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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合同变更规则研究
——《合同变更案件法律适用指引》的内容及
依据

杨立新 *
摘

要：我国《合同法》对合同变更规则只规定了第 77、78 条，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也

只规定了第 332、333 条，基本内容未变。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合同变更多发，情况多变，发
生的合同变更纠纷复杂、多样，仅靠现有的法律规定不敷实用，且司法解释不足。借鉴各国民法典
有关债的更新的规定，全面构建我国广义合同变更规则体系，创制《合同变更案件法律适用指引》，
提出合同变更规则体系包括合同变更定义、合同变更的构成、合同变更的效力以及合同变更的无效
及后果四个部分。这是充分发挥学理解释的作用，对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合同变更的法律适用
提出的示范法。本文在《合同法》第 77、78 条规定基础上，比较各国债的更新规定的优势，在指引
中提出了广义合同变更规则体系，作为民法领域中的软法，供司法实践借鉴，也为将来的修法提供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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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合同法》只在第 77、78 条规定了合同
变更及其规则，没有规定其他可供适用的规范。民
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对合同变更也没
有新的、更多的规定，不能期待 2020 年通过的中
国民法典在合同变更的规则上有新的突破，我国
有关合同变更（包括债的变更）缺少具体规则的现
状将持续下去。在实践中，对于合同变更包括合同
更改、合同更新、合同更替的纠纷案件都需要具体
规则指导，在理论上研究广义合同变更的具体规

则及体系，是摆在民法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笔者
在研究了《广义合同变更论》课题后，借鉴各国民
法典对债的变更、债的更新、债的更替规定的规则，
构建我国广义合同变更的规则体系，编写《合同变
更案件法律适用指引》
，借以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
实践的急需，推动立法进步，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本文使用广义合同变更概念，包括合同更改、
合同更新和合同更替三个下属概念，如无特别提
示，与债的变更以及债的更改、债的更新和债的更

* 本文系 2018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
（项目编号：18JJD820001）阶段性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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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采相同概念解释。①

一、我国欠缺合同变更规则的立法、司法
和理论研究现状
1949 年以来，我国长期没有建立合同法律制
度，自改革开放才开始构建起来，对合同变更却没
有建立起完善的规范，司法实践欠缺可供适用的
规则，债法理论对此也缺少深入研究。
（一）我国合同法对广义合同变更没有规定更
多的具体规则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相继制定《经济合同法》
《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1999 年实现三
法合一，制定了统一《合同法》
，对合同变更只规定
了简要的规则。
最早规定合同变更规则的是《经济合同法》。
该法第 26~28 条规定了经济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 26 条规定：
“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允许变更
或解除经济合同：一、当事人双方经协商同意，并
且不因此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第
27 条规定：
“ 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的通知或协议，
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包括文书、电报等）。除由于不
可抗力致使经济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或者由
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的情
况以外，协议未达成之前，原经济合同仍然有效。”
第 28 条规定：
“经济合同订立后，不得因承办人或
法定代表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解除。”上述规定是把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放在一起规定的，规则比较简
陋。
《涉外经济合同法》第 28 条规定：
“ 经当事人
协商同意后，合同可以变更。”《技术合同法》第
23 条规定：
“ 经当事人协商一致，技术合同可以变
更或者解除。经过有关机关批准的合同，其变更或
者解除应当征得原批准机关的同意。”这两条法律
规定简单，却奠定了《合同法》规定合同变更规则
的基础。
1999 年制定统一《合同法》，对合同变更只规
定了两个条文，第 77 条规定：
“ 当事人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
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
78 条规定：
“ 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
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
规定合同变更仍然只规定两个条文，内容更为简
单。第 332 条规定：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
同。”第 333 条规定：
“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
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除了删除《合同法》
第 77 条第 2 款外，其他内容未变。预测民法典在
2020 年通过时，对合同变更仍将是这样规定，不会
再有改变。
《合同法》和民法典合同编草案这两个条文
的规定，肯定是典型的合同变更规则，
《合同法》
第 77 条第 2 款是一个赘文，民法典合同编草案第
332 条将其删除是正确的。存在的问题是：第一，
这里规定的合同变更，究竟是合同关系的非要素
变更还是也包括要素变更呢？第二，如果这里不
包括要素变更，合同的要素变更应当适用什么法
律呢？第三，如果这里包括要素变更，是否包括合
同更新和合同更替两种情形呢？第四，对非常复
杂的合同变更规则只规定协商一致和不得推定两
个规则，能适应实际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的需求
吗？
（二）对合同变更规则的需求与司法实践重视
程度的矛盾
广义合同变更，不论是非要素变更的合同更
改，还是要素变更的合同更新、合同更替，都是合
同法实践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实际需求相反，我国
的司法实践也缺少必要的规范和指导，可供实务
操作的司法解释和政策指引都很薄弱。
1. 司法实践的实际需求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合同变更纠纷案件都存
在规则适用不足的问题。例如，双方当事人在原合
同中约定有临床试验条款，确定临床试验的药品
由一方无偿提供。临床试验后，提供药品方出具一
纸通知，说明试验药品的数量和价款，对方没有回
复，提供药品一方以合同变更为有偿提供试验药
品为由，主张对方承担一千多万元的药品费用损

① 对此，笔者写作了《广义合同变更论》一文，待发表。
其基本观点是将《合同法》第 77~78 条规定的合同变更，采取广义解释，
包括合同关系的非要素变更和要素变更，合同变更概念包括合同更改、
合同更新和合同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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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仲裁庭却予以支持。这明显违反合同变更不得
推定规则的要求，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上都是
错误的。
《合同法》第 78 条仅规定合同变更约定不
明推定为未变更，显然还不够，还应当规定合同变
更禁止推定的一般规则。
对合同关系要素变更的合同更新和合同更替
纠纷案件，更缺少具体规则指导，使法官无法辨识
合同更替的性质，无视合同更替当事人关于新债
取代旧债的约定，违反新债替代旧债、旧债消灭的
合同变更效力的基本规则，作出新债与旧债同时
生效，并予以解除的民事判决。②这样的裁判方法，
更说明了广义合同变更规则不足对司法实践的严
重影响。
2.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重视的合同更新问
题
1990 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融资领域大
量出现以新还旧的借贷纠纷案件，在适用法律争
议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以新还旧是否发生法律效力，
二是以新还旧中原债设定的保证是否有效，三是在
新债中对保证人采取欺诈方法骗保应如何认定其效
力。对第一个问题，基本上都认为以新抵旧属于合
同更新，应当承认其新债替代旧债的效力。③ 对第
二个问题则争论较大，意见分歧，有的主张原债的
保证继续有效，有的主张原债清偿之日即为从债
务消灭之时，新债须另外设置保证，继而统一到后
一种意见，2000 年 12 月 13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9 条
作出规定：
“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
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
适用前款的规定。”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合同更新
法律适用作出的第一个司法解释，对有关广义合
同变更的其他问题没有再作司法解释。

（三）民法理论对广义合同变更规则的研究状
况
民法理论研究对广义合同变更也不够重视，
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以及建筑合同等
具体合同变更的问题上。对于合同变更的研究集
中在合同变更对担保效力的影响、④合同变更的缔
约过失责任⑤等，研究合同变更一般规则的文章很
少。有关合同法研究专著和教材一般都有合同变更
的简要论述，有的还对合同更新进行了较多的介
绍，⑥缺少更深入的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崔建远教
授的《行为、沉默之于合同变更》，着重于讨论对
《合同法》第 78 条规定的深度研究，变更的内容约
定不明推定为未变更，而合同当事人存在某种或
某些具体行为甚至是沉默，一方据此主张合同已
经变更，应否得到支持呢？这是在《合同法》规定
的合同变更规则的框架下进行的深入讨论。⑦另一
篇是蒋学跃的《债的更新若干问题探讨》，突破了
对《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变更规则的内容，对要素
变更的合同更新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⑧
就总的研究现状看，我国学术界对合同变更
规则的研究显然逊于对合同法其他问题的研究深
度，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四）我国合同法不重视广义合同变更规则的
原因
就上述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观
察和分析，我国民法对广义合同变更规则不够重
视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合同法立法和债法理论研究深受德国
法的影响。对于广义合同变更的态度，德国法与其
他国家特别是法国法系民法相比较，是最消极的。
法国法系民法普遍规定债的更新，包括债的客体
变更、债务人变更和债权人变更，并规定完整的规

