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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自损”的侵权法救济置疑*

李永军

[ 摘  要 ] “产品自损”是否应该包括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41 条规定的“损害”中，

从而获得侵权法救济，中国民法学界看法不一。从比较法的视角看，很少有国家一概对“产品

自损”给予侵权法上的救济（产品责任或者纯粹经济损失），从我国民法体系化的视角解释，

我国法上的“产品自损”从本质上属于违约问题而应由合同法规范调整，而不应由侵权法的产

品责任调整，否则将毁坏民法体系，特别是合同法与侵权法的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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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产品自损”是指产品本身因缺陷或者瑕疵所遭受的损害，它往往连接着合同法与侵权法。因

此，适用侵权法上的救济或者合同法上的违约救济就成为学术探讨和争议的问题。具体以实例来

说：A为一消费者，到B商场购买了一台热水器。因热水器存在设计上的缺陷，当A在洗澡时热水器

爆裂损坏，同时也使A受到身体伤害。A的身体伤害自然属于各国产品责任立法或者学理上所谓的

“其他伤害”，得到侵权法的救济自无问题和争议，但热水器本身的伤害是否也可以获得侵权法上

的产品责任救济呢？还是只能作为合同法上的问题得到违约救济？这便是本文论题的关键所在。

各国学理或者司法实务在论及“产品自损”的救济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产品责任

法；二是纯粹经济损失理论。二者都属于侵权法上的救济问题。因此，上述就用“侵权法救济”概

括之。从比较法的视野看，绝大多数国家的产品责任立法或者侵权法拒绝将“产品自损”纳入到侵

权法的调整范围，而是交给合同法规范。但是，在有些国家的司法实务中，往往以各种理由时有所

突破，特别是美国法院尤其如此，但一概给予侵权法救济的却鲜有发现。而从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

侵权立法、学理和司法实务看，争议很大，颇值思量。

早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122条就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

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3JJD8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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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要求赔偿损失。1993年制定、2000年修改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

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将

“损害”进行了限缩，明确将“产品自损”排除在产品责任法的救济之外。但2009年通过的《侵权

责任法》却又回到了《民法通则》的规定，于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

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此法条中规定的“损害”一词如何解释，发生了争议：有的认为包括“产

品自损”；有的则认为不应包括“产品自损”，还是应该按照《产品质量法》解释之；有的则提出

虽然包括“产品自损”，但应该限缩解释；有的则认为包括“产品自损”，但应用违约为请求权基

础而与其他损害一并解决以避免当事人累诉的处理办法。〔1〕这些观点哪一种最符合民法体系的解释

及侵权法或者合同法的规范属性？

从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看，问题似乎要简单得多。有学者以中国法院的判例与美国法院的判例

进行了实证的比较研究，指出，以原告获得胜诉为标准，中国34个产品自损案件中原告获得胜诉的

有31例，胜诉率高达91%；美国45个产品自损案件中原告获得胜诉的有15例，胜诉率达33%。另外，

中国的法院一般不适用“纯粹经济损失”这一概念，甚至在有的案件中，很明显地能够判决原告败

诉的案件中，法院仍然倾向于对原告的保护，例如，在“龙新庆与石门县宏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案中，汽车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发动机舱突然起火，法院在未提到纯粹经济损失能否获赔的情况

下，判决原告获得车辆贬值损失、维修费、交通费这些典型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2〕在“袁志坚与

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涪陵销售维修服务店”〔3〕案中，在明显没有造

成人身伤害及其他损害的情况下，法院仍然判决被告承担“产品自损”责任。

上述这些法院的判决都是发生在《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前，即有《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的情

况下法院都能够以各种理由将“产品自损”纳入侵权法的调整范围之内，那么，在《侵权行为法》

颁行后，按照该法第41条之规定，真的能够将该条中的“损害”解释为包括“产品自损”的话，将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尤其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第15条中，几乎将所有民事救济措施统统

全面规定的情况下，侵权责任法是否会成为所有与“使用商品或者产品有损害”的情形的救济基础？

那样的话，合同法上的违约救济和物权法上的救济措施意义何在？就以上面提到的“热水器因缺陷自

爆”的例子中，即使没有伤及A，那么，仅仅是热水器的产品自损也能够请求侵权法救济〔4〕，是否过

度扩张了侵权法的适用？首先，这是否是一个用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或者瑕疵担保责任就很容易解

