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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的解释论 

高圣平  叶冬影 

 

摘  要：动产抵押权依《民法典》第 406条仍具追及效力，在动产抵押物转让之时，仍可追

及至抵押物之所在而实现抵押权，但这一规则的适用受到诸多限制。在抵押人的正常经营活

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物的买受人免受动产抵押权之追及。就特定化程度不高的

动产而言，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亦受限制。就未登记动产抵押权而言，尚须结合《民法典》

第 403条进行体系解释。如受让人为善意，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被阻断；如受让人为恶意，

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不受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影响。动产抵押权因其追及效力被阻

断而受到损害，抵押权人自可主张价金物上代位，不以抵押人是否通知抵押权人抵押物转让

的事实而受到影响。 

关键词：动产抵押物转让；追及效力；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登记对抗规则；价金物上代位 

 
一、问题的提出 

动产并不因其上设立了抵押权而失其流通性，在抵押人转让动产抵押物予受让人之时，

基于“nemo dat principle”（不能给付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一古典法原则，
[1]
受让人自

是取得附抵押负担的所有权。如此，动产抵押权也就具有了追及效力，在动产抵押权可得实

行之时，抵押权人自可追及至物之所在，就抵押物即行变价并优先受偿。
[2]
但这一规则的适

用还存在诸多应予考量的因素，诸如动产抵押权是否登记、受让人是否善意、受让人是否属

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等，都决定着动产抵押权转让之时，动产抵押权是否具有追及效

力。 

我国不同时期的实定法上就动产抵押物的转让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担保法》第 49 条

将已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物的转让合同的效力，系于是否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未通

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抵押权人有权追回抵押物；在转让合同有

效的前提下，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

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

偿。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

保法解释》）第 67 条则区分动产抵押权登记与否采取不同的法政策：动产抵押权已经登记

的，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动产抵押权未经登

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受让人。《物权法》第 191条则区分抵押权人是否同意规定不同的法

效果：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转让合同的效力虽不受影响，但受让人尚无法取得抵押财产的

所有权，除非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经过抵押权人同意的，适用价金物上代位规

则。
[4]
该条位于“一般抵押权”，并未限定其适用范围，学界关于《物权法》第 191条是否

适用于动产抵押物转让存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第 191条规定的限制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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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模式仅适用于动产，而不适用于不动产；
[5]
第二种观点认为，《物权法》第 191条所定

抵押物转让规则不适用于动产抵押的情形，且与动产抵押实际是否登记无关；
[6]
第三种观点

认为，《物权法》第 191条第 2款仅适用于已登记动产抵押的情形。
[7]
《物权法》上的这一

规则以牺牲抵押权的追及效力这一具有体系价值的制度为代价，来寻求抵押人、受让人和抵

押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已广受批评。
[8]
 

《民法典》第 406条确立了以下规则：其一，承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抵押物转让的，

抵押权不受影响；其二，允许当事人作出禁止或附条件转让抵押物的约定；其三，明定抵押

物转让时抵押人及时通知抵押权人的义务；其四，明确抵押权人价金物上代位权仅限于抵押

物的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情形。这一规则适用于动产抵押物转让之时，尚须结合《民法典》

第 403条登记对抗规则、第 404条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第 311条善意取得制度进行体系解

释，增加了法律适用的难度，也由此体现出与不动产抵押财产转让的差异。 

二、既有裁判的整理与分析 

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体系在《民法典》与《物权法》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其一，动产抵

押权已经登记之时，抵押权是否具有追及效力；其二，“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是否适

用于动产（固定）抵押权的情形。其余规则大致相同。由此，对于《物权法》实施之后的裁

判整理和分析有利于《民法典》上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的适用。 

（一）抵押权已经登记时的动产抵押物转让 

第一，严格适用《物权法》第 191条。依是否满足《物权法》第 191条规定的条件，来

判断受让人是否取得动产抵押物的所有权，以及抵押权人权益如何实现。未经抵押权人同意

的，转让行为无效；
[9]
或者不发生动产抵押物所有权变动的效力。

[10]
在《物权法》第 191条

第 2款之下，即使已经交付动产抵押物，受让人也必须代为完全清偿债务，才能取得动产抵

押物的所有权，这一情形属于《物权法》第 23条中“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11]

抵押人转让

抵押物既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也未约定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或者由受让人承受被担保债务的

情况下，即使受让人已经受领抵押物的交付，亦不能取得动产抵押物的所有权，尚须将抵押

物返还予抵押人。
[12]

抵押人擅自转让动产抵押物的，抵押权人仍可就动产抵押物实现抵押权，

或者由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负担。 

第二，适用《担保法解释》第 67条第 1款。《担保法解释》第 67条第 1款的核心在于

承认登记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
[13]

在动产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情形下，受让人虽取得动产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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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物的所有权，但抵押权人仍可行使抵押权，买受人也可代替抵押人清偿全部债务，以消灭

抵押权。
[14]

即使受让人基于善意向抵押人支付了价款，取得了动产抵押物的所有权，但动产

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可以对抗受让人的所有权。
[15]

抵押权人的追及权与受让人的所有权并不相

悖。受让人自可基于转让合同取得动产抵押物的所有权，但抵押权人基于其追及权可以继续

对动产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受让人也可代为清偿债务而消灭抵押负担。
[16]

 

第三，放宽《物权法》第 191条对抵押物转让的限制，承认抵押权具有追及效力。“法

律要求抵押人在转让抵押物时，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其目的

在于方便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行使追及权，无论抵押物流转到何人之手，抵押权人都有权利行

使抵押权。”
[17]

在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和抵押物的价金物上代位之间，抵押权人可以选择行使。
[18]

 