② 参见《广义合同变更论——对合同变更与合同更改、
合同更新、
合同更替概念的重新界定与整合》
，待发表。
③ 杨立新：
《债与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6 页。
④ 王韶华：
《主合同变更对担保责任的影响》
，载《法学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⑤ 赵金龙：
《合同变更的缔约过失责任问题》
，载《河北法学》2000 年第 3 期。
⑥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 2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3~168 页；
杨立新：
《债与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第 153~157 页。
⑦ 崔建远：
《行为、
沉默之于合同变更》
，载《中外法学》2014 年第 3 期。
⑧ 蒋学跃：
《债的更新若干问题探讨》
，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
，
201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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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⑨而《德国民法典》只在第 305 条规定“以法律
行为成立债之关系，及变更债之关系内容者，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应以当事人间之契约为之”的内
⑩
容，
后来根据 2001 年 11 月 26 日《债法现代化法》
的规定，⑪ 将上述内容改为第 311 条第 1 款。德国
法对债务转移和债权让与均另作规定，对合同变
更则不区分债的非要素变更和要素变更，均按照
私法自治原则，如果当事人愿意以新的合同代替
原有合同，法律并无禁止的必要。⑫ 我国合同法立
法和债法理论研究对合同变更的忽视，与德国法
的这种态度有密切关系。
第二，中国现代民法立法传统影响了合同变
更规则的发展。20 世纪初，清朝政府实行新政，变
律为法，告别中华法系而实现欧化民事立法，开启
了我国民法现代化的进程。
《大清民律草案》借鉴
日本民法间接仿自《法国民法典》的立法例，在第
476~479 条规定“更改”部分，⑬规定了债的变更和
债权债务转移。但是从《民国民律草案》开始，改
变法国法系的立法倾向，走向德国立法模式，专设
“债之让与及承担”一节，不再规定债的变更，只在
第 366 条规定了“因清偿债务而对于债权人负担新
债者，若新债务失其效力时，其旧债务不消灭”的
内容。
《民国民法》沿袭《民国民律草案》的体例，
也不规定债的变更，只设第 320 条的相同规定。⑭
学者谓：
“ 我民法亦未设关于更改之规定，其理由
与德民同。”⑮改革开放以后，在制定各部合同法时
都沿袭此例，只是一般性地规定合同变更，另设债
务转移与债权让与，均是受此传统影响。
第三，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反映的合同变更
问题不够突出。我国自制定《民法通则》开始，民
法立法进入高潮，30 多年来，民法立法、司法和理

论研究的发展多围绕热点、焦点问题进行，例如合
同法着重研究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无效、合同消灭、
合同责任等。由于在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对合同
变更没有集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出现，因而立法、
司法和理论研究对此都不重视，只是在对以新抵
旧的保证效力出现争论后，才引起司法和理论研
究的兴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合同变更的
其他问题还是没有引起重视，将合同变更的问题
交由意思自治原则调整就没有问题了。
事实并非如此。在合同变更问题上实际存在
很多问题，需要有完善的规则进行指导。一方面，
合同变更的规则十分复杂，并非仅规定协商一致、
不得推定和旧债保证效力的规则就能够解决的。另
一方面，就我国法官整体的法律适用水平观察，多
数还处在依照法条和司法解释办案的状态，没有
详实的合同变更规则指导，在合同变更的司法实
践中难免出现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可见，完善合
同变更规则体系是十分迫切的任务，虽然在立法
上存在较大困难，但是在理论上提出完善的规则
体系研究成果，不仅能推动司法解释的发展，而且
还能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不足的情况下，对法官提
供法律适用规则指引。

二、对各国民法典规定债的变更规则的比
较研究
在笔者掌握的 30 部民法典（包括部分民法典
草案）中，绝大多数都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债的变更
规则，不规定的是极少数。在规定债的变更规则的
民法典中，规定特别详细的如法国、葡萄牙、西班
牙、意大利、日本、韩国、我国澳门地区、巴西、智利、

⑨ 《法国民法典》第 1271 条规定：
“债的更新依下列三种方式：
1. 债务人向其债权人缔结新债务，
用以取代旧债务，
旧债务消灭；
2.
由新的债务人替代原债务人，债权人解除原债务人的债务；3. 因新的义务承诺的效力，新债权人取代原债权人，债务人因此解除对原
债权人的债务。
”
⑩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
台大法学基金会编译：
《德国民法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2 页。
⑪ 陈卫佐译注：
《德国民法典》
，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9 页。
⑫ 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12 页。
⑬ 杨立新主编：
《中国百年民法典汇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3 页。
⑭ 同注⑬，
第 259~260、
423 页。
台湾学者认为，
这里规定的是新债清偿即间接清偿，
主要是以新抵旧的清偿方式。
参见孙森焱：
《民
法债编总论》
（下册），台北三民书局 2004 年版，第 1053 页。
⑮ 史尚宽：
《债法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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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秘鲁、路易斯安那州、魁北克、埃塞俄比亚、
阿尔及利亚等民法典，其中《智利共和国民法典》
规定债的更新的条文达到 24 条。综合起来，民法
典规定债的变更规则及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关于债的变更的概念与定义
1. 称谓
对我国规定的合同变更，其他民法典都规定
在债法中，多数民法典称为“债的更新”
（法国等），
也有的称为“更改”（西班牙）、
“变更”（意大利）。
《阿尔及利亚民法典》使用了“更替”的概念，是指
债的主体的更替，不属于我国的合同变更范畴。
在上述这些概念中，不论是债的变更、债的更
新还是债的更改，都是指消灭债的事由，因而都属
于债的要素变更，是新债代替旧债的更改。本文统
一使用“债的更新”概念。
在法国法系民法典中，债的更新包括合同要
素的变更和债权人、债务人的更替。后者不属于我
国的合同变更范畴，而是合同的债权债务转移。
2. 定义
对债的更新的定义，最典型的是《葡萄牙民法
典》第 857 条规定：
“ 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一项新
债务以取代原债务者为客体更新。”⑯《智利共和
国民法典》第 1628 条规定：
“更新为新债替代旧债，
⑰
旧债因此消灭。” 《最新阿根廷民法典》第 801 条
的规定最为简洁：
“ 一债转化为他债，为更新。”⑱
这些定义突出了一个核心，就是新债替代旧债，旧
债因此而消灭。将债的更新规定在民法典“债的消
灭”的章节中，就是着眼于旧债消灭，因而更新是
旧债消灭的事由。我国《民国民法》第 320 条虽然
没有专门规定债的更新是债的消灭事由，但是从
“因清偿债务而对于债权人负担新债务者，除当事

人另有意思表示外，若新债务不履行时，其旧债务
仍不消灭”的规定中，仍然可以确定包含着上述诸
规定相同的内容。
（二）关于债的更新的构成要件
1. 债的更新须为债的客体发生变化
《意大利民法典》第 1230 条第一句规定：
“当
双方以不同于原债的标的或类型缔结契约时，原
债务消灭。”⑲ 明确债的更新是债的标的和类型不
同于原债，不仅说明债的更新是改变债的客体，且
债的客体必须发生变化。该法第 1231 条接着规定：
“证件的发放或重做、时间的附加和取消及任何其
他债的附件的修改都不得产生债的变更。”⑳ 这些
内容的改变虽然也是债的客体变化，但属于非要
素变更，而不是要素变更，因而不属于债的更新。
对债的客体变更的除外要求，是《俄罗斯联邦
民法典》第 414 条第 2 项规定：
“ 债的更改在与损
害生命、健康的损害赔偿或者支付赡养费有关时，
不得为之。”21
2. 债的更新的主体须为原债的当事人
对债的更新的主体身份的要求，则须有原债
当事人的身份，且须符合行为能力的要求。
《法国
民法典》第 1272 条规定：
“债的更新只能在有能力
缔结契约的人之间进行。”22《智利共和国民法典》
第 1631 条第 1 项特别规定，债的更新须没有新债
权人或者新债务人介入。23
对于主体身份的特别要求是：
“代理人或受任
人如无更新的特别权限，或者对委托的交易或债
务所属的交易不享有自由的管理权限，不得为债
的更新。24 债权人的代理人若无特别权限，不得对
债进行更新。25
3. 债的更新的方式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