决的问题？其次，如果是侵权问题，也仅仅是侵犯了A对热水器的所有权，是否应适用“过错责任

原则”而不应适用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从而加大了生产者或者出售者的责任？ 

以上这些问题，颇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从体系化的视角进行研究。这不仅涉及“产品自损”

的适当救济这一个问题，而是中国法律面临的一个体系化的严重或者说严峻问题，即合同法上的救

济、物权法上的救济和侵权法上的救济如何协调的问题。

〔1〕  这些观点及理由下面还要详细提到，这里就不一一列出，见下面的注释。

〔2〕  龙新庆与石门县宏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10）石民三初字第 127 号，转引自董春华：《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

较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5 页。

〔3〕  袁志坚与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涪陵销售维修服务店，（2009）黔法民初字第 01285 号，

转引自董春华：《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5-1319 页。

〔4〕  按照“袁志坚与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涪陵销售维修服务店纠纷案”的判决理由，就

能够请求侵权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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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产品自损”救济的观点及比较法观察

（一）我国学理、立法及司法观点

在《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和学者们围绕有关“损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

论。尤其对于是否需要对“损害”进行重新界定，侵权法中是否要明确规定“损害”的种类等问题

争论尤其多。同时，产品责任造成的财产损害是否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还是仅指产品缺陷以

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失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通过后的《侵权责任法》在第五章产品责任中

多次使用了“造成他人损害”，但并未对损害进行明确界定，由此，给一些学者留下了“重新解

释”的空间。学界对“损害”的解释也大相径庭，主要体现在“财产损害”是否包括缺陷产品本身

的损失〔5〕，从而适用侵权法上的救济。这些不同观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肯定说

在负责《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机关相关学者编写的著作中，就持肯定观点。在解释《侵权责任

法》第41条时写道：“本条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害，也包括缺陷产品

本身的损害，这样，有利于及时、便捷地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6〕

2.限制的肯定说

这种观点认为，按照新法优先于旧法的规则，关于损害的概念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确定，

只要造成了他人民事权益的损害并且产生损害后果，都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加以救济。由于损

害在《侵权责任法》中属于基础性概念，对于此种概念的含义理解应当自始至终保持统一。尤其应

当看到的是，按照立法者的解释，《侵权责任法》实际上修改了《产品质量法》的上述规定，即认

为损害也包括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7〕并认为其合理性在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司法实践中的请求

权竞合情况，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第二，便利救济，减少诉讼成本；第三，这种做法也是我国

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就采取此种方式处理产品责任纠纷，获得了当事

人的充分认可。〔8〕

但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应当进行限制，《侵权责任法》对损害概念的扩张安排，并未否定《合

同法》第122条所确立的竞合规则，只不过是因此可以使受害人更为简便地提起侵权之诉，进而在诉

讼中获得全面的救济。同时，如果仅造成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而没有造成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或

人身的损害，其仍然属于履行利益的范畴。因为其仍然属于不适当的履行问题，其违反的仍然是合

同约定。〔9〕这种主张实际上与日本学理基本相同，下面详细介绍。

3.否定说

如有学者认为，产品质量责任中的损害不应当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其理由在于: 第一，

从立法过程的考察看，虽然有人提出过“损害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的观点，但是最终通过的

法律并没有采纳这一观点，也没有对“损害”进行界定。不能将讨论中提出过但是没有被立法采纳

的观点解释为立法的观点，违反法解释学的基本法则，篡改立法本意。第二，根据比较法的经验，

〔5〕  参见张新宝：《我国产品责任制度 : 守成与创新》（下），《北方法学》2012 年第 3期。

〔6〕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4 页；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0 页。

〔7〕  参见王利明：《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期。

〔8〕  参见王利明：《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期。

〔9〕  参见王利明：《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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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关产品质量责任的损害通常是指缺陷产品之外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第三，如果将缺陷产品本

身的损失包含在产品责任案件的“损害”范围内，当事人非法取得产品，由于无须证明买卖等合同

关系之存在，在发生产品责任事故时该非法取得产品本身的损失也会依据侵权责任法得到赔偿，这

显然违反民法基本原则之“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的原则。第四，如果将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包