第四，适用《物权法》第 188条。动产抵押登记公示后，受让人即使通过竞拍方式取得

抵押物的所有权，也不能对抗动产抵押权。
[19]

只要动产抵押权已行登记，即使受让人符合善

意要件，其享有的权利也不能对抗抵押权。
[20] 

    第五，同时适用《担保法解释》第 67条和《物权法》第 191 条，一方面承认动产抵押

权的追及效力，另一方面认为动产抵押物的转让行为无效。
[21]

或者先得出动产抵押物的转让

行为无效的结论（受让人并不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再认定动产抵押物所有权移转不能对

抗善意受让人，最后认为即便动产抵押物所有权已经移转，抵押权人仍可行使追及权。
[22]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动产抵押物的价值大于被担保债权的情形之下，剩余的价值该退还给

抵押人还是受让人，以及在第三人提供抵押之时，受让人应向债务人追偿还是向抵押人主张

返还财产和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抵押权未经登记时的动产抵押物转让 

    第一，适用《担保法解释》第 67条第 2 款。未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动产抵押物的受

让人，抵押权人不能就抵押物变价款优先受偿，应由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
[23]

也有裁判一方

面并不审查受让人是否善意，另一方面认定抵押人承担以动产抵押物转让价值为限的赔偿责

任。
[24]

 

    第二，适用《物权法》第 188条。动产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不知道动产抵押权的存在，

自可以其善意取得的所有权对抗未登记的抵押权。
[25]

经对适用《物权法》第 188条的案例进

行分析，本文作者发现，存在以下差异。 

其一，受让人已经办理转移登记。就此情形，既有裁判观点不一。有裁判基于受让人办

理了转移登记的事实，不再审查受让人主观上是否知道标的物存在抵押负担的事实，推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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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执复 156 号执行裁定书、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3)湖吴执

分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2014)赵民初字第 00452 号民事判决书。 



让人为善意，其所有权可以对抗抵押权。
[26]

有裁判结合受让人主观上不知道在先抵押权和办

理转移登记来综合判断。
[27]

受让人办理转移登记并不意味着其主观上即为善意，尚须结合案

件事实具体考察。比如，动产抵押物转移登记至受让人名下，发生在受让人知晓标的物上存

在未登记抵押权之后，即使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亦不属善意。
[28]

再如，抵押人将抵押

物的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其妻，虽在先抵押权并未登记，其妻应当知道标的物已抵押的事实，

因此，其妻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其取得的所有权不能对抗抵押权。
[29]

 

其二，受让人未办理转移登记。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人应举证证明受让人非善意，即受

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标的物上存在在先抵押权，否则推定受让人不知道抵押事实，从而认定

受让人为善意，其取得的所有权足以对抗抵押权。
[30]

当未登记的动产抵押物多次转让时，受

让人的善意保护显得更重要。比如，甲将涉案车辆抵押给乙，未办理抵押登记，甲又将该车

辆转让与丙，丙又转让与丁，虽车辆未进行过户登记，但车辆已实际交付，丁也已支付对价，

丁取得车辆所有权合法，故丁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
[31]

也有裁判认为，抵押人将动产交

付给受让人时受让人即取得可对抗未登记抵押权的所有权。
[32]

 

其三，综合登记与其他因素进行判断。有裁判从转让价格是否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特殊动产是否办理转移登记，
[33]

以及抵押人与受让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即转让行为是否

合法，来认定受让人是否属于善意。
[34]

例如，受让人主观善意、签订有效动产转让协议、支

付合理对价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因而取得无抵押负担的所有权。
[35]

这种判断第三人善意与

否的标准，实际上近似于《物权法》第 108条规定的动产善意取得要件。 

第三，适用《物权法》第 108条。如抵押权人不能举证证明受让人为善意，依据《物权

法》第 108条，抵押人将动产抵押物交付给买受人，买受人即善意取得所有权，原有的抵押

权消灭。
[36]

有裁判认为，买受人依照买卖合同已经给付购车款，抵押人同时将车辆交付给买

受人，买受人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车辆，且买受人在不知道该车辆存在设定抵押的情况之下

而购买，属于善意取得。此时，抵押物上并存抵押权与买受人的所有权，但双方都未进行登

记，双方权利的行使应当以时间先后为准，抵押权成立在先，故抵押权优先行使。
[37]

 

综上，无论动产抵押登记与否，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并非绝对单一，裁判中可供援引的

法律依据较多，且适用效果大相径庭。从前述裁判整理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第一，

区分动产抵押权登记与未登记两种情形分别判断，承认登记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具有合理

 
[26] 参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 871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人民法院(2017)苏 0113 民初 2038 号民事判决书、 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 12 民终 644 号民

事判决书。 
[27]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吉民终 96 号民事判决书。 
[28]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 1643 号民事判决书。 
[29] 参见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 19 民终 706 号民事判决书。 
[30] 参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四重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

渝三中法民终字第 00447 号民事判决书、等等。 
[31] 参见山西省吕梁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 11 民终 553 号民事判决书。 
[32]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5）岳民初字第 06880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6)湘 01 民终 3997 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2019)甘 0402 民初 1879 号民事判决

书。 
[33] 参见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2013）卫滨民一初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 
[34] 参见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新中民金终字第 108 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庆阳市（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2017)甘 10 民终 273 号民事判决书。 
[35]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申 110 号民事裁定书、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六中

民终字第 01853 号民事判决书。 
[36] 参见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 07 民终 1456 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襄阳（樊）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4)鄂襄阳中民三初字第 00129 号民事判决书。 
[37]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人民法院（2014）巴民初字第 1900 号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 04 民终 1865 号民事判决书。 