唐晓晴等译注：
《葡萄牙民法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8 页。
徐涤宇译注：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6 页
徐涤宇译注：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9 页。
费安玲、
丁枚译注：
《意大利民法典》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7 页。
同注⑲，第 338 页。
黄道秀、
李永军、
鄢一美译注：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9 页。
罗结珍译注：
《法国民法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26 页。
同注⑰，第 256 页。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 1629 条规定：
“代理人或受任人如无更新的特别权限，或者对委托的交易或债务所属的交易不享有自
由的管理权限，不得为债的更新。
”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 806 条规定：
“债权人的代理人若无特别权限，不得对债进行更新。
”
⑯
⑰
⑱
⑲
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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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债的更新，普遍要求双方当事人意思表
示一致方可，且须明示为之。
《葡萄牙民法典》第
859 条规定，承担新债务以取代旧债务，应明示表
示之。26《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第 1881 条的规定
最为详细：一是债的更新通过当事人的协议发生，
一项新履行替代原有的负担，或者一个新债务替
代原有债务，如原履行的主要部分依然存在，则不
发生债的更替。二是如当事人明确宣告其变更债务
的意愿，则发生债的更新。三是无消灭债务的意愿
的单纯的债务变更，不能起到债的更新的效果。如
新的书面表达、磋商文件的发布和更新、对现有债
务的履行提供的新担保。27《新巴西民法典》第 361
条规定，如没有明示的、默示的但不含糊的更新意
图，后债不过确认前债。28《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
1634 条第 2 款规定：如未表现出更新意图，应视有
两个共存的债，旧债在一切新债与它抵触的范围
内有效，同时旧债的优先权和担保仍在该范围内
存在。
有两个对债的更新的法律行为方式的特别规
定：一是《纽约州民法典草案》第 658 条规定：
“盖
印合同非以盖印协议或未盖印的已履行协议不得
变更，但就履行时间进行变更的，不在此限。”29 二
是 1995 年《越南民法典》第 417 条规定：对经公证、
鉴证、登记或审批的书面合同，合同变更后亦须遵
守原合同之形式；30 2015 年新民法典第 421 条改为
“修订合同应遵循原始合同的形式。”31
4. 债的更新禁止推定规则
各国民法典普遍规定，债的更新不得推定；进
行债的更新的意思，应当在证书中清楚表明。32《瑞
士债法典》第 116 条、
《阿根廷民法典》第 812 条等，

都对此作出了相同或者相似的规定。
（三）关于债的更新的效力规则
1. 原合同债务消灭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1826 条规定债的更
新效力规则最为明确，即“在各方当事人同意以一
项因为其标的或性质而不同于原债的新债取代原
债时，原债得消灭。”33 这是债的更新的基本效力，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414 条第 1 款、
《韩国民法
典》第 500 条、
《蒙古民法典》第 197 条等都有规定。
2. 原债的从债务消灭
《西班牙民法典》第 1207 条规定：主债务因约
定新债务而消灭的，从债务也消灭。但针对第三人
的，且未征得第三人同意更改的从债务不消灭。34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 1640 条特别规定：旧债的
利息因此归于消灭。35《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
第 803 条规定：更新使旧债连同其从物和从债消
灭。36
3. 债的更新对保证合同的效力
各国民法典普遍规定，债的更新后，原债的保
证债务作为从债务，一并消灭，债权人不得保留，
并且与其他担保形式的效力规定分开，单独作出
规定。这是因为，优先权、质押、抵押都有可能是主
债务人用自己的财产提供的物权担保，而保证必
须是第三人担保，且为人保。有一个特别规定，即
债权人与保证人的更新，消灭主债务人的债务，37
很值得研究。
4. 债的更新对优先权、质权和抵押权的效力
原债的其他担保也属于从债务，不过，各国民
法典多数都对优先权、质权和抵押权及其保留作
出特别规定。
《法国民法典》第 1278 条规定，原债

同注⑯，
148 页。
徐婧译注：
《最新路易斯安那民法典》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6 页。
齐云译注：
《巴西新民法典》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 页。
［美］戴维·达德利·菲尔德：
《纽约州民法典草案》
，田甜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5 页。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
，吴尚芝译，卢蔚秋校，中国法制出版社、
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2 年版，第 107 页。
《越南民法典》
，吴光红、
黄氏惠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127 页。
《法国民法典》第 1273 条作出上述明确规定。
薛军译注：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8 页。
潘灯、
马琴译注：
《西班牙民法典》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17 页。
同注⑰，第 257 页。
原债的从物，是指对原债债权提供担保的担保财产。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 811 条规定：
“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的更新，使主债务人的债务消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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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享有的优先权与抵押权并不转移至替代该债权
的债权，但债权人已作明文保留者除外。38《葡萄牙
民法典》第 861 条规定：
“1. 原债务因更新而消灭；
如无明确保留，则确保原债务之履行之担保亦告
消灭，即使属依法产生之担保亦然。2. 涉及由第三
人所提供之担保时，亦需要由该人作出之明确保
留。”39《秘鲁共和国新民法典》第 1283 条规定：
“在
更新中，不得将被消灭之债的担保移转至新债之
上，但有相反约定者除外。”40
5. 连带之债的债的更新效力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1651 条规定：
“如债权人
以连带的或补充的共同债务人亦同意新债为条件
同意新债，而连带的或补充的共同债务人并未同
意，则视为未发生更新。”41《法国民法典》第 1280
条规定：在债权人与诸连带债务人中一人之间发生
债的更新时，属于原债权人的优先权与抵押权只
能对缔结新债的人的财产保留之。42 这些规定，都
对债的更新对连带债务人或者补充债务人的效力
作出了规定。
6. 原债的防御方法不得对抗新债
在债的更新中，原债的抗辩权等防御方法不
转移到新债，不得对抗新债。例如《葡萄牙民法典》
第 862 条规定：可用于对抗原有之债之防御方法，
不得对抗新债权，但另有订定者除外。43 我国《澳门
民法典》第 853 条规定的内容与《葡萄牙民法典》
该条的内容相同。44
（四）债的更新无效的主要效果是旧债复活
《葡萄牙民法典》第 860 条规定的是更新之不
产生效力，一是如承担新债务时原债务已消灭，又
或原债务其后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更新不产生

法律效力。二是如新债务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原
债务继续存在；然而，如导致该债务无效或可予撤
销之情况系可归责于债权人，则由第三人提供之
担保不重新出现，但第三人在知悉更新之日明知
新债务之瑕疵存在者除外。45《智利共和国民法典》
第 1651 条规定，连带债务人或者补充债务人不同
意的，视为未生效。46《阿尔及利亚民法典》第 288
条从反面规定，一是债的更新仅在原债和新债均
不存在任何无效原因时方可成立。二是原债产生于
可撤销合同，债的更新，仅在同时为了确认该合同
和取代原债而承认了新债时，方可有效。47
债的更新消灭主债的法律效果，就是旧债的
有条件复活。
《韩国民法典》第 504 条规定，因更
新产生的新债务，因不法原因或当事人不知晓的
理由而不成立或被撤销的，旧债务不消灭。48《葡萄
牙民法典》第 860 条最后一款规定：新债务被撤销
或者无效，原债务继续存在。49 但是原债因无效或
者被撤销等，即使债的更新不成立，原债也不因此
而发生效力。
各国民法典关于债的更新的上述规定，都可
以作为拟定我国广义合同变更规则体系的借鉴，
是可以参考的立法例。

三、构建我国《合同变更案件法律适用指
引》的基本思路
通过上述对各国民法典债的更新规则的比
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合同变更及其规则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体系，涉及新合同与原合同的方方面面，
必须构建科学、完整的规则体系，目前我国《合同