含在产品责任案件的“损害”范围内，势必破坏债法内部体系的和谐。任何违反瑕疵担保义务交付

瑕疵产品的违约案件，都会被错误地当作“侵权”案件。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有最高人民法院有关

案由的司法解释存在，当事人选择某一诉权就必须将该诉权纳入某一案由，其结果是无论选择何种

诉权都可能无法全面地救济各种损害。因此，笔者建议，在一个具体的产品责任案件中，如果产品

本身发生损害同时也存在被侵权人人身损害或其他财产损失，应当允许受害人同时提出侵权的诉讼

请求和违反瑕疵担保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二者可以并立。即受害人得依据产品责任法规范请求人

身损害赔偿和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赔偿，同时依据合同法请求对自损产品的损害赔偿。这些损

害赔偿互不重叠和交叉，但是请求的法律和依据各不相同。〔10〕

另外一种否定说观点认为，尽管《侵权责任法》第41条使用的是“他人损害”，但是由于该法

第5条规定了“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而《产品质量法》属于规范产

品责任的特别法，因此，在赔偿的问题上仍应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不

应被包括在内。〔11〕

4.折中说

这种观点承认《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害，也

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但是，在具体救济方面，却主张产品责任中的损害首先是指固有利益的

损害，即缺陷产品损害之外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其次才是缺陷产品的自身损害。前者是侵权责

任，后者是违约责任，性质不同。受害人在起诉缺陷产品造成自己人身、财产损害的同时，一并起

诉缺陷产品本身损害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不得强制被侵权人必须分别

提起两个诉讼。但是应当明确，这是两个诉的合并，而不是一个诉。在这两个诉的管辖不同的时

候，按照《侵权责任法》第41条规定，可以合并在一个法院管辖，而不是依据不同的管辖由不同的

法院审理。当然，如果受害人愿意在两个法院起诉的，法律也不禁止。〔12〕

判例的观点，也多持肯定说，即使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例如，在上述“袁志坚与重庆百

事达汽车有限公司、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涪陵销售维修服务店纠纷”一案中，被告提出：“本

案不属于产品质量侵权纠纷，而是一般的产品质量合同纠纷。适用产品质量侵权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

造成人身损害，二是造成缺陷产品以外的其它财产损害。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则不属于‘其它财产损害’

的范围。本案中，自燃车辆的自燃没有造成人身伤害，也没有造成其他财产损害，因此，本案就不适用侵

权途径救济，而应当适用合同法。”法院仍然在认定汽车存在缺陷的基础上，依据《产品质量法》第43条
〔13〕销售者与生产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认定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负连带责任。〔14〕

〔10〕  参见张新宝：《我国产品责任制度 : 守成与创新》（下），《北方法学》2012 年第 3期。

〔11〕  转引自王利明：《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期。

〔12〕  参见杨立新、杨震：《有关产品责任案例的中国法适用》，《北方法学》2013 年第 5期。  

〔13〕  第 43 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

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

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14〕  参见董春华：《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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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法上的观察

前面提到，“产品自损”能否获得侵权法上的救济，主要有两种途径实现：一是产品责任法；

二是纯粹经济损失理论。必须指出，与产品责任的侵权法救济不同，纯粹经济利益的损失之侵权法

救济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的。

美国侵权法中的产品责任明确排除欠缺安全性商品本身的损害。 按照美国《侵权法重述》（第

三版）关于产品责任之规则，当产品的缺陷对其本身造成损害，规范商业交易的法律全面阐述了购

买者与销售者之间的权利结构。对产品自身的损害表现为两种形式：产品缺陷可能导致该产品无法

使用，因此必须修理或者更换；此种缺陷也可能导致购买者的重大损失。例如，停止运转的机器可

能导致其所在的生产流水线瘫痪，对拥有机器的企业造成广泛、重大的经济损失。根据美国《侵权

法重述》的规则，此类损失不能得到侵权法上的救济。如果产品的缺陷使其具有不合理的危险但并

未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失，这种危险或者是由于产品的缺陷被及时发现并没有造成损害，或者对产