性，而未登记动产抵押权是否具有追及效力，尚须结合受让人主观上是否善意加以判断；第

二，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应与动产抵押登记对抗规则相协调，解释论上应寻求体系上的融贯

性；第三，动产交易频繁，为维护交易安全，实现交易便捷，动产抵押权追及效力的阻断事

由应比不动产抵押权多。基于此，本文以下将从类型化角度对《民法典》第 406条在动产抵

押物转让中的适用展开分析。 

三、动产抵押权已行登记时的动产抵押物转让 

    （一）登记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及其保障 

《民法典》第 406条确立了抵押权追及效力。其中所谓“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

影响”，是指抵押人在抵押权设定后，将动产抵押物的所有权让与第三人，其原设定的抵押

权，仍随抵押物之所在而存在，抵押权人仍得追及至抵押物之所在而行使抵押权。
[38]

在动产

交易日益频繁的今天，抵押权追及效力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动产交易结果的确定性，

害及动产交易的秩序。登记制度的引入为抵押权追及效力的正当性提供了解释前提。《民法

典》第 403条规定：“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

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一方面，抵押权人为保全其权利，自应登记其动产抵押权；另一

方面，潜在的交易第三人为预估交易风险，自应查询动产担保登记簿，探知出让人的特定动

产上是否存在抵押负担，如其怠于查询而未发现标的物上的权利负担，则应受其上抵押权之

追及。 

有学者认为，动产所有权的移转完成交付即可，查询动产担保登记簿并非其法定义务，
[39]

即受让人并无义务去探知标的物上是否存在抵押负担。
[40]

在《民法典》第 403 条之下，

受让人查询动产担保登记簿已经构成其法定义务。诚然，强加受让人以查询登记簿的义务，

在一定程度上损及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成本，但这一结论尚须接受成本-效益规则的检验。

由于《民法典》排除了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的查询义务（第 404条），且其倡导构建的统

一动产与权利担保登记制度以声明登记制为基础，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登记和

查询均在线上自主完成，其收费尚在可控范围之内。
[41]

从利益衡量的视角，否定登记动产抵

押权的追及效力给动产抵押权所造成的损害以及给抵押权人登记积极性所带来的打击，远远

超过潜在的交易第三人所承担的查询动产担保登记簿的成本。 

有学者认为，受让人信赖抵押人对动产的占有，基于占有的公信力，完成交付后的所有

权不应受已登记动产抵押权的影响。
[42]

学说上以为，就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尽管《民法典》

上并未明确规定，
[43]

但从其第 311 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中大抵可以导出这一结论。
[44]

不

过，占有构成对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尚须满足有动产占有的事实以及占有人有物权享有的

意思等两个要件。
[45]

在占有本身存在瑕疵或者有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占有本身并不具有

公示效力。就特殊动产而言，登记亦属动产物权变动取得对抗第三人效力的公示方法。动产

 
[38]参见刘春堂：《判解民法物权》（修订七版），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版，第 461 页；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第 701 页。 
[39] 参见黄家镇：《破解动产抵押的“戈尔迪之结”》，第 179 页。 
[40] 参见景光强：《论抵押物转让规则之重构——以追及效力和物上代位效力的合理配置为主线》，载陈小

君主编：《私法研究》（第 23 卷），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0 页。 
[41] 参见高圣平：《统一动产融资登记公示制度的建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 年第 6 期，第 82-83

页。 
[42] 参见孙鹏、杨会：《论动产抵押物的转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31 页；景光

强：《论抵押物转让规则之重构——以追及效力和物上代位效力的合理配置为主线》，第 50 页。 
[43] 参见张双根：《物权法释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3 页。 
[44]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27 页；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4 页。 
[45] 参见尹田：《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3 页。 



抵押权登记的功能，不仅在于确立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还在于警示潜在的第三人在交

易时可能存在的交易风险。理性的交易第三人自应查询动产担保登记簿，以验证抵押人对标

的物的占有是否存在瑕疵。在动产抵押权已行登记的情形之下，受让人怠于查询动产担保登

记簿，自无法主张其为善意，也就没有了《民法典》第 311条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空间。

不过，受让人仅在基于商业交易而受让动产之时，才应积极查询动产登记簿（特殊动产登记

簿与动产担保登记簿），以控制商业风险并作出理性的商业决策；在受让人受让动产是为了

生活需要而非商业交易之时，强求受让人查询动产登记簿，有悖常理。此即《民法典》第

404条所谓“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免受动产抵押权之追及。 

与不动产本身不可移动性、固定性不同，动产本身具有易移动性的特点。无论不动产如

何发生权利变动，交易如何频繁，不动产本身一般不发生物理上的变动，借助于不动产登记

的“物的编成主义”，即可保障不动产抵押权追及效力的实现，无须强制要求抵押人将转让

抵押财产的事实通知予抵押权人。因此，在不动产抵押权追及效力规则下，通知抵押权人的

法律意义更在于使其在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之时主张价金物上代位。与此相反，动

产本身的易移动性以及动产担保登记簿的“人的编成主义”，不可能记载动产实时地理位置，

这些均增加了抵押权人行使追及权的困难。正是基于这一点，有学者即指出：“动产抵押物

转让规则应充分考虑强烈的流通冲动、公示的先天不足、潜在的贬值趋向以及对交易安全的

高度依赖，除登记的特殊动产适用不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外，其他应弃追及主义而采物上代

位主义。”
[46]