同注 ，第 327 页。
同注⑯，
148 页。
同注⑰，第 249 页。
同注⑰，第 258 页。
同注 ，第 327 页。
同注⑯，
148 页。
《澳门民法典》第 853 条规定：
“可用于对抗原有之债之防御方法，不得对抗新债权，但另有订定者除外。
”
同注⑯，
148 页。
同注⑰，第 258 页。
尹田译注：
《阿尔及利亚民法典》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0 页。
崔吉子译注：
《韩国最新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8 页。
同注⑯，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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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77、78 条只规定协商一致和不得推定规则
是远远不够的。借鉴各国民法典有关债的更新规则
的规定，我国应当在立足于《合同法》现有规定的
基础上，扩展视野，构建完整的、完善的、科学的合
同变更规则体系，编写《合同变更案件法律适用指
引》，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求，并给今后的法律修
改提供基础。
笔者拟定《合同变更案件法律适用指引》，从
以下四个方面构建。
（一）广义合同变更的定义
1. 称谓和体系
界定广义合同变更概念，应当以《合同法》第
77 条和民法典合同编草案第 332 条规定为基础，
借鉴《葡萄牙民法典》第 857 条的规定。我国《合
同法》第 77 条规定的是合同变更的协商一致原则，
而不是对合同变更概念的定义，拟订合同变更规
则体系应当首先规定合同变更的概念及其体系。
对广义合同变更概念的定义须突出其核心内
容，就是新债替代旧债，旧债因此而消灭。其他国
家民法典将债的更新规定在“债的消灭”章节中，
规定更新是旧债消灭的事由是有道理的。比较各国
对债的更新的定义，基本上都是指对债的标的和
性质进行的要素变更，是新债代替旧债的更改，不
包括债的非要素更改。不过，我国《合同法》与民
法典合同编草案虽然没有把合同变更规定在“合
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章，却与合同的债权债务转
移规定在一起，称之为“合同的变更和转让”。这一
做法实际上相当于法国法系民法典规定“债的更
新”的三种不同方式，即债的内容更新、债权人更
新和债务人更新，都是消灭原债的原因。将我国合
同变更和合同权利义务转移都认为是旧债消灭与
新债产生，并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只要定义得当，
把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变更解释为广义概
念，包括合同更改、合同更新、合同更替，都产生新
合同替代原合同的效力，是顺理成章的，并且能够
解决实际需要。50
2. 概念定义
根据以上考虑，
“指引”对上述概念作出以下

界定：
广义合同变更，是指合同关系的主体保持不
变，合同关系的内容发生要素改变或者非要素改
变，导致新合同产生、原合同消灭效果的合同内容
更改。合同变更包括合同更改、合同更新和合同更
替。
合同更改，是指合同关系的主体保持不变，合
同关系的内容发生非要素改变，仍然保持合同关
系同一性的合同内容更改。这一定义突出的是一个
“改”字。
合同更新，是指合同关系的主体保持不变，合
同关系的内容发生要素改变，新合同与原合同的
性质未发生改变的合同内容更改。其突出的是一个
“新”字。
合同更替，是指合同关系的主体保持不变，合
同关系的内容发生要素改变，并使新合同的性质
不同于原合同的合同内容更改。其突出的是一个
“替”字。
研究合同变更概念还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
是将协议变更、法定变更和裁判变更区别开。虽然
这些都是合同变更，但是法定变更（例如依照情势
变更原则进行的变更）和裁判变更（如相对无效合
同依照撤销权、变更权请求法院和仲裁机构进行的
变更）都与本文的广义合同变更概念即协议变更
不同。51《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变更协商一致原则不
适用于后两种合同变更，须另行遵守其他法律规
定进行，例如合同编草案第 323 条规定的情势变
更原则等。
（二）广义合同变更的构成要件
合同变更的构成要件，是其规则体系中最重
要的部分。我国《合同法》和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只
规定协商一致和禁止推定规则远远不够，应当在
此基础上，借鉴其他立法例，构建完整的合同变更
构成要件的规则。
1. 合同变更的主体须为原合同的当事人
合同变更的主体须为原合同的当事人，是我
国民法学界的一致看法，没有分歧。学者都刻意区
别合同变更的主体不变，而主体变更就构成合同

同注②。
参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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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权债务转移。52 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应当继
续坚持，合同变更不能有他人参加，不得有新债务
人或者新债权人加入合同变更。
在合同变更中是否准许代理人或者受托人参
加，应当借鉴《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 1629 条和
《阿根廷民法典》第 806 条规定，经过原合同的债
权人或者债务人关于合同变更的特别授权的代理
人或受托人，可以代表原合同的债权人或者债务
人进行合同变更，如无合同变更的特别权限，或者
对委托的交易或债务所属的交易不享有自由的管
理权限，不得为合同变更，实施的合同变更代理行
为无效。
实施合同变更行为的当事人，除了须具有原
合同和新合同的当事人身份之外，还须符合有关
民事行为能力的要求。这正是《法国民法典》第
1272 条关于“更新只能在有能力缔结契约的人之
间进行”规定的含义。对此，应当依照我国《民法
总则》的规定，确定当事人是否有缔结变更合同所
需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的合同变更当事人应当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并
且已经缔结的合同，可以对原合同进行变更。在缔
结合同时具有相应缔约行为能力的人，如在变更
合同时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则不能进行
合同变更，须由有特别授权的代理人或者受托人
进行。
2. 合同变更须为合同关系内容的更改
合同变更究竟变更的是什么，有的认为是合
同客体的变更，也有认为是合同权利义务内容的
变更。合同之债的客体是实现合同目的的特定行
为，权利义务内容是围绕着实现合同目的的行为
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的权利义务分配。在合同
关系中，只要不是合同主体变更，合同的客体和内
容发生变更的，都构成合同变更，故将变更的对象
界定为合同关系的变更是准确的。强调合同变更须
为合同关系内容更改的要件，就是突出合同变更

与合同债权债务转移的界限。
界定合同变更为合同关系内容的变更，
《俄罗
斯联邦民法典》第 414 条第 2 项规定的损害生命、
健康的损害赔偿之债和支付赡养费的协议，是有
关人身关系的救济措施或者确保人身利益义务的
履行，对其作出限制变更的规定是有道理的，不过，
如果对此绝对不得变更，会限制权利人的权利主
张，例如接受赡养费的一方提出的变更请求是增
加赡养费，并且是有理由的，不准变更显然对权利
人的保护不利。可以采取的规则是：合同变更在与
损害生命、健康的损害赔偿或者支付抚养费、扶养
费、赡养费有关时，不得为之，但是对保护该合同
关系中权利人即弱势一方权益有利的除外。
3. 合同变更的内容既包括要素变更也包括非
要素变更
构成合同变更，首先是合同关系内容须发生
更改。合同的内容没有更改，不构成合同变更。
《意
大利民法典》第 1230 条关于“当双方以不同于原
债的标的和类型缔结契约时，原债务消灭”的规
定，53 鲜明地说明了债的更新须有债的内容的更改。
一般认为，合同变更的内容应当是重大变更，而不
是一般性的改变。一般性的变更不属于重要内容的
变更，因此不发生债的变更效果。
这种立法思想的变化，是现代债法对罗马法
传统债的变更观念的修正。因为早期罗马法并不
强调债的更新须区分主要内容的变更和非主要内
容的变更，而是当事人间债之体样（清偿期、清偿
地）、内容及条件之变更亦依更改为之。54 现代债法
区分债的变更和债的更新，其界限在于债的关系
的非要素变更或者要素变更，债的非要素变更就
是合同变更，债的要素变更就是合同更新。55 这些
内容虽然也是债的客体的变化，但属于非要素的
变更，而不是要素的变更，因而不属于债的更新。
鉴于我国《合同法》和将来的民法典合同编
规定的合同变更规则简陋，不适应现实生活和司