品本身造成损害但未伤及人身或者其他财产，大多数法院的结论是：《统一商法典》规定的补偿—

修理和更换的费用在适当情形下的重大经济损失，是足够的。因此，本重述的规则不适用于此类情

形。〔15〕在美国，绝大多数法院采取的立场是，案件受侵权责任法还是商法规范，其关键取决于原

告遭受损失的性质。如果原告仅仅因为该产品缺陷发生故障或者自损而遭受损失，该损失被认为是

《统一商法典》调整的经济损失。与之类似，如果原告遭受的损失并非源于对原告的人身或者其他

财产损害，此种损失将受《统一商法典》调整。〔16〕简单地说，如果电视机因为缺陷而引起火灾，而

火灾损毁了昂贵的地毯，也许还有他的整栋房子，所有这些都是对消费者其他财产的损害，因此，

在一般的侵权诉讼中（包括在严格责任诉讼中）清晰地属于可获赔偿的范围。然而，如果电视机因

为缺陷而着火对其自身造成损害，美国各个法院的立场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几乎全部是否定的。〔17〕

除此之外，在产品自损可否依侵权法获赔这一问题上，商业关系规则有重要的意义。在产品责

任法中，合同双方属于商业性主体时，二者的关系通常也被称为商业关系，以区别于一般消费者与

销售者或生产者的关系。美国法院认定，若当事人之间属“商业关系”，而非一般消费关系，任何

情况的产品自损都只能接受合同法的调整，不能依据侵权法获得救济。这一主旨被美国法院总结为

“商业关系”规则，实则是将产品责任局限于消费者个人消费或者使用产品这一范畴的变异，意即

“处于商业关系中的生产者没有过失或严格产品责任之下的义务来阻止产品伤害自己”〔18〕。

欧洲许多国家因受《欧盟产品责任指令》的影响，一般都将产品自损排斥在侵权法大门之外，

该指令第9条第2款规定，损害是指对缺陷产品之外的财产造成的损害或毁坏。例如，德国于1989年

颁布的《产品责任法》，被害人仅于人身伤害及对其他财产之损害，始得请求产品责任法的损害赔

偿，至于经济上的损失或者所谓继续侵蚀性损害，均不得请求赔偿。所谓“继续侵蚀性损害” ，即

为产品自损。〔19〕在解决纯粹经济损失问题时，德国比其他国家都更加广泛地利用了合同救济。扩大

合同法作用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除了允许侵权之诉与合同之诉的竞合规则外，侵权法

被认为在保护需要法律救济的所有经济利益方面都过于薄弱和狭窄。另一方面， 对那些担心打开侵

〔15〕  参见许传玺主编： 《美国法律重述之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产品责任》， 肖永平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0 页、

第 421 页。

〔16〕  参见许传玺主编： 《美国法律重述之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产品责任》， 肖永平等译，第 423 页。

〔17〕  参见毛罗·布萨尼、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译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18〕  董春华：《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5-1317 页。

〔19〕  参见陈聪富：《商品责任法保护之客体》， 《2012 年海峡两岸第十届民法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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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诉讼闸门的人来说，合同法上的请求权似乎是相对安全的道路。〔20〕英国法也是如此，即对于产

品本身的损害或者对于产品整体或者提供于产品使用的任何部分所生的损害，都不属于产品责任的

范畴。〔21〕 

不仅如此，《欧盟产品责任指令》还明确排除“商用物”适用产品责任的可能性。只有当被损

害的其他物根据其性质通常是服务于个人使用或者消费的目的，且确实被受害人用于个人使用和消

费时，才能适用指令第1条意义上的“损害”。例如，轿车有制造缺陷并导致驾驶员或者其他道路使

用者受到损害时，就属于指令适用的范围。如果导致了物的损害，则只有当该车是私人车辆、被损

害的物至少是私人占有的物时才适用指令。否则，如果是公司的车辆，则完全排除指令的适用。〔22〕

这与上述美国的做法十分相似。   

日本《制造物责任法》第3条规定，制造业者，就制造物缺陷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及财产所生

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此项损害仅发生于该制造物时，不在此限。按照日本通说，仅仅发生制造物

