
［8］
，
。
，
，
值 并具有排他的支配可能性
胡长清认为 物必有体 物必在吾人可能支配之范围内，物必独立为一
［9］（ p152）
但随着动产种类的不断扩充，关于动产概念的界定标准也显得有些
体，物须除去人类之身体等。
苍白。时代的发展让更多的学者对物的界定标准产生质疑 ，也试着重新定义物的的概念。笔者认为，具
有独立的经济价值且具有排他的支配性是民法上定义为物的最充分的条件 ，满足了普通人的生活常识
与一般的法律观念。这种判定物的标准将很多理念性存在即无体物划入民法的范畴 ，再根据物质客观
存在的标准进一步分为“物”与“视为物”。其实，根据学界现在的通说，有体、有形已经不再是对物的划
或为动产，或为不动产”。
① 《法国民法典》第 516 条规定“一切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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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准。目前，各国立法中可视为物的客体非常多 ，如知识产权、电、热、气、声、光、空间、碳排放权等，此
处便不再过多论证视为物作为民法上的物 。
既然民法上的物应包括“有体物”和概念上的“视为物 ”，在我国《物权法 》中就需对动产重新作出
定义。在此条件下，物权客体当中的权利应被物吸收，而物又是动产与不动产的上位概念，根据大陆法
系各国对动产界定的一般性规定 ，即除不动产之外的都是动产。首先要明确不动产的概念以及外延 ，是
指不能够移动或移动后会损失其价值的财产 ，主要包括土地、土地上的附着物以及尚未与土地分离的农
产品、自然或人力添附于土地且不能与其分离的物以及空间权利 。空间权概念是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是传统民法上的“物 ”，空间作为不动产在现代经济背景下可以与土地分离而成为
物权的客体，其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可以成为物权的利用方式 。① 通过确定不动产的范围，再遵循的减
法规则来定义动产是比较明确和妥当的 。因此，笔者认为作为物权客体的动产就出现了这三种分类标
准： 1． 根据权利客体自身属性进行区分 ，即除去不动产之外的有物理形态外观 、客观存在的物； 2． 有经济
价值且具有排他性的支配性，但不具有有体特征的新型财产，亦即“视为物 ”； 3． 根据权利的效力范围进
行区分，即可以成为物权客体的权利。权利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物，它代表一种利益，具体地说代表着
物质利益。但并不是所有具有物质利益的权利都可以划归为物权的客体 ，只有那些受绝对法律关系调
整的、依法可转让的权利方可。
第二，动产抵押权与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非常相似 。我国《物权法 》关于动产担保物权的种类规定
共分为四种： 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押权、权利质押权以及法定的动产留置权。 除了一个法定的动产留置
权，动产抵押与动产质押的区分标准是公示方式的不同 。 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式为登记 （ 不转移担保
物的占有） ，动产质押权以占有为其公示方式 （ 转移担保物的占有） 。
权利质权虽说被划分为质权之列 ，但由于其属性属于无形动产，其担保物权的外在表现形式不能像
有体物那样通过转移占有表现出来 ，权利质权的公示只能通过登记的方式 ，一些特殊的无形动产可以通
过“控制”②的方式，如储蓄账户、投资财产、信用证权利、电子担保债权凭证，此处的控制等同于占有。
由此看出，动产抵押权与权利质权的的公示方式都是通过登记进行的 。所以，动产抵押权中作为有体的
动产与权利质权中作为无体物的权利在公示方式上是一致的 。基于此，将动产抵押权的客体扩展到无
体物的权利对法律适用与交易效率价值都是非常正确的 ，亦能保持动产抵押客体范围的完整性 。
《美国商法典》第九编就将可以用来担保的动产分为几类 ： 物品、权利凭证、投资财产和其他无体财
产权，其中“物品”对应着大陆法系中的有体物的概念 ，其他皆属于财产权利。《美洲国家组织 （ OAS） 动
产担保交易示范法》与《欧洲开发银行（ EBＲD） 担保交易示范法 》均规定担保协议可以在任何动产上设
定，既包括如存货等有体动产，也包括如知识产权、应收账款和其他种类的无形财产或任何特定的或非
特定的动产类别，可归属担保物的各类动产。③ 所以根据以上所述，动产抵押权客体与需登记的权利质
权客体应合并成为动产抵押权的客体 ，将权利归为动产是社会选择的必然，也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
信息时代财富的特征越来越抽象化 ，更多的财产利益以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 。 动产抵押权的客体范围
的适用扩大且一些新出现的、受绝对法律关系调整的“可视为物 ”能更加满足融资者的需求。 所以，动
产抵押的客体范围扩大是融资市场的一种趋势 ，市场的发达程度与可用做抵押的动产范围紧密相关 。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动产抵押物范围限制的利益衡量
从融资者角度观察，最符合其心意的做法是能够将所有动产进行抵押 ，将动产的担保功能用到极
致。而从世界范围看，动产抵押物范围尽可能的扩大也确实是一种客观现象 。 如上文论证的权利质权
①

关于空间权的规定在我国《物权法》第 136 条，具体视其为不动产用益物权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② “控制在美国”《商法典》第九编等同于我们通常观念的占有。
③

可归属担保物的各类动产，是指能够特定化为由初始担保物所生的动产，如孳息或者因变卖、替代、变形所生得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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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体应纳入可动产抵押范围。《美国商法典 》第九编在修改时，为了顺应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将电
［10］
子动产质据纳入担保物范围。 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抵押权人关注的是怎样减少抵押过程中的风险 ，