崔建远：
《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64 页；
杨立新：
《债与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3 页。
《意大利民法典》第 1230 条规定：
“当双方以不同于原债的标的或类型缔结契约时，原债务消灭。
消灭原债务的意思表示应当
是明确的。
”
史尚宽：
《债法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22 页。
同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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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践的需要，需要进行补充和完善，在现有规范
的基础上，不再严格区分合同关系的要素变更和
非要素变更，都认为是广义合同变更，在这个广义
合同变更的概念之下，再细分要素变更和非要素
变更，使现行规定能够解释为包含合同变更的合
同更改、合同更新和合同更替，扩展《合同法》第
77 条的容量。这个观念的改变其实很简单，就是将
原来对狭义合同变更（即合同更改）不是新合同产
生、旧合同消灭的观念改变过来，合同更改也发生
新合同替代原合同的后果就行了。这其实并不难，
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解释而已，况且原来很多人也
是这样主张的。56
4. 合同变更须以民事法律行为为之
合同变更须以民事法律行为的方式进行，这
包含在《合同法》第 77 条和民法典合同编草案第
332 条规定的“协商一致”之中，对合同变更要求
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且须明示为之。
首先，合同变更应当通过当事人签订新合同
的方式进行。法律行为的方式就是进行协议，该协
议就是将要发生变更效力的新合同，例如变更合
同的补充协议、备忘录、协议书等。
其次，新合同必须存在宣告双方当事人变更
合同的意愿，且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达成合意。
如果没有消灭原合同的意愿，不发生合同变更的
效力。
再次，广义合同变更包括合同关系的非要素
变更即合同更改，因而合同变更的意思表示，无论
是要素变更还是非要素变更，都构成合同变更的
意愿，通常认为原履行的主要部分依然存在的，不
发生债的更替，或者无消灭债务的意愿的单纯的

债务变更不能起到债的更新的效果，57 以及原债中
的约定和变更如针对履行的时间、地点或方式，而
未针对主标的或其原因，仅视为对债的变更而非
消灭的意见，58 均因采广义合同变更的立场而不应
采用，虽为合同更改，也属于合同变更范畴，只是
与合同更新和合同更替有所区别而已。
最后，作为新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须已经生
效，不存在引起新合同无效、可撤销的事由。新合
同生效，须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要求，即符合
《民法总则》第 143 条对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规定。
如果新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事由，一经被
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新合同消灭，不能发生合同
变更的效果。
这些要求，正像《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
1532 条规定的那样：
“ 更新通过合同进行，一般而
言更新需要遵守所有与合同有关的规则。”59
《纽约州民法典草案》第 658 条规定和《越南
民法典》第 421 条关于“修订合同应遵循原始合同
的形式”的规定，都是对合同变更的新合同形式要
件的要求，都是有道理的，可以借鉴。
5. 合同变更的禁止推定规则
各国民法典普遍规定债的更新适用禁止推定
规则。
《法国民法典》第 1273 条规定：
“债的更新不
得推定；进行债的更新的意思，应当在证书中清楚
表明。”60《瑞士债法典》第 116 条第 1 款规定：
“债
61
务之更新，不得进行任何推定。”《魁北克民法典》
第 1661 条规定：
“债的更新不得推定，仅在具有实
施更新的明显意图的情况下发生。”62 债的更新适
用禁止推定规则，是因为债的更新将改变原债的
内容，会发生消灭原债的效力，使原债当事人预期

王利明、
郭明瑞、
方流芳：
《民法新论》
（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0、411 页。
《最新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第 1881 条规定，即“债的更新通过当事人的协议发生，一项新履行替代原有的负担，或者一个
新债务替代原有债务。如原履行的主要部分依然存在，则不发生债的更新。
”
“如当事人明确宣告其变更债务的意愿，则发生债的更
新。
”
“如消灭债务的意愿的单纯的债务变更不能起到债的更新的效果。
如新的书面表达、
磋商文件的发布和更新、
对现有债务的履行
提供的新担保。
”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 812 条后段，即“原债中的约定和变更如针对履行的时间、
地点或方式，而未针对主标的或其
原因，仅视为对债的变更而非消灭。
”
《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 1532 条。California Civil Code§1532(2004)(Extinction of Obligations-Novation-Applicaility of contract
rules).
同注 ，第 326 页。
于海涌、
唐伟玲译注：
《瑞士债法典》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0 页。
孙建江、
郭站红、
朱亚芬译注：
《魁北克民法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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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发生重大改变，如果在当事人没有明示的
意思表示时就推定债的变更，将会对一方当事人
发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债的更新不得推定，就是要
防止这种结果的出现。我国的合同变更规则也应当
采纳这个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 78 条规定，从表面上看好
像是一个推定，但其实是反推定规则，即对约定不
明的合同变更推定为未变更。这样的反推定，是禁
止推定规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维护的正是原合
同之债的稳定性，维护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原有
的平衡状态，防止因约定不明却认定为合同变更
而损害一方当事人的权益。这种规定是可行的，但
不够完整，应当首先规定禁止推定，然后规定在约
定不明时推定为未变更，更为完整。
合同约定的存续期间即将届满，合同项下的
义务已经基本履行完毕，当事人一方却主动履行
尚不存在的义务，相对人接受的，应当视为变更了
合同的期限；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变更交货时间，
对方当时人未为明示，但所为正好符合变更后的
交货时间，而与既存合同关于交货时间不一致，该
履行行为是对变更交货时间意思表示的同意；当事
人一方实施了特定的行为，相对人对此表示沉默，
如合同明文约定，相对人明知而不做反对表示视
为同意的，属于对系争合同的变更，否则不构成合
同变更。63 上述这些对于合同变更的认定不属于推
定，不违反推定原则，因为这不是对合同变更的推
定，而是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对于变更合同达
成了合意，可以认为是“默示的但不含糊的变更意
图”，64 符合合同变更须以法律行为为之的要求。
（三）合同变更的效力规则
1. 原合同消灭、新合同生效的效力

合同变更的最主要效力，是原合同因成立新
合同而消灭，新合同生效，即“债的更新的效果，
为原债及其从债的消灭并被新债取代”。65 正像《埃
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1826 条规定的那样，在各方
当事人同意以一项因为其标的或性质不同于原债
的新债取代原债时，原债消灭。66 这里既规定了合
同变更的要件，也规定了合同变更的原合同消灭、
新合同取而代之的效果。
特 别 的 情 况 是：第 一，
《 西 班 牙 民 法 典 》第
1208 条关于“约定的新债务超越原债务的无效，
除非原债务的无效归于债务人的原因，或对无效
的原债务的修订”的规定 67 。第二，
《秘鲁共和国新
民法典》第 1284 条规定：
“单纯之债转化为附停止
条件之他债的，更新仅发生在条件成就之时，但有
相反约定的除外。68 第三，
《秘鲁共和国新民法典》
第 1285 条规定：
“单纯之债转化为附解除条件之他
债的，更新成立，但有相反约定的除外。”“如果原
债为附解除条件之债，新债为单纯之债，适用相同
之规定。”69 这些规则都特别值得借鉴。
2. 合同变更后从债务消灭的效力
合同变更的另一个重要效力，是原合同的从
债务随着原合同主债务的消灭而一并消灭。具体情
况是：
第一，原合同的主债务因约定新合同而消灭
的，原合同的从债务也消灭。70 例如原合同的主债
务消灭的，其利息之债一并消灭。
第二，合同主债务因约定新债务而消灭，合同
的从债务也消灭时，针对第三人的，且未征得第三
人同意更改的从债务不消灭。71 这主要是对涉他合
同而言，例如为第三人保险合同的受益人、运送合
同的收货人等，合同的主债务和从债务的消灭，第