本身损害时，应依据瑕疵担保责任及债务不履行责任加以救济。但在发生扩大损害时，为保护被害

人，依不法行为制度的基本原则，制造物自身损害也可以作为赔偿对象。〔23〕也就是说，在产品导致

他人其他损害及产品自身损害并存时，可以请求侵权法救济。

总之，大多数国家都拒绝给予产品自损侵权法救济，即使救济也存在特定条件。像我国这样以

立法的形式将产品自身损害明确规定于《侵权责任法》中的立法例，实属罕见。

三、“产品自损”之救济的请求基础思考——基于理论及实证法的思考

（一）理论性思考

从理论上说，笔者坚决同意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1条作限缩性解释，即其中的“损害”不

包括“产品自损”在内，无论是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产品责任之特别规定，还是从侵权责任法对于

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都不应对“产品自损”给予侵权法救济，理由是： 

第一，如果将“产品自损”纳入侵权法的规范之内，将击毁传统民法的基本体系结构，摧毁合

同法与侵权法的基本原则和界限。

美国学者格瑞尔德指出，理论家和法官通常认为，被告违反了某项法定义务是法律强迫其履行

对原告的赔偿义务的原因。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被告必须是违反了哪一类法律义务才会产生

其赔偿损失的义务呢？〔24〕

必须强调，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规范的主体及方式是不同的：侵权责任法是调整“素不相识”

的一般人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规定“法定注意义务”及以此为标准进行衡量的“过错责任归责原

则”为核心、以“不作为”作为基本要求保护彼此的安全，违反此法定义务就让其承担侵权赔偿义

务。而合同法则是调整有交易关系的当事人，相互之间的义务重点在于履行利益（交易标的物及相

〔20〕  参见毛罗·布萨尼、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译等译，第 111 页。   

〔21〕  参见陈聪富：《商品责任法保护之客体》， 《2012 年海峡两岸第十届民法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2〕  参见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张新宝校，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4 页。《欧

盟产品责任指令》第 9条第 2款规定，“损害”是指：对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造成的损害，且该财产（a）原本属于私人使

用或消费类型，且（b）主要系受害人自己私人使用或消费。德国《产品责任法》第 1 条第 1 款规定，所损害财产通常是

用于私人使用或消费，且受害人主要为这种目的而获得该财产。

〔23〕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8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7 页。 

〔24〕  参见格瑞尔德·J.波斯特马：《哲学与侵权行为法》，陈敏、云建芳译，易继明校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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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利益）而非对方的交易之外的固有人身或者其他财产，因此，在合同法之外需要侵权法通过上述

方式实现对对方人身及其他财产的保护，而标的物本身是合同法的主要任务，其义务也多为约定而

非法定。

如果让被告对“产品自损”承担侵权法上的赔偿责任，是因为他违反了什么义务，是契约法上

的义务，还是侵权法上的义务？如果原告欲寻求侵权法上的救济而让被告承担侵权法上的赔偿责

任，必须证明被告违反了侵权法上的“法定注意义务”。那么，被告对履行标的物是否有法定注意

义务呢（这里的注意义务是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而非合同法上的瑕疵担保义务或者其他义务）？ 

就如在本文的开头笔者所举的“热水器”例子，如果让热水器的出卖人对交付的标的物质量和安全

承担法定注意义务，一旦出现问题，就属于违反了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而承担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

任。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合同法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有学者指出，产品因瑕疵

而导致本身的毁损或价值减少，甚至是利润的丧失，这都是购买者作为交易主体没有取得交易的预

期利益所致，而对这种交易中的预期利益提供保护正是合同法的价值所在。而侵权法特别是产品责

任法，关注的公共政策是保护消费者免受产品所造成的危险。如果用侵权法对此种纯粹经济损失给

予保护，则侵权法适用范围势必会无限扩张，合同法将被淹没在侵权法的汪洋大海之中。〔25〕王泽鉴

教授也指出，民法关于买卖所设的规定，将失去意义，成为具文。〔26〕

正是因为看到这种破坏性后果，王利明教授一方面承认《侵权责任法》第41条中的“损害”包

括“产品自损”，但积极主张对其适用进行限制，指出：区分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和缺陷产品以外

的财产损失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这是从合同法和侵权法所保护的利益的区别所决定的。合同