但从《民法典》第 406条的文义来看，尚无法得出其仅适用于不动产抵押权和

特殊动产抵押权的情形。 

为保障登记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一方面可以强化抵押人的变更登记义务。声明登记

制下，抵押合同一方当事人可作为登记代表在登记机构办理变更登记（《动产抵押登记办法》

第 3条第 1款）。抵押人转让动产时，应承担将动产抵押登记中的抵押人变更登记为买受人

之义务。此时，买受人与抵押权人之间并未签订动产抵押合同，但也因受让附抵押负担的动

产而与抵押权人之间存在实质的抵押关系。另一方面，《民法典》第 406条第 2款前句规定

了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时通知抵押权人的义务。在没有通知抵押权人受让人信息的情况下，

抵押权人并无从知悉其可得主张抵押权的对象，也无从判断买受人是否实施减损动产抵押物

交换价值或者增加动产抵押权实现成本的行为，抵押权人依《民法典》第 408条所享有的保

全抵押财产价值的权利也不受保障。当动产抵押物被分割转让且买受人为多人时，又增加了

抵押权实现的难度和成本。 

就已登记的特殊动产抵押权而言，由于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登记簿均采“物的编成主

义”，标的物均属有编号或序列号的财产，具有唯一可识别性。此时，即使未办理所有权转

移登记，抵押人也未通知抵押权人，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也不受影响。就已登记的普通动

产抵押权而言，由于纳入融资担保领域的动产种类繁多，尚须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就其中特

定化程度较高的动产，如高价值机器设备，登记簿上对其型号、规格多有记载，动产抵押权

人行使其追及权并无困难。就其中特定化程度不高的动产，如原辅材料，登记簿上仅作概括

描述，动产抵押权人尚难行使其追及权。此际，可借助于《民法典》第 406条第 2款所规定

的价金物上代位规则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无须经由《民法典》第 390条的扩张解释将价金

纳入可代位之物的范围。容后对此详述。 

（二）登记动产抵押权追及效力的阻断及其救济 

登记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可因特定事由的发生而阻断，《民法典》第 404条规定的“正

 
[46] 参见景光强：《论抵押物转让规则之重构——以追及效力和物上代位效力的合理配置为主线》，第 50

页。 



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即为其中著例。此外，特定化程度不高的动产上的抵押权在解释上

亦属此例。 

《物权法》将“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适用于动产浮动抵押交易；而《民法典》将

该规则扩大适用至所有动产抵押交易，其第 404条规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

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反对观点认为，该条将适用范围扩大

到所有动产，为买受人的利益而否定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损害担保物权信用，动摇抵押

担保制度存在基础。
[47]

支持观点认为，该规则降低了交易成本，且符合各方当事人的预期，

属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必然逻辑延伸。
[48]

不免除“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查询登记簿义务

并赋予其对抗在先动产抵押权的效力，将有违正常的交易效率与交易习惯。
[49]

日常生活中，

多数生活材料都属于动产。“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恰好能够兼顾经营者的融资需求与

买受人的消费需求。“如果当事人不再信赖转让人对财产的占有，并且还必须调查相关财产

上是否存在着已登记的担保物权或保留所有权交易，则会对日常商业构成重大障碍。”
[50]

《民法典》最终采纳了后一种观点。“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构成《民法典》第 403

条与第 406条第 1款的例外，作为对抵押权追及效力的限制，自应严格把握其适用要件。 

在解释上，《民法典》第 404条“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的适用应坚持以下几点：

其一，销售该动产属于抵押人的正常经营活动。可以结合其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否与该类

动产相关来确定。
[51]

不过，在鼓励营业自由、“万众创业”的大背景之下，抵押人是否具有

相应经营资格，并不在“正常经营活动”的文义之列。
[52]

其二，买受人已支付合理价款。价

格是否合理，可结合动产是否独有、当事人是否有约定转让价格、市场价格、付款方式以及

交易习惯等因素进行判断。
[53]

其三，买受人取得了动产，即“受让人已通过受领交付取得对

抵押财产的占有”，
[54]

或“买受人基于动产所有权移转的规则取得动产抵押物之所有权”。
[55]

从第 404条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免受动产抵押权追及之本意出发，以后一理解为上选。这

一规则保护的并不是买受人的占有状态，而是买受人的所有权。在《民法典》上，交付尚有

现实交付、简易交付、指示交付与占有改定等各种类型，为严格掌握“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

规则的适用，应将容易产生误解的“占有改定”排除在外。其四，不考察买受人善意与否。

有学者主张，本规则的适用以买受人主观上善意为前提，但此处的善意与一般善意的认定标

准不同。一般情形下，只要存在动产抵押权登记即可推定买受人非善意，而动产抵押权已行

登记不能推导出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非善意，可以将买受人善意涵摄到“正常经营”中。
[56]

买受人的善意体现为不知其购买行为侵害抵押权人的权益，即便知晓抵押权存在。
[57]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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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受人知晓其买卖行为违反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之间约定禁止转让动产时，即属恶意。
[58]

这一

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民法典》第 404条并不以买受人主观善意为适用前提，而以“已

支付合理价款”作为平衡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利益的工具。
[59]
《民法

典》第 406条第 1款允许当事人对动产抵押物的转让另作约定，即当事人可以约定禁止或限

制抵押人转让动产抵押物。该约定欲对第三人发生效力，虽可在动产抵押登记书的“抵押人、

抵押权人认为其他应当登记的抵押权信息”中进行登记，但这一做法违反了统一动产和权利

担保登记制度尽量简化登记内容的基本要求。若当事人对禁止抵押人转让动产抵押物进行了

登记，则买受人的行为侵害了抵押权人的权益，直接导致买受人必须通过登记查询当事人是

否存在禁止转让动产抵押物的约定，与该规则免除买受人登记查询义务的法政策相悖。因此，

即便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物的约定并加以登记，也不对正常经营活动

中的买受人发生效力。 

   《民法典》第 404条虽构成第 403条与第 406条第 1款的例外，无论是否登记、无论是

否约定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物，抵押人仍可转让抵押物。但是，该条的适用仍应受第 406

