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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研究

漆华一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重庆， 409100）

摘 要：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 对交通事故中车辆贬值损失需要赔偿

这一观点暂持否定态度， 如项某某与马某交通事故纠纷案中， 项某某主张

车辆贬值损失赔偿被依法驳回。 通过分析具体案例以及归纳实践中同类型

案件情况， 总结出我国车辆贬值损失不予赔偿现状的成因， 即车辆贬值损

失可赔偿性尚存在争议、 社会经济发展客观制约、 贬值损失数额认定缺乏

科学操作性。 车辆贬值损失不予赔偿固有其自洽性， 但基于车辆贬值损失

的客观存在和损害填补的侵权理论原则， 支持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实为

司法裁判的必然趋势， 也契合境外司法实践的走向。 展望车辆贬值损失赔

偿制度， 需以类推解释来扩大适用 “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 为突破口， 在

个案中总结实践经验与法律智慧， 明确车辆贬值损失赔偿标准和判定规

则， 建立符合我国社会客观条件的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制度， 助推

我国司法制度的内在生长。
关键词： 交通事故； 车辆贬值损失； 民事赔偿

一 引言

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是指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经过专业维修使

外观恢复正常情况即可继续使用， 但其安全性、 舒适性、 驾驶操控性等性

能无法恢复到事故前水平或因交易心理影响等因素导致车辆价值较正常情

况有所降低的情形。 对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是否应当予以赔偿， 即是

否属于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议。

漆华一 （1990 ～ ），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三级法官助理， 法律硕士， 主要

研究方向为民事司法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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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中， 对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持谨慎态度，
原则上不予支持， 但在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下， 也可以考虑予以适当赔

偿， 但须慎重考量， 严格把握。 而我国在车辆贬值损失领域的理论研究与

司法实践的不断融合与参引、 突破与抑制、 探索与创造， 使得支持车辆贬

值损失的社会客观条件不断成熟， 待适当时机， 完全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解释、 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答的形式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实

际需要的车辆贬值损失法律赔偿制度。

二 典型案例： 项某某与马某交通事故纠纷案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 因交通事故导致车辆贬值损失所引发的诉

讼和矛盾并不是个例。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和人民日益提

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我国汽车产业近些年来持续高速发展， 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不断攀升。 但随之而来的是道路交通事故频发， 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纠纷数量持续递增， 成为我国民事案件的主要类型之一。 在项某某与

马某交通事故纠纷案中， 就集中反映了我国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这一司

法实践难点和理论研究热点问题。 其中当事人因车辆在事故中受损导致市

场价值贬损而要求损害赔偿的迫切现实需要与司法审判的谦抑谨慎和滞后

性之间的问题， 就需要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车辆贬值损失是否具有可赔

偿性进行回答， 进而引发对如何判定车辆贬值损失司法规则的思考。 可以

说， 项某某与马某交通事故纠纷案件虽小， 但足以反映目前我国实务界对

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原则上不予赔偿的司法态度， 一定程度而言， 该司

法态度 （观点） 显然已无法满足时代需求， 不能实际解决车辆贬值损失客

观存在的问题， 只是暂时抑制了车辆贬值损失赔偿的现实需要。 研究该案

完全可以启发对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可赔偿性问题和司法判定规则的思

考， 对构建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的车辆贬值损失法律赔偿制度

有所增益。

（一） 基本案情

2019 年 1 月 30 日 11 时许， 马某驾驶小型客车 （车牌号为粤 × × ） 与

对向车道项某某驾驶的小型客车 （车牌号为渝 × × ） 发生正面碰撞， 造成

两车部分受损的交通事故。 经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 马某与项某某负同

等责任。 同日， 马某与项某某达成协议， 约定各承担 50% 的责任， 马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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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支付项某某 50000. 00 元用于项某某车辆维修， 后由保险公司赔偿， 多

退少补。 之后， 项某某将车辆送修， 花费修理费 63680. 25 元。 2019 年 2
月 18 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项某某理赔支付 30840. 00
元。 2019 年 7 月 19 日， 马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项某某返还其多垫付的

维修费。 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支持， 项某某退还马某先行垫付的维修费

17159. 87 元。 嗣后， 项某某认为自己驾驶的渝 × × 宝马小汽车是购买不到

一年的新车， 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市场价值贬损近 80000. 00 元， 该损失