法所保护的利益主要是履行利益，即在债务人依据合同规定履行时，债权人从中所得到的利益。另

一方面，产品缺陷本身的损害，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合同瑕疵担保制度所调整的范围，因而应依合同

法加以调整。过度扩张侵权法的适用范围，将使得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界限混乱，给法官适用法律造

成困难。尤其是法官不准确地确定被违反的义务来源的性质，而是笼统地将所有的损害一并处理，

这就会形成合同法的危机。〔27〕

因此，不能将侵权法上的法定注意义务扩大至合同履行标的物（产品自损），就如美国法院在

East River Steamship Corp. v. Transamerica Delanval  Inc.案中所指出的：“当产品导致自身

伤害时，施加侵权法义务的理由就很薄弱，而让当事人获得合同救济的理由却非常充分。与人身伤

害带来的身体伤害、时间精力和健康损失相比，产品自损时，商业使用者只失去了产品的价值，因

产品未满足需要而使其客户不满意，或者提高了提供服务的成本。让生产者为产品自损负侵权法责

任而导致大众成本的提高并无正当理由。”〔28〕

第二，如果将“产品自损” 纳入产品责任的保护范畴将会破坏侵权法归责原则体系。

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即使将“产品自损”纳入到侵权法的调整范

畴，也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不是严格责任原则，而对纯粹经济利益损失的侵权法救济就要求更加

严格，必须是故意。如果将“产品自损”纳入到产品责任中，加重了侵权行为人的责任，破坏了侵

权法归责原则体系及其基本价值判断。

〔25〕  参见郭洁：《美国产品责任中的纯粹经济利益损失规则探析》，中国民商法律网，2012 年 6 月 14 日。

〔26〕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8册），第 249 页、第 250 页。

〔27〕  参见王利明：《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期。

〔28〕  董春华：《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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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果将“产品自损” 纳入产品责任的保护范畴将会损害“契约自由”原则。

合同法的基本精神为“契约自由”，允许当事人就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双方可以就标的

物的风险转移方式和时间、瑕疵负担等问题作出事先约定。如果让侵权法调整“产品自损”问题，

合同法的契约自由原则将遭受损害。美国法院在East River  Steamship Corp.  v. Transamerica 

Delanval  Inc.案中所指出：“卖方可通过免责声明或限制救济条款来限制自己的责任范围。相应

地，买方可以支付更少的钱。我们没有理由干涉当事人的风险分配。”〔29〕对此，王利明教授也指

出，如果将当事人的各种权利都交由侵权责任法进行调整，则当事人就失去了进行意思自治的空

间，从而将会损害私法自治的实现。〔30〕

第四，如果将“产品自损” 纳入产品责任的保护范畴将会损害合同法的制度功能—预期利益保护。

美国学者指出，契约是相互期待获益的，亦即正值的交易关系。无论是作为哪一方当事人，都

可以期待获得利益。契约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并促进合理创设的期待。〔31〕而侵权法法的制度价值

在于对固有利益的补偿而非获益。因此，如果把“产品自损” 纳入产品责任的保护范畴将会损害合

同法的制度功能—预期利益保护，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二）基于我国实证法上的思考

尽管从理论上思考，我坚持产品责任的保护对象必须限制在“产品自损” 以外的人身或者其

他财产损害，但是，基于我国目前的《民法通则》（第122条）、《产品责任法》（第41条）、

《侵权责任法》（第41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32〕的实证法规范，我认为，可以

有三种解释：

第一，坚持《侵权责任法》之前的学界共识，即“产品自损”不包括在产品责任之内。这种解

释是有理由的，（1）从一般法与特别的的关系可以解释；（2）从历史沿革也可以解释，因为《民

法通则》第122条本身就是作出了与《侵权责任法》第41条相同的规定，对此，梁慧星先生认为本条

中的“财产”应指因缺陷产品造成消费者其他财产的损害。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及因缺陷产品本

身损害造成受害人可得利益的损失不包括在本条所谓“损害”概念之中，理由是，缺陷产品本身的

损害及因此所受可得利益损失，应依《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其是否赔偿，应视违约情节及合同规

定约定。〔33〕当时，就能够作出如此的解释，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呢？（3）考虑到上面阐述的作出扩