条第 2款的限制，否则极易侵害抵押权人的权益。根据《民法典》第 406条第 2款的规定，

“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

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

由债务人清偿。”在解释上，第 404条“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的适用直接导致登记动

产抵押权丧失追及效力，已经构成该款中“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

人即可主张价金物上代位。此际，应降低抵押权人的证明义务，但凡符合第 404条的规定，

即属“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情形。此外，在抵押人转让特定化程度不高的动产的

情形，也有可能有害于抵押权之行使。此际，抵押权人尚须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

权。 

只要构成“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抵押权人即可依据《民法典》第 406条第

2款的规定主张价金物权代位。在比较法上，针对抵押人未经授权而处分抵押物的情形，如

抵押物已经脱逸出抵押权人的控制范围致其无法行使追及权之时，抵押权人尚可主张价金物

上代位以保护其权利。
[60]

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动产担保交易立法指南》即指出，动产担

保物权自动延伸到担保物的任何可识别的收益。
[61]

即使在抵押权人可得行使追及权的情况

下，动产抵押权延伸至收益仍具意义，例如，收益的价值可能高于抵押物。这种抵押权追及

效力和价金物上代位并存的方法，为动产抵押权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保障，因此更有可能为

借款人提供更好的信贷条件。
[62]

如美国法上就动产抵押物转让之后抵押权人的救济路径，既

承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也承认价金物上代位，在抵押权可得实行之时，抵押权人既可选择

其中之一，也可同时选择两者，但不能获得超过被担保债权的清偿。
[63]

在我国法上，尽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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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张抵押权追及效力和价金物上代位，并不意味着动产抵押权人可以获得超出主债权的利

益，但仅就《民法典》第 406条第 2款的文义而言，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和价金物上代位是非

此即彼的关系。一般情形之下，动产抵押权人仅得主张其追及权，仅在抵押物的转让可能损

害抵押权的情形之下，动产抵押权人才能主张价金物权代位。 

适用《民法典》第 406 条第 2款尚存疑问的是，抵押权人主张价金物权代位，除了“抵

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之外，是否以抵押人及时通知抵押权人转让抵押物的事实为前

提？在解释上，抵押人通知抵押权人是为了便于抵押权人行使追及权或物权代位权，如抵押

人未通知，抵押权人通过其他途径知晓抵押物已被转让的事实，自不应排除抵押权人主张追

及效力或价金物上代位。  

一旦买受人将价款支付给出卖人/抵押人，价款丧失特定性，抵押权人就难以受偿。
[64]

在前述情形之下，虽发生阻断抵押权追及效力的效果，抵押权人不能就动产抵押物实行抵押

权，但抵押权人仍可就抵押人转让抵押物之所得（现金、支票、应收账款）主张担保权利（法

定质权），
[65]

不宜认为抵押权人就抵押物之所得仅享有债权请求权。相应地，为保障抵押权

人权益，应明确抵押人不履行变更登记义务和通知抵押权人义务的相应法律后果，反向激励

抵押人积极履行相应的义务。抵押人转让动产抵押物之时应通知抵押权人，如发生阻断抵押

权追及效力的效果，“抵押人应当将所获得的价款提存，专门用于清偿抵押权人的债权”。
[66]

无相应的严格法律后果作为反向激励，抵押权通常不会通知抵押权人已转让抵押物的事

实。因此，在抵押人违反通知义务或未将转让价款提存时，除以追及效力或价金物上代位保

护抵押权人的权益之外，还可约定抵押人承担具有惩罚性质的责任。
[67]

 

事前预防上，可设置惩罚性责任，促使抵押人履行通知义务或提存转让价款的义务。事

后救济上，认定抵押人承担何种责任，直接关系到抵押权人的利益。裁判实践中就因动产转

让无法追及的情形，大多判令出卖抵押物的抵押人在抵押物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68]

或抵押权人对买受人应支付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9]

或买受人应在受让价款范围内对抵押

权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70]

有学者主张，应强化价金物上代位具有债权质权效力。
[71]

该观

点值得认可。抵押权本身的价值目的在于保障抵押权人就抵押物变价款的优先受偿。即便抵

押人因转让抵押物导致价款与其自身其他财产相混同，也应认为抵押权人在担保债权数额

（担保债权数额低于转让价款时）或转让价款数额（担保债权数额高于转让价款时）范围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不仅是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当动产抵押物上有不同顺位的多个抵押权

人时，依然应按相应的顺位进行受偿。无法确定转让价款数额时，应按当事人的约定，无约

定时应依市场价格计算。 

（三）“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效力 

从《民法典》第 406 条的条文表述顺序来看，“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一

句，位于“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之后，“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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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之前。这就表明，抵押权人和抵押人之间可就抵押财产的流通性作出例外约定，既

可约定禁止抵押财产的转让，也可约定限制抵押财产的转让，如抵押财产的转让以抵押权

人同意为前提。但当事人之间关于禁止或限制转让动产抵押物的约定，仅在抵押合同当事

人之间发生效力；抵押物转让的，抵押权仍具追及效力。这一解释结论，与《民法典》第

545 条第 2 款“当事人约定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人约定金

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范意旨相一致。但尚存疑问的是，当事人之间

关于禁止或限制转让动产抵押物的约定不得对抗受让人，是否以受让人善意为前提？如类

推适用《民法典》第 545条第 2款，应以受让人善意为其构成，但如仅依《民法典》第 406

条第 1款，则不考虑受让人是否善意，抵押权人均可就抵押物主张优先受偿权。 

在解释上，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之间就抵押物的转让作出禁止或限制的约定，在“正常经