又不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 而项某某与马某负同等责任， 遂起诉要求

马某赔偿项某某车辆贬值损失 40000. 00 元。 庭审中， 项某某要求对其车

辆的市场价值贬值损失进行鉴定。 另查明项某某所有的渝 × × 小汽车购买

于 2017 年 12 月。

（二） 案件索引

一审：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19） 渝 0240 民初 4710
号 （2019 年 12 月 16 日）。

二审：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20） 渝 04 民终 676 号 （2020 年

5 月 27 日）。

（三） 裁判主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道交司法解释》） 第 15 条①没有明确规定车辆贬

值损失属于交通事故财产赔偿范围， 而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 “关于交通

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 的答复》 （以下简称 《答复》） 中明

确， 在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下， 也可以考虑予以赔偿， 但必须慎重考量，
严格把握。 项某某与马某交通事故纠纷案中， 项某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事

故车辆存在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 且事故车辆的维修费用已获赔偿， 故人

民法院认定项某某请求赔偿车辆贬值损失的主张依据不足， 予以驳回。

① 《道交司法解释》 第 15 条规定： “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 当事人请求侵权

人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 车辆所载物品的

损失、 车辆施救费用； （二） 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 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

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三） 依法从事货物运输、 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

车辆， 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四） 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

续使用， 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该解释于 2020 年 12 月修正， 现为

第 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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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裁判结果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作出 （2019）
渝 0240 民初 4710 号民事判决： 驳回原告项某某的诉讼请求。 项某某不服

原审判决， 提起上诉。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作出

（2020） 渝 04 民终 676 号民事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五） 裁判理由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 《道交司法解释》 第 15 条的规定， “因道

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 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一） 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 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 车辆施

救费用； （二） 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 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

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针对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财产损失，
该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贬值损失属于赔偿范围。 另最高人民法院在 《答

复》 中明确， 在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下， 也可以考虑予以赔偿。 本案中，
事故发生时， 该车辆已行驶一年有余， 并不属于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 项

某某也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车辆符合特殊、 极端情形， 且其车辆因此

次事故产生的车辆维修费用已经获得赔偿， 项某某在已获赔偿的情况下又

请求赔偿贬值损失， 依据不足， 应予驳回， 对其要求进行车辆贬值损失的

鉴定申请， 亦予驳回。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道交司法解释》 第 15 条规定的因道路交通事故

造成的财产损失中， 并不包含事故车辆的市场价值贬值损失， 项某某要求

马某赔偿其事故车辆的市场价值贬值损失于法无据。 最高人民法院在 《答

复》 中明确， 在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下， 可以考虑予以赔偿事故车辆的市

场价值贬值损失。 本案中， 项某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本案存在 “少数特

殊、 极端情形”， 故项某某要求马某赔偿其车辆市场价值贬值损失的请求，
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 项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不予支

持；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应予维持。

（六） 裁判分析

本案一审与二审的裁判结果， 以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则设置来说， 无疑

是正确的。 但引发本案争论的关键在于当事人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 事

故车辆的市场价值贬值损失是否属于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 以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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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在 《答复》 中明确的在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下， 可以考虑予以

赔偿事故车辆的市场价值贬值损失的理解问题。 这是本案的审理重点和争

议焦点。 在考量本案裁判理由上， 裁判法官均以证据规则———项某某未举

示充分证据证明其车辆符合 “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 ———认为项某某举证

不能而驳回其诉讼请求。 但认真思考后， 我们可以发现本案发生的背后有

其合理的社会司法需求和充分的法学理论基础， 值得认真予以分析。 如车

辆贬值损失客观存在， 按照侵权损害赔偿理论的损害填补原则， 似乎应该

支持项某某的车辆市场价值贬值损失赔偿诉求。 当事人围绕此引发争议并

诉诸法院， 寻求损失的填补， 为何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同时， 本案中交

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不予赔偿的制度成因何在？ 理论上交通事故车辆贬值

损失是否具有可赔偿性？ 带着疑问， 单就分析证据规则下不予支持的理由

实无意义， 但探讨车辆贬值损失可赔偿性问题以及如何填平车辆贬值损失

的司法判定规则实为有益。

三 实践归纳： 贬值损失不予赔偿的法理剖析

目前， 我国司法实践对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以不予赔偿为原则， 否

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属于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 实践中也多以举证