大解释后的种种不利后果，也可以作出限缩性解释。既然王利明教授和杨立新教授（上面已经阐述

了）都主张限缩解释，那么限缩的范围应该依价值判断而定而非逻辑而定。

第二，直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字面解释，将包括“产品自损”在内的所有与购买和

使用产品有关的损害都包括在内，直接适用侵权法上的产品责任规范救济。

第三，采取王利明教授的解释，即《侵权责任法》第41条包括“产品自损”，但应作出限缩解

释，即当仅仅造成产品自损但未造成其他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不适用产品责任而适用合同法规

〔29〕  East River S.S. Corp. v. Transamerica Delavel, 转引自董春华：《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研究》，《中国民

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6 页。

〔30〕  参见王利明：《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期。

〔31〕  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5 页、第 176 页。 

〔3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11 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

得赔偿的权利。”

〔33〕  参见梁慧星 :《论产品制造者、销售者的严格责任》，《法学研究》1990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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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只有在“产品自损”与其他损害并存时，才适用产品责任。〔34〕

在以上三种解释方式中，第二种解释显然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国学理主流。如果采取这种方

式，又没有像美国和欧洲共同体那样区分商用物与消费物，中国的《侵权责任法》几乎就是民法的

全部，因为如果该法的第41条的损害包括所有损害，而且其第15条几乎都包括了民法的所有救济措

施，那么其他法律的存在就是多余的。《侵权责任法》颁行后，法院已经有这样的案例，福建龙岩

中院在丘汉进VS龙岩众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一案的判决中就写道：“从《侵权责任法》第41条‘因

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看，未再区分缺陷产品以外的其

他财产的损害和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被上诉人丘汉进就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主张产品质量损害赔

偿，原审判决据此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35〕这一判

例很说明问题,具有代表性。因此,我认为,既然《侵权责任法》第15条在救济措施方面已经远离了其

规范属性,即《侵权责任法》并没有考虑其规范属性和基本使命就规定了所有民法的救济措施，而不

是自己应有的救济措施,就不能再对第41条作出任意的无限制的扩大解释。

现在就剩下第一种与第三种解释方式了。其实，我更倾向于第一种解释方式，即“产品自损”

属于违约问题，而除了产品自身损害以外的损害属于产品责任法的救济范围。就如杨立新教授与张

新宝教授提出的，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损害，分别诉讼。但在管辖方面，可以统一又同一个法院受

理一并解决。也许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四、结 论

无论是法律的解释者还是司法者，都应该在法律的体系中解释并适用法律。《侵权责任法》中

的产品责任，无非是民法体系中的一个小的部分。从法律的解释看，任何一个规范的具体解释不能

仅仅看该规范的文义，而是要放在体系中解释。往往体系的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比某个条文本身

的解释更加可靠，这种方式甚至可以纠正某些规定错了的条文。如果把《侵权责任法》的第41条中

的“损害”放在民法体系中解释的话，应该得出它不包括“产品自损”，这种结论更加符合产品责

任的定位及各个不同法律之间的协调，特别是合同法与侵权法的协调。

其实“产品自损”及人身与其他财产损害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在合同法上获得救济，再加

之，按照通说，我国《合同法》上归责任原则为严格责任，合同法上的违约救济比侵权救济更加简

便，更方便原告。〔36〕仅仅就“其他财产和人身损害”的救济，可以采用“竞合”理论，即原告可

以主张违约也可以主张侵权法上的救济，之所以给原告以选择权，主要是针对造成人身损害时伴随

“精神损害”的发生的情况下，原告如果寻求违约救济，就不能获得补偿。这样一来，其实，《侵

权责任法》第41条的真正作用，也就是在缺陷产品造成原告人身伤害并伴随有精神损害的情况下，

或者销售者无责任清偿能力而追究生产者时，才具有实际意义。

（责任编辑  朱  芸）

〔34〕  参见王利明：《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期。

〔35〕  龙岩市众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丘汉进，（2012）岩民终字第 632 号，转引自董春华：《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

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9 页。

〔36〕  必须清楚，这里规定的是“加害给付”而不是所谓的“竞合问题”。即使选择了侵权法救济，也不能排斥原告主张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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