营活动买受人”规则中不发生效力。但如不适用“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教义上尚可

认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仍可对受让人发生拘束力。其一，“另有约

定”的内容经登记公示。动产抵押权依抵押合同的生效而设立，但相关内容欲对第三人发生

效力，尚须经由登记而公示。禁止或限制抵押物转让的约定，也不例外，否则会增加第三人

在登记簿之外的征信成本。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另有约定”内容进行登记公示，“另有

约定”的内容对受让人不具有拘束力，而仅在当事人之间生效。抵押人违反该约定，仍须承

担违约责任，但不影响买受人取得动产所有权。买受人受让动产时，知晓其上抵押权的存在，

抵押权人仍可就抵押物行使追及权。其二，“另有约定”的内容不属于为受让人设定义务，

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依不得为第三人设定义务的合同法原理，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不可为受让

人设定义务，比如要求买受人将购买价款直接支付给抵押权人。若当事人约定内容要求受让

人履行特定义务，即使对约定内容进行登记，对受让人也不发生效力，除非受让人同意。 

上述分析仅在教义上具有意义。在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中，当事人之间的另

外约定并无登记能力；即使是在奉行“物的编成主义”的特殊动产登记簿中，此类约定亦无

登记能力。在“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政策目标之下，应坚持当事人之间的另外约定仅发

生债法上的相对效力的结论。在解释上可以认为，《民法典》第 406条第 1款本属特别规则，

不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545条第 2款。 

综上所述，登记动产抵押权虽在解释上具有追及效力，但其适用范围极为有限，一般仅

在特殊动产和特定化程度较高的一般动产转让时才有可能适用。《民法典》第 404条规定的

“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构成第 403条动产抵押登记对抗规则与第 406条第 1款的例外，

发生阻断抵押权追及效力的效果。前述裁判整理中法律适用上的乱象在《民法典》第 406

条之下即可解决。 

四、动产抵押权未登记时的动产抵押物转让 

    根据《民法典》第 403 条的规定，动产抵押权未登记，并不影响已依动产抵押合同的生

效而设立的抵押权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但动产抵押权对第三人的效力有所减损。这是维护

交易安全的必然结果。为便于分析，以下内容将从第三人类型化角度展开。 

（一）买受人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 

买受人满足前述“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的构成要件，即受《民法典》第 404条的

保护。动产抵押权已经登记时如此，动产抵押权尚未登记时更是如此。当买受人不属于“正

常经营活动买受人”且主观上恶意，其受让取得的所有权不能对抗抵押权。其再次转让动产

时，第二买受人若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同样阻断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因“正常经

营活动买受人”规则的适用而阻断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同样属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

押权”情形，抵押权人自可主张价金物上代位。换言之，在未登记的动产抵押物转让中，《民



法典》第 404条仍构成第 406条第 1款的例外，但仍受第 406条第 2款的约束。 

（二）买受人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 

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仍属于《民法典》第 406条的文义范围，但就抵押物的受让人而言，

如一概认定未登记动产抵押权具有追及效力，将危及交易安全。抵押权不以移转占有为公示

方法，未办理登记时，第三人难以知晓动产上存在抵押权，其所信赖的抵押人对于标的物的

占有属于无瑕疵的占有，基于市场交易规则获得的所有权也应是一个无权利瑕疵的所有权，

不应受未经公示的动产抵押权的约束。因此，一概认定未登记动产抵押权依《民法典》第

406条第 1款具有追及效力，欠缺合理性。 

我国《民法典》上既存在可以对抗所有第三人的物权，也存在仅得对抗部分第三人的物

权。其中，后者以采行登记对抗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物权为其典型。动产抵押权虽未经登记，

但亦属物权，只不过仅得对抗部分第三人而已。如此，对这部分第三人，动产抵押权自然具

有追及效力。例如，在设定动产抵押权之后，抵押人将抵押物出借予第三人使用，动产抵押

权纵未登记，仍可追及至抵押物之所在，对该第三人行使。如此，判断未登记动产抵押权的

追及效力及其限制，尚须结合《民法典》第 403条进行体系解释。 

在解释上，《民法典》第 403条构成第 406条第 1款的例外，自应优先适用。在我国实

定法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 67条第 2款规定，未登记动产抵押权不能对抗任何买受人，

即使抵押人告知受让人转让的动产上存在抵押权负担，买受人的所有权依然能够对抗抵押

权。未登记特殊动产抵押权的对抗范围在规范之间存在差别，如以船舶（仅限于《海商法》

意义上的船舶）、
[72]

民用航空器抵押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73]

而渔业船舶抵押的，

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74]

根据《民法典》第 403条的规定，动产抵押权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受让人。依反对解释，未登记动产抵押权可以对抗恶意买受人，而非不得对抗

任何买受人。即使动产抵押权未登记，也无保护恶意买受人的根据。
[75]

这实际维护了未登记

动产抵押权的物权效力。《民法典》第 403条登记对抗规则的功能基础在于，登记公示是潜

在的受让人免受动产抵押权追及的预防性措施。
[76]

潜在的受让人借由动产抵押权登记簿预估

法律风险，如动产抵押权未登记，受让人自无法知悉标的物上的抵押负担，动产抵押权的追

及效力被阻断，受让人取得无抵押负担的所有权。 

由《民法典》第 403 条可知，受让人免受动产抵押权之追及，尚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

动产抵押权未登记。其二，受让人已依物权变动规则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如果受让人已与

抵押人签订买卖合同，但并未受领交付，抵押物所有权仍然归属于抵押人。此际，抵押权人

就抵押物仍可对抵押人行使抵押权，不发生抵押权追及效力问题。其三，受让人为善意。这

里所谓“善意”，是指不知道标的物上存在动产抵押负担，且无重大过失。买受人明知标的

物之上存在未登记抵押权负担，属于恶意买受人，对此并无争议。
[77]