同注⑦。
《巴西新民法典》第 361 条用语，即“如没有明示的、
默示的但不含糊的更新意图，后债不过确认前债。
”
《阿尔及利亚民法典》第 291 条第 1 款规定：
“债的更新的效果，为原债及其从债的消灭并被新债取代。
”
同注 ，第 338 页。
同注 ，第 317 页。
同注 ，第 250 页。
同注 ，第 250 页。
《法国民法典》第 1281 条规定：
“在债权人与连带债务人中一人之间发生债的更新，解除诸共同债务人的债务。
”
“对主债务人
发生的债的更新，解除诸保证人的担保义务。
”
“但是，如债权人在第一种场合要求其他共同债务人，在第二种场合要求保证人仍然参
与承诺新的安排，而其他共同债务人与保证人拒绝参与，原债权继续存在。
”
《西班牙民法典》第 1207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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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没有同意更改，对第三人的债务也不消灭。
第三，不问以何种方式进行更新，如无相反约
定，原合同的利息之债务因此归于消灭。72 这在以
新抵旧的合同更新中更为重要。
第四，如果新合同仅限于就不履行原合同设
定违约金（即违约罚金）、且原合同和违约金能同
时请求，则在不包括违约金的主债务范围内，优先
权、保证、质押和抵押依然有效。但如在违约的情形
仅可请求违约金，应自债权人仅请求违约金之时
起视为更新，且依该事实，原合同的优先权、质押
和抵押均告消灭，同时，对原合同而非违约金条款
同意负担连带或补充责任的人获得免除。73
3. 合同变更后的保证合同消灭
构成合同变更，在发生原合同主债务消灭的
同时，作为从债务的保证债务一并消灭，即解除保
证人的保证义务。换言之，未经保证人同意与主债
务人所为的变更，保证人的责任消灭。74 所谓除非
原债务的保证人承诺继续承担保证债务，是指保
证人参与变更合同同意继续参与新合同并为之提
供保证。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9 条规定，前段规定的
在以新抵旧的合同更新中，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合同更新，确认其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承担
保证责任，否则不承担保证责任。这里的保证人显
然是新合同的保证人，而不是原合同的保证人，因
而与前述保证债务消灭的情形不同，如果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以新抵旧的合同更新还为其提供保证，
保证合同当然有效。后段规定的“新贷与旧贷系同
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旧贷保证人在
新贷仍为保证人的，不适用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的规定。即使是这样，这里也没有明确规定作为
旧贷从债务的保证债务一并消灭的规则，只是暗
含在其中。因此，确定这个规则，还是应当首先规
定保证债务随着原合同的消灭而消灭，如果继续
为以新抵旧的合同更新提供保证，就是对新的保

证债务的承诺。不过，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值得注意，
即债务期限延展不构成更新，但是保证人的责任
终止，这是《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 1649 条的规
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履行期限
的延展，需经过保证人的同意，不经过同意的，保
证人不承担延展期限的债务保证。债务期限减缩
者，保证人应当在缩减的期限范围内承担保证责
任。
在有关原合同的保证合同效力的立法例中，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 811 条规定，债权
人与保证人实施合同变更行为而消灭主债务人的
债务，原因是保证人为保证主债务人的债务履行
和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才与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
成为保证人。第一，保证合同单独更新，就使原保
证合同消灭，而新的保证合同成立，如无特别声明，
原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债务失去该合同保证的保
障，损害债务人的利益。第二，作为保证合同当事
人的债权人与保证人一旦就保证合同作出变更，
就会使主债务履行的保证发生变化，债权人作出
这样的意思表示，相当于放弃了对主债务的追索
权，构成对主债务的放弃。第三，债权人和主债务
人变更合同，保证合同消灭，债权人与保证人变更
保证合同，导致主债务消灭，也合乎情理。因此，债
权人一旦与保证人变更保证合同，主债务人没有
承诺继续履约的，主债务消灭。这样的规则，我们
的合同变更规则也应当借鉴。
4. 合同变更后优先权、质权和抵押权的消灭
及保留
合同变更后，从债消灭，优先权、质权和抵押
权也都消灭，除非有保留的特别声明或约定。各国
民法典对合同变更的担保和优先权等从债的消灭
都作特别规定，在研究我国的合同变更效力规则
时，也应当专门讨论合同变更中这些担保物权的
效力问题。
合同变更之后，原合同享有的优先权、质押和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 1640 条规定，
“不问以何种方式进行更新，如无相反约定，旧债的利息因此归于消灭。
”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 1647 条规定：
“如新债仅限于就不履行旧债设定罚金，且旧债和罚金能同时请求，则在不包括罚金的
主债范围内，优先权、
保证、
质押和抵押依然有效。
但如在违约的情形仅可请求罚金，应自债权人仅请求罚金之时起视为更新，且依该
事实，旧债的优先权、
质押或抵押均告消灭，同时，对旧债而非罚金条款同意负担连带或补充责任的人获得责任免除。
”这里的罚金是
违约罚金，即违约金。
《巴西新民法典》第 366 条规定：
“未经保证人同意与主债务人所为的更新，解除保证人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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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权并不转移至替代该债权的债权，也随之消
灭。其基本规则是，
“原债务因更新而消灭，如无明
确保留，则确保原债务之履行之担保亦告消灭，即
使属依法产生之担保亦然。”，75 只有“经负担债权
人对优先权与抵押权之财产的所有权人同意，原
债权享有的优先权与抵押权得予保留。”76
关于优先权、质权和抵押权的声明保留规则，
各国民法典差不多都有规定，债权人作出保留声
明，或者新合同订立了保留条款的，上述担保债务
转移至新债。优先权建立在债务人的财产之上，债
权人和债务人约定或者债权人声明保留都没有问
题。质权、抵押权，如果是主债务人提供，主债务人
与债权人合意或者债权人声明保留的，当然也转
为对新债的担保。如果担保债务是第三人提供，是
否保留，由债权人和担保人约定，或者债权人作出
保留声明，才能发生移转到对新债的担保，否则不
会发生。对此，我国处理合同变更对优先权、质权
和抵押权等担保物权的效力规则，也应当斟酌情
形予以采取。
合同变更对原合同的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
等担保物权的效力，其他民法典都没有作出规定，
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存在的，因此应当补
充。由于让与担保和所有权保留发生担保作用的是
提供担保财产的所有权，债权人享有的是抵押财
产的所有权，因此，与优先权、质权和抵押权以他
人享有所有权的财产设置的担保物权有所不同，
合同变更后，债权人享有的所有权应当随着合同
变更而转移到新合同，为新合同债权担保，不必适
用保留声明的规则。只有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担
保形式的后让与担保，在实现前，债权人并未取得
所有权，77 应与优先权、质权和抵押权的效力规则

相同。
5. 对连带债务人、债权人发生的效力
债权人和连带债务的债务人作出的合同更
新，免除其他连带债务人的债务。在上述情形下，
为已消灭债务的履行提供的担保，仅可由债权人
在原债务人的财产范围内主张。如债权人要求其
他共同债务人继续承担连带责任，则除非共同债
务人认可新债务，否则不发生债的更新。78 可以借
鉴的规则还有，一是在债权人和连带债务人中一
人之间发生的合同变更，免除其他共同债务人对
债权人的债务；
以主债务人为当事人实施的合同变
更，免除其保证人的义务。但在第一种情形，债权
人已要求其他共同债务人加入债的更新，在第二种
情形，如果其他共同债务人和保证人拒绝加入新合
同，现存的债权维持。二是连带债权人中一人同意
的合同变更，不得对抗其他共同债权人，但针对该
连带债权人在连带债权中的份额，不在此限。79 这
些规则可以作为构建我国合同变更规则的基础。
对于按份债权人与按份债务人，合同变更后
发生的效力，各国民法典也都没有规定，也应当设
置相应的规则。
6. 原合同的防御方法即抗辩等权利不得转移
合同变更发生后，原合同的可用于对抗原合
同之债的防御方法即抗辩等权利，不转移到新债
务，不得对抗新债权，但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葡萄牙民法典》第 862 条对此规定得比较明
确，可以借鉴。
（四）合同变更无效的规则
1. 合同变更无效的事由
在合同变更中，引发合同变更无效的事由是：
（1）没有原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合同变更，