当债权不能实现时，如何通过行使抵押权保障自己的权利 。市场中投资人在对这问题进行考量时 ，以担
保物自身的属性能否保障债权的实现作为基本出发点 ，也就意味着市场中的抵押权人会选择对实现自
己债权有利的抵押物进行融资交易 ，所以，此时引出的一个问题即是对动产抵押物范围进行限制是否确
有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 （ 一 ）
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 二） 建设用地使用权； （ 三 ） 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
地承包经营权； （ 四） 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 五） 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 六 ） 交通
运输工具； （ 七） 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 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可见
我国采用罗列及兜底条款方式，即为法律、行政法规不禁止的都可以抵押。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赋予了
当事人设定动产抵押的自由。属于非限制主义规定，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值得我们去深究。 首先，目
前学界认为我国物权法动产抵押物过窄 ，但根据前文辨析可知，此处并不是针对动产有体物。而是认为
在动产抵押与权利质权制度的构造极其相似的前提下 ，应更多地将无形财产权利划入动产抵押物的范
围。其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在《中国动产担保物权与信贷市场发展 》一书中对动产担保市场所
做的调查表明，银行作为投资者，其投资的热情与担保物是否能够在债务不履行时顺利变现有密切的关
系。确切地说，与担保物的流通能力紧密相关。在信贷市场实践中，农业产品、机器设备及交通工具都
是银行愿意接受的有体动产抵押物 。可见，能够设定抵押的有体动产抵押物类型并不是很多。 而在无
形财产权的范围内也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在动产担保市场股权质押交易中，投资者对创业板的股权设
质融资基本不予考虑，并且，对上市公司流通股设定质押率要高于优质非上市公司股权 。 可以看出，市
场中的投资者在设定融资交易合同时对担保物的变现能力的斟酌考量本身就是对动产抵押物范围的限
制。在没有限制的前提下，对动产抵押制度的运用问题也不突出 。 对担保物的限制，不需要太严格，法
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都可以成为动产抵押的客体 。当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守望者，担
保物权人和担保债务人自己选择对何种物设立动产抵押 ，符合其经营需要更为重要。 法律应当给双方
当事人更多意思选择的空间，在法律能够容忍的范围内，让其自行判断对何物设立动产抵押最为妥当 。
前文已述，动产外延的扩大是各国动产担保交易发展的一个趋势 ，因此动产交易客体范围的扩大也
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担保物无限制的扩大是否更有利于融资市场的发展需要进一步阐述 。 动产抵押作
为商事交易中的一种类型，与买卖、租赁等商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客体重合的情形 ，即围绕着同
一个物可能出现多种交易类型，因此存在多个交易主体，每个交易主体对交易本身自由都要求最大化的
实现，造成多个交易主体自由要求的冲突碰撞 ，由于多个交易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此时如果没有更高
的价值标准对冲突进行衡量，则无法决定交易主体对物享有权利大小的排序 。 动产担保交易中担保物
范围的扩大，在单一的静态层面观察能够起到促进担保交易 、活跃担保市场的功能，但从整个动态市场
观察，如果允许担保物范围扩张到无任何限制的程度 ，那么影响最大的是普通债权，极致一点形容，普通
的合意债权实现的几率几乎为零 ，普通债权存在便无必要，也就意味着担保人从事的其他交易的数量会
大幅度减少，其经济活动必然受到影响，这便与最初融资为发展经济的愿望背道而驰。 因此，对担保物
范围进行限制是博弈得出的结果 ，通过限制其范围保障了整体交易的安全 ，最终也是为了达到保障交易
相对自由的最佳平衡位置的目的 。当然，这种限制，根据前面的叙述，在实践中已经通过市场主体进行
了自发性的限制。所以结合前文提到的“扩大”也并非由此物到彼物的扩大，而是市场中出现新类型的
担保物以及同种类担保物形式发生变化对动产抵押权运用规则产生的影响 。 换言之，是在描述新型无
形财产权利的扩大。在此种限定“扩大 ”的语境下，动产抵押物范围的越宽泛，动产担保市场也就越活
跃。另外，《美国商法典》第九编几乎海纳所有“物 ”为动产抵押的客体，但它对动产担保权客体进行类
型化规范，针对不同类型动产的特点选择适当的公示方法 。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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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动产抵押以其灵活而简捷的实现方式不断被各国担保法律吸纳 ，其既设定了担保，保护了交易中存
在的信用风险，又不影响动产所有人对动产的使用和收益 。若只奉行客体特定原则，将担保客体牢牢设
定在立法者所构想的范畴（ 排除了无体物，未来财产，集合财产等 ） ，便违背了设立动产担保以活跃融资
担保交易的初衷，也限制了企业的成长和经济繁荣。我国《物权法 》对动产抵押物的规定应在开放的前
提下作出细致性的规定，将动产抵押权客体扩大至无形财产权利 ，有体动产则通过市场自发的选择而设
定抵押，在采取开放规定的同时保持“与时俱进”的优势。随着动产抵押登记公示电子系统的建立与完
善，更有益于新型动产在满足条件时随时划入抵押动产的范围 ，刺激融资市场的活跃度，为债权提供更
多的保障，发挥动产抵押制度应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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