因重大过失不知情的买

 
[72] 《海商法》第 3 条第 1 款规定：“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

政府公务的船舶和 20 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 
[73] 《海商法》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设定船舶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抵押

权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民用航空法》第 16 条规定：“设定民用航空器抵押权，由抵押

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74] 《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 24 条规定：“渔业船舶抵押权的设定、转移和消灭，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应当共

同依照本办法进行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75] 参见王洪亮：《动产抵押登记效力规则的独立性解析》，载《法学》2009 年第 11 期，第 95 页。 
[76]See Ronald C.C. Cuming, Catherine Walsh ＆ Roderick J. Wood, Personal Property Security Law 419 (2d ed., 

Irwin Law Inc. 2012). 
[77] 参见庄加园：《动产抵押的登记对抗原理》，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80 页；景光强：《论

抵押物转让规则之重构——以追及效力和物上代位效力的合理配置为主线》，第 49 页。 



受人是否属于恶意，则存争议。
[78]

裁判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动产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不知道

动产抵押权的存在，即属于善意。
[79]

考察买受人善意，不仅依靠买受人是否知悉抵押权存在，

还应结合是否支付合理价款以及其他影响因素来认定。非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理应向抵

押人/出卖人询问标的物的权利瑕疵情况。若价款不合理，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

符合交易习惯，且买受人未向出卖人询问标的物权利瑕疵情况，应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动

产抵押权既未登记，第三人亦难以注意到标的物上存在动产抵押权，为贯彻登记对抗制度的

规范意旨，应将“善意”限定在无重大过失，不强求第三人在登记簿之外再作详尽的调查，

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效率。这一解释方案也与我国实践中关于善意认定的一般标准相

合。
[80]

证明责任分配上，应由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人举证证明买受人知悉抵押权的存在或因

重大过失不知悉抵押权存在。“抵押物受让人无须举证证明自身善意，而应由抵押权人负担

受让人恶意的举证责任。”
[81]

 

特殊动产抵押权未登记，买受人知悉抵押权的存在，受领标的物的交付并办理了转移登

记的，是否免受抵押权之追及？对此，裁判实践存在分歧。肯定意见认为，特殊动产的买受

人办理了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事实，即可默认买受人为善意。
[82]

否定意见认为，应考察买

受人主观上是否知悉抵押权的存在，而不论特殊动产是否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
[83]

特殊动产

所有权转移登记只能表明所有权发生移转，应与买受人主观是否善意区分开来分别予以判

断。此时并不能排除买受人的主观恶意，因而不能据此得出买受人不受未登记抵押权追及的

结论。 

一般情形下，上述条件中“动产抵押权未登记”和“受让人为善意”的判断时点，为受

让人取得抵押物所有权之时。因此，在受让人取得抵押物所有权之后，动产抵押权办理了登

记，或受让人知悉了标的物上存在抵押负担，受让人仍不受动产抵押权之追及。与之相关的

问题是，在受让人取得抵押物所有权之时动产抵押权已行登记，但此后登记因其他原因而注

销，受让人是否受非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之追及？就此，判断标准仍然是在受让人取得抵押物

所有权之时是否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至于受让人取得抵押物所有权之后相关事件的发生，不

影响动产抵押权追及效力的存否。 

尚存疑问的是，如转让合同中约定，出让人/抵押人在特定条件成就之时或一定期间之

后才交付标的物予受让人，如此，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即应推迟一段时间。如在转让合

同签订之时动产抵押权并未登记，但在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予受让人之前办理了抵押登记，
[84]

受让人是否属于善意？我国既有司法态度表明，在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时，善意的判断

时间为动产交付之时，物权取得附条件或期限的，则为条件成就、期限届至之时。这一规则

深植善意取得制度的伦理根基并极大地限制了善意取得的负面效果。
[85]

在适用《民法典》第

 
[78] 参见刘玉杰：《未登记动产抵押权效力探析》，载《法律适用》2009 年第 10 期，第 36 页。 
[79]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执复 156 号执行裁定书、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3)湖吴执

分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2014)赵民初字第 00452 号民事判决书。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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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条第 1 款规定：“受

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 
[81] 孙鹏、杨会：《论动产抵押物的转让》，第 30 页。 
[82] 参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 871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

院(2017)苏 0113 民初 2038 号民事判决书、 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 12 民终 644 号民事判决

书。 
[83]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吉民终 96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民终

字第 1643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 19 民终 706 号民事判决书。 
[84] 转让合同签订之时，受让人并不知道标的物上存在抵押负担，但在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予受让人之前知道

标的物上存在抵押负担，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8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

版社 2016 年版，第 412 页。 



403条之时是否坚持这一司法态度，值得研究。 

“动产抵押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一登记对抗规则适用于受让人之时，

在解释上系指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不得对抗受让人取得的所有权而言。依《物权法》的

规定，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属于无权处分。由此，受让人是否取得标

的物的所有权，取决于动产善意取得规则是否适用。登记对抗规则与善意取得制度也就在这

个意义上形成了关联。
[86]

但《民法典》已经改变了《物权法》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的立法态度，

以抵押财产的自由流转为其规则建构基础。在解释上，抵押人并不因抵押权的设定而丧失对

抵押财产的处分权，
[87]

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也就不再属于无权处分，

善意取得规则也就没有了适用空间。《民法典》第 403 条的文义也仅要求第三人为善意，并

不要求第三人善意取得标的物上的权利。因此，受让人是否取得标的物上无抵押负担的所有

权，不是登记对抗规则的任务，也无须在善意取得制度之下寻求解释基础，适用《民法典》

上动产物权变动一般规则即可。
[88]