《葡萄牙民法典》第 861 条。
《法国民法典》第 1279 条。
参见杨立新：
《后让与担保：
一个正在形成的习惯法担保物权》
，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 3 期。
《最新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第 1885 条规定：
“债权人和连带债务的债务人作出的债的更新免除其他连带债务人的债务。
”
“在
上述情形下，为已消灭债务的履行提供的担保，仅可由债权人在原债务人的财产范围内主张。
”
“如债权人要求其他共同债务人继续承
担连带责任，则除非共同债务人认可新债务，否则不发生债的更新。
”
《魁北克民法典》第 1665 条规定：
“在债权人和连带债务人中一人之间发生的债的更新，免除其他共同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
务；
以主债务人为当事人实施的债的更新免除其保证人的义务，但在第一种情形，债权人已要求其他共同债务人加入债的更新，在第
二种情形，如果其他共同债务人或保证人拒绝加入新合同，现存之债权维持。
”第 1666 条规定：
“连带债权人中一人同意的债的更新不
得对抗其他共同债权人，但针对该连带债权人在连带债权中的份额，不在此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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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却没有原合同，因而合同变更无效。
（2）原合同被宣告无效。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合
同变更协议，欲变更原合同，但原合同因存在无效
事由而被宣告无效的，无法进行变更，合同变更亦
无效。
（3）原合同被撤销。双方当事人成立合同变更
协议后，但欲变更的原合同因存在可撤销的事由
而被撤销的，也无法进行变更，合同变更无效。例
外的是，在债务人了解原合同瑕疵的同时，有效地
承担起新债务的，变更有效。80
（4）原合同在新合同成立之日已经消灭，不发
生合同变更的效力。81
（5）单纯之债的合同变更为附条件之债的合
同时，如新合同中的条件最终未成就，不发生合同
变更，原合同继续存在。82
（6）如果附条件的合同变更为单纯之债的合
同，而原合同的条件未成就，不发生合同变更。83
（7）新合同被撤销或者被宣告无效，合同变更
无效。
（8）无权代理人实施的变更合同行为。由于债
权人对其没有特别授权，没有进行合同变更的权
利，不能发生合同变更的效力，合同变更无效。
2. 合同变更无效的后果
在合同变更存在上述事由之一，发生两种不
同的后果。
一是在符合上述第（1）至（4）项事由时，合
同变更不发生效力，原合同由于不存在、无效或者
被撤销，因此原合同也不复存在。
二是在符合上述第（5）至（8）项事由时，发
生原合同重新生效的后果。这是因为，合同变更存
在无效的事由，因而变更合同的新合同不发生法
律效力，就没有变更原合同，原合同当然有效。原
合同的重新生效，是被称为“假死亡”的合同“复

活”，在合同变更中，如果还没有确定存在上述无
效事由，认为原合同处于假死亡的状态，新合同生
效之后，则原合同为真死亡，而确认了合同变更无
效，则原合同脱离假死亡的状态而“复活”
，重新生
效，发生合同的拘束力。
在合同变更的效力规则中，存在新合同没有
变更原合同的意思表示，可能出现新合同与原合
同都有效的新债与旧债并立的情形。
《智利共和国
民法典》第 1634 条第 2 款关于“如未表现出更新
意图，应视有两个共存的债，旧债在一切新债未与
它抵触的范围内有效，同时旧债的优先权和担保
仍在该范围内存在”的规定，84 值得借鉴。

四、合同变更规则的条文化：
《合同变更案
件法律适用指引》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笔者提出我国系统的合
同变更规则，拟制了《合同变更案件法律适用指
引》作为示范法，既为将来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参
考，也为当前司法实践法官、仲裁员在处理这类案
件时提供指引。
第一章  合同变更的定义
第 1 条  
【原则】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第 2 条  
【广义合同变更的定义】
合同变更，是指合同关系的主体保持不变，合
同关系的内容发生要素改变或者非要素改变，导
致新合同产生、原合同消灭效果的合同内容变更。
合同变更包括合同更改、合同更新和合同更
替。
第 3 条  
【合同更改的定义】
合同更改，是指合同关系的主体保持不变，合

《意大利民法典》第 1234 条第 2 款：
“当原债务产生于一个可被撤销的契约时，在债务人了解原契约瑕疵的同时有效地承担起
新债务的情况下，变更有效。
”
《秘鲁共和国最新民法典》第 1286 条第 2 款规定：
“如果原债是可撤销的，只要债务人知晓瑕疵的存在
而承担新债，则更新有效。
”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 802 条后段：
“如旧债无效，或在新债成立之日已消灭，不发生更新。
”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 807 条规定：
“单纯之债转化为附条件之债时，如新债中的条件最终未成就，不发生更新 , 原债
继续存在。
”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 808 条规定：
“如果附条件之债转化为单纯之债，而原债的条件未成就，亦不发生更新。
”
同注⑰，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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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关系的内容发生非要素改变，仍然保持合同关
系同一性的合同内容变更。
第 4 条  
【合同更新的定义】
合同更新，是指合同关系的主体保持不变，合
同关系的内容发生要素改变，新合同与原合同的
性质未发生改变的合同内容变更。
第 5 条  
【合同更替的定义】
合同更替，是指合同关系的主体保持不变，合
同关系的内容发生要素改变，并使新合同的性质
不同于原合同的合同内容变更。
第二章  合同变更的构成
第 1 节  合同变更的主体  
第 6 条  
【合同变更的主体】
合同变更的主体应当是原合同的当事人。
第三人不得参加合同变更，不能作为变更后
的新合同的当事人。
第 7 条  
【委托代理人与法定代理人】
经过原合同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关于合同变更
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代
理原合同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进行合同变更。
没有合同变更的特别权限，或者对委托的交
易或债务所属的交易不享有应有的管理权限，不
得进行合同变更。
第 8 条  
【合同变更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
实施合同变更行为的当事人，应当符合缔结
该项新合同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要求，是依照《民法
总则》的规定具有缔结该项合同所需民事行为能
力的人。一般合同的变更，当事人应当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可以缔结并
已经缔结的合同，可以对该合同进行变更。
在缔结合同时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如果在变更合同时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不能进行合同变更，应当由有特别授权的委托代
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进行。
第二节  合同变更的内容
第 9 条  【合同变更须为合同关系内容的更改】
合同变更须为对合同关系内容的更改。对合
同关系主体的变更，适用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法
律规定。
第 10 条  
【合同变更的广义性】