准此以解，《民法典》第 403条中的善意判断，自无须完

全采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适用标准。 

在政策选择上，就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与交付标的物的时间之间、交付标的物的时间与

所有权移转所附条件成就或所附期限届至的时间之间的差异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应作有利

于受让人的解释。登记对抗规则的设计是为了促进风险评估。潜在受让人自可透过查询动产

担保登记簿，确定标的物上是否存在担保负担，并据以评估拟议中的交易的风险。如查询动

产担保登记簿尚未发现债务人的特定标的物上存在在先的动产抵押权，受让人据此就该标的

物与债务人从事交易，其所取得的所有权应受优先保护。即使交易条款规定推迟从债务人转

移财产，情况也是如此。
[89]

无论如何，如受让人已在签订转让合同之前查询动产担保登记簿

以控制交易风险，不宜强求受让人在签订转让合同之后受领标的物之前再次查询动产担保登

记簿。同理，如转让合同约定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条件或期限，期望受让人在所有权

移转之前再次查询动产担保登记簿，也不现实。 

在体系解释上，《民法典》第 403条所谓“不得对抗”，在法律效果上是指受让人不受

未登记动产抵押权之追及，受让人取得无抵押负担的所有权。有观点认为，此时，未登记动

产抵押权消灭。
[90]

但“不得对抗”仅指未登记动产抵押权对特定人不发生效力。如，抵押权

不能对抗善意买受人，是指抵押权人不可向善意买受人行使追及权，但并不排斥抵押权人基

于其抵押权向抵押人就转让价款主张权利（法定质权）。“不得对抗”即抵押权消灭的观点，

在保护善意买受人利益的同时损害了抵押权人的权益。未登记动产抵押权虽不能对抗善意买

受人，但仍属于抵押权，可就转让价款主张物上代位，并可对抗无担保债权人。 

未登记动产抵押权追及效力被阻断之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受《民法典》第 406

条第 2款的约束。受让人不受未登记动产抵押权之追及，已经构成对抵押权的损害，并属于

第 406条第 2款的文义涵摄范围。无论抵押人是否履行通知抵押权人的义务，抵押权人均可

主张价金物上代位。 

 
[86]参见郭志京：《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载《比较法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104 页。学

说的整理，参见魏振华：《登记对抗与善意取得：关系辨析与法律适用》，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1

期，第 96 页以下。 
[87]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 7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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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在动产抵押权未登记且受让人已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情形下，如受让人在主观

上属于善意，即可依《民法典》第 403条主张对抗抵押权的权利，此时动产抵押权依第 406

条的追及效力被阻断，但可主张价金物上代位。即便抵押权人知晓抵押物转让的事实后办理

了抵押登记，也不得对抗此前的善意买受人，因为抵押登记的效力仅向后发生，并不具有溯

及既往的效力。在受让人主观上为恶意之时，受让人仍可依物权变动规则取得标的物的所有

权。只不过，受让人所取得的是附抵押负担的所有权，动产抵押权人自可行使追及权。值得

注意的是，《民法典》第 406条第 1款允许当事人就抵押财产的转让作出相反约定，当事人

自可约定禁止或限制抵押财产的转让，但这一约定对受让人不生效力。亦即，当事人之间是

否存在禁止或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的约定，不是判断动产抵押权是否具有追及效力的因素。 

五、结语 

近代以来，非移转占有型担保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渐受重视。
[91]

我国自《担保法》

之时，即引入动产抵押制度，但不同时期的规则之间存在重大差异。这既是实践发展的结果，

亦属学说不断成熟的标志。其中，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的变迁体现得尤为明显。《民法典》

第 406条承认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能够兼顾保障抵押权、物尽其用和利益平衡等价值目标

的实现。该条并未将其适用范围局限在不动产抵押权，解释上对动产抵押权亦有适用余地。

但动产交易频繁而活跃，且动产极易被移动，给抵押权追及效力的落实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动产抵押物的转让所涉及的规则，除了《民法典》第 406条之外，尚有第 311条规定的动产

善意取得规则、第 403条规定的动产抵押登记对抗规则以及第 404条规定的“正常经营活动

买受人”规则。如此更增加了适用动产抵押权追及效力规则的困难。第 311条和第 403条之

下的善意受让人、第 404条之下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均免受动产抵押权之追及。适用

《民法典》第 311条、第 403条、第 404条以及第 406 条第 1款，均不可排除第 406条第 2

款。在动产抵押物转让场合，如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被阻断，即属“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

害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即可主张价金物权代位，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

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

务人清偿。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ransfer Rules of Collateral in Chinese Civil Code 

Gao Shengping ＆ Ye Dongy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Article 406 of Chinese Civil Code, a chattel mortgage has tracing 

effect, ie. it can trace the collateral and realize it when the collateral is transferred.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rule subjects to a lot of limitatio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of the 

mortgagor, the buyer who has paid a reasonable price and obtained the collateral shall not be 

traced by the chattel mortgage. For the less specific collateral, the tracing effect is also limited. As 

for the unfiled chattel mortgage,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03 of Chinese 

Civil Code. If the assignee is in good faith, the tracing effect of chattel mortgage is cut off; if the 

assignee is malicious, the tracing effect of chattel mortgage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ownership 

of the collateral acquired by the assignee. A chattel mortgage is impaired because its tracing effect 

is cut off, and the subrogation of the transfer price can be claimed which is not affec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mortgagor has not informed the mortgagee of the transfer of the collateral. 

Keywords: transfer of the collateral; the tracing effect; buyer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filing effectiveness as against third parties; subrogation of the transfer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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