合同变更的内容既包括要素变更，也包括非
要素变更。
对合同的主要条款即标的和数量的变更，属
于合同关系的要素变更，但是对数量作少量调整
的不在此限。
变更合同的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
地点或方式，违约责任，以及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而未改变合同的标的或其性质，为合同关系的非
要素变更，是合同更改，应当适用特别规定。
合同债务的其他从属性内容的变更，证件的
发放或重做，时间的附加和取消，以及任何其他合
同的附属内容的修改，也属于合同关系的非要素
变更，也构成合同更改。
第 11 条  
【对合同变更的限制】
涉及与损害生命、健康的损害赔偿或者支付
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有关的合同，不得进行变
更，但是变更对保护合同关系中弱势一方权益有
利的除外。
第三节  合同变更的方式
第 12 条  
【合同变更应以民事法律行为为之】
合同变更应当以民事法律行为的方式进行。
原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变更合同的，应当签订新
合同。合同变更的新合同应当符合有关订立合同的
一般规则的要求。
新合同必须存在宣告合同变更的意思表示，
且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
第 13 条  
【新合同的生效要件】
变更合同的新合同生效，须符合《民法总则》
第 143 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要求。
新合同不得存在引起无效或者可撤销的事
由。
第 14 条  
【新合同应遵循原合同的形式】
变更合同的新合同应遵循原合同的形式。例
如盖印的原合同非以盖印的新合同或未盖印但是
已经履行的新合同不得变更，但是就债务履行时
间进行的变更，不在此限。
原合同的当事人对变更合同的形式没有争议
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节  合同变更禁止推定
第 15 条  
【禁止推定】
合同变更不得进行推定，须以明示方式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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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直接因情势而发生。
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
定为未变更。
第 16 条【默示表示属于直接因情势发生】
当事人双方虽未签订变更合同的协议，但是
以行为方式表明已经变更了合同内容的，应视为
合同变更的默示方式，构成合同变更，不违反合同
变更不得推定规则。例如，合同约定的存续期间即
将届满，合同项下的义务已经基本履行完毕，当事
人一方却主动履行尚不存在的义务，相对人接受
的，视为变更了合同期限。
第 17 条  【原合同可撤销但已经履行新合同债
务属于直接因情势发生】
原合同债务产生于一个可撤销合同，债务人
了解原合同的瑕疵，并已经有效地承担起新合同
债务履行的，发生合同变更的效力。
第 18 条  
【账目登记】
在往来账户中对多种项目的单纯登记，不发
生合同变更的效力。但账户上的余额被结算和确认
的，则发生合同变更的效力。
第三章  合同变更的效力
第一节  新合同消灭原合同的效力
第 19 条  
【合同变更新合同替代旧合同】
构成合同变更，原合同消灭，新合同替代原合
同而生效。
第 20 条  
【合同属性转化的效力】
单纯的原合同变更为附生效条件的新合同
的，变更在条件成就时发生，但有相反约定的除外。
单纯的原合同变更为附解除条件的新合同
的，合同变更生效，但有相反约定的除外。
原合同不论是附生效条件之债还是附解除条
件之债，双方当事人约定将其变更新合同为单纯
之债的，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 21 条  
【对原合同第三人的效力】
原合同的主债务针对第三人，变更时未征得
第三人同意的，针对第三人的债务不消灭。
第二节  原合同从债消灭的效力
第 22 条  
【合同变更后从债务消灭的效力】
构成合同变更，原合同的主债务因约定新合
同而消灭的，原合同的从债务也一并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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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条  
【对原合同利息的效力】
不论以何种方式进行合同变更，如无相反约
定，原合同的利息之债因此归于消灭。
第 24 条  
【新合同约定违约金的效力】
新合同仅限于就不履行原合同而设定违约
金、且原合同和违约金能同时请求，则在不包括违
约金的主债范围内，优先权、质押和抵押依然有效。
但是，对违约的情形仅可请求违约金的，应当自债
权人仅请求违约金之时起视为合同变更，且依该
事实，原合同的优先权、质押和抵押均消灭；同时，
对原合同的非违约金条款同意负担连带或补充责
任的人获得免除。
第三节  对保证合同的效力
第 25 条  
【合同变更对保证合同发生的效力】
构成合同变更，在原合同主债务消灭时，作为
从债务的保证合同一并消灭，保证人不再承担保
证责任；但是原债务的保证人承诺继续承担保证责
任的除外。
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新
合同的保证人除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不承
担保证责任。主债务人作为保证合同的第三人实
施欺诈行为，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签订的保证合同，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受
欺诈的保证人有权依照《民法总则》第 149 条的规
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适用本条第 1
款的但书规定，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第 26 条  
【履行期限变更对原保证人的效力】
原合同的履行期限延展，保证人对期限延展
后的主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须经过保证人同意。未
经保证人同意的，保证人不承担延展期限的债务
保证责任。
原合同的履行期限缩减，未经保证人同意的，
保证人在缩减后的债务履行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
第 27 条  【债权人与保证人变更保证合同的效
力】
债权人与保证人约定变更保证合同的，消灭
原合同主债务人的债务，但是主债务人知道或者
同意的除外。
第 28 条  【债权人对保证人提供的保证无权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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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与主债务人对合同进行变更，即使债
权人声明保留对保证人享有的权利，亦发生保证
责任消灭的后果。
第四节  对原合同其他担保物权的效力
第 29 条  【对原合同的优先权、质权和抵押权
的效力】
合同变更后，原合同的优先权、质权和抵押权
不转移至替代该合同的新合同，随原合同主债务
的消灭而消灭。
第 30 条  
【担保物权的保留】
担保物权人在合同变更时主张不放弃其享有
的担保物权的，应当提出保留担保物权的声明。担
保物权保留声明一经作出，发生保留担保物权的
效果，担保物权转移至新合同，并为新合同的债务
提供担保。
担保物权的保留声明应当由债权人即担保物
权人作出。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保留，或者债权人
与提供担保财产的第三人约定保留的，发生担保
物权保留的效力。
提供财产为债权人设置担保物权的担保人不
同意担保物权保留的，不发生否认担保物权保留
声明的效力。
第 31 条  
【合同变更对其他担保物权的效力】
合同变更后，债权人无需作出保留声明，原合
同的让与担保和所有权保留发生的担保物权转移
至新合同，为新合同债务提供担保；但是后让与担
保除外。
合同变更对留置权发生的效力，适用前款规
定。但是，合同更替使被留置的动产与新合同不再
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留置权消灭；债权人与债务
人约定以留置的动产继续为新合同担保的，应当
通过订立质权合同为新合同的债权设置质权。
第五节  合同变更发生的其他效力
第 32 条  
【合同变更对按份债务发生的效力】
债权人与按份债务人之一约定进行合同变
更，只对按份债务人的债务份额发生变更效力，对
其他按份债务人不发生变更效力。
按份债权人之一与债务人约定进行合同变
更，只对按份债权人的债权份额发生变更效力，对
其他按份债权人不发生变更效力。
第 33 条  【对连带债务人、补充债务人发生的

效力】
债权人和连带债务人中一人约定进行合同变
更，免除其他共同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债权人
明确要求其他共同债务人加入合同变更的，发生
合同变更的效力。债权人要求其他共同债务人继续
承担连带责任，除非共同债务人认可新合同，否则
不发生合同变更的效力。
前款规定适用于补充债务人。
第 34 条  
【对连带债权人发生的效力】
连带债权人中一人同意的合同变更，不得对
抗其他连带债权人，但针对该连带债权人在连带
债权中的潜在份额的变更，不在此限。
第 35 条  【合同更改对连带债务人和补充债务
人的效力】
对原合同债务的添加、去除原合同标的物的
属、种或量作出变更的，连带债务人和补充债务人
可以在新合同与原合同内容一致的范围内承担债
务。
第 36 条  【履行期限的变更对连带债务人的效
力】
履行期限的延展，只对约定延展的连带债务
人或者补充债务人发生效力，对其他连带债务人
或者补充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履行期限的单纯缩减，在原定期限届至时，才
可以请求连带债务人和补充债务人承担责任。
第 37 条  【原合同的抗辩等防御方法不发生转
移】
合同变更发生后，原合同可用于对抗原合同
之债的抗辩等防御方法，不转移到新债务，不得对
抗新债权，但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对原合同的履行时间、地点、方式、期限以及
其他合同关系的非要素变更，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章  合同变更无效与后果
第 38 条  
【合同变更无效的事由】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合同变更无效：
（一）没有原合同；
（二）原合同被宣告无效；
（三）原合同被撤销；
（四）原合同在新合同成立之日已经消灭；
（五）原合同为单纯之债变更为附条件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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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同中的条件最终未成就；
（六）原合同为附条件之债变更为单纯之债，
而原合同的条件未成就；
（七）新合同被撤销或者被宣告无效；
（八）无权代理人实施的变更合同行为；
（九）其他导致合同变更无效的情形。
前款第（三）、（七）项规定的情形，适用本指
引第 17 条规定，即债务人知晓并有效地承担新合
同债务履行的，发生合同变更的效力。
第 39 条  
【合同变更无效的后果】
符合前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的，
原合同不重新生效，原合同和新合同均消灭。
符合前条第（五）项至第（八）项规定情形的，
原合同重新生效，约束债权人和债务人，其从债务
亦重新生效。
属于前条第（九）项规定的，应当根据情况确
定。
第 40 条  【新合同被撤销或者被宣告无效的第
三人担保】
如果新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原合同
继续存在，导致新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可归责于
债权人的，则第三人提供的担保不再有效，但第三
人在知悉合同变更之时明知新债务的瑕疵存在的
除外。
第 41 条  【合同更新的新债务不履行的两债并
立】
因清偿债务而使债务人负担新债务的，除当
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如果新债务不履行，其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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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仍不消灭。
合同更替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 42 条  【合同更替新合同无消灭原合同意愿
的两债并立】
新合同没有消灭原合同的意思表示的，不发
生合同变更的效力，应视有两个共存的合同，原合
同在新合同与其抵触的范围内有效，原合同的优
先权等担保仍在该范围内存在。

五、结语
合同变更在债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
问题，而在我国的合同法领域却予以简单化，只规
定了简单的法律规范。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和司法
实践的需求，这样的立法和司法不敷实用。在立法
和司法不能作出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学理解释
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探讨合同变更的广义概
念，并且对合同变更的规则体系作出探讨和概括，
就显得十分重要。前文比较世界各国民法典有关债
的更新的不同规则，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整理、概括，
研究我国合同变更的规则体系，拟定《合同变更案
件法律适用指引》，作为示范法性质的软法，可以
作为审判实践的借鉴，供法官审理这类案件参考。
从更长远发展的考虑，我国债法应当放弃德国法
将合同变更完全交由意思自治原则调整的做法，
采用法国法系民法对待合同变更的立场，将其作
为合同消灭的事由对待，制定具体的规则，更好地
规范我国合同变更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