不能或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车辆贬值损失主张。 其中蕴含

的法理在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任何一部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出台，
均要考虑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综合予以判断， 目前我们尚不具备完全

支持贬值损失的客观条件”①。

（一） 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可赔偿性争议

目前， 理论研究上虽然有不少观点认为车辆贬值损失具有可赔偿性，
认为侵权损害赔偿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填平损失， 故只要有损失就应该获得

相应的赔偿， 以弥补被侵权人受损的权益， 然而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车

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也不乏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 《道交司法解释》
对外征求意见时， 很多法律界同人对车辆贬值损失是否应当赔偿提出了三

种主要意见： （1） 支持车辆贬值损失赔偿， 认为事故车辆在维修后也可能

实际存在价值贬损， 属于因交通事故导致的直接损失， 赔偿义务人应予以

①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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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 而通过鉴定等方式可以明确计算出贬值损失， 且支持车辆价值贬损

赔偿能够与支持车辆重置费用的立法精神保持一致， 实现规则的较好衔

接； （2） 否定车辆贬值损失赔偿， 认为贬值损失的数额只能通过鉴定方式

确定， 而目前我国鉴定市场混乱， 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不足， 车辆通过修复

可以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失。 同时造成车辆贬值的因素有许多， 道路交通事故

并非唯一因素， 如果允许车辆贬值损失赔偿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3） 原则

上否定车辆贬值损失赔偿， 但例外情形下可以支持，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
实际生活中受损车辆维修时一般都是旧件换新件， 这时理解的贬值损失一

般为在可能转让的情况下的不确定损失， 而被侵权人直接要求赔偿贬值损

失并不合理， 即因维修导致零部件以旧换新可能存在溢价， 从而产生损益

相抵的问题。 但持此观点的人同时又认为， 发生事故之日购买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的新购置车辆在发生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关键部件受损后，
即使维修也无法修复如初， 其贬值损失赔偿主张应当支持。① 由此， 考虑

到理论上对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可赔偿性尚存在较大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

最终删去了 《道交司法解释》 征求意见稿中车辆贬值损失的相关规定。②

（二） 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制约

法律， 特别是立法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

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可以说， 法律既不是一种纯粹主观的现象， 也

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事物， 而是一种主观同客观、 理性和经验相互结合的

产物， 以至于要求立法者必须立足于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 乃至于人们普

遍的文化意识观念， 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 科学、 适时地制定符合实

际需要的法律规则。 有观点认为， 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的可赔偿性必须

兼顾我国道路交通实际状况， 而目前一段时期， 我国道路交通虽取得长足

较快发展， 但仍存在人民群众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普遍尚待增强、 道路交通

事故发生率比较高的客观实际情况， 支持车辆贬值损失赔偿会加重道路交

通参与人的负担， 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据此， 最高人民法院

对车辆贬值损失基本持否定审慎态度， 未将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纳入

《道交司法解释》 第 15 条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的范围内， 并在最高人民

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 《道交司法解释》 答记者问时， 表示 “在财产损失

①

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

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第 190 页。
徐建刚： 《论汽车贬值损失的损害赔偿》， 《清华法学》 201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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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上， 就我国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事故率乃至人们的道路交通安全

意识来看， 赔偿范围应当主要限于必要的、 典型的损失类型， 否则容易导

致道路交通各方参与人的负担过重。 因此， 《解释》 明确规定， 财产损失

的范围包括车辆的维修费用、 物品损失、 施救费用、 重置费用以及经营性

车辆的停运损失和非经营性车辆使用中断的损失”①。 此外， 考虑到客观

上贬值损失几乎在每辆发生事故的机动车上都会存在， 规定支持贬值损失

赔偿可能导致本不会成诉的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 不利于减少纠

纷。 而当前人民法院人案矛盾持续突出， 办案压力巨大， 如何减少纠纷、
缓和人案压力， 也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裁判规则时必然考虑的重要因

素之一。 所以说， 受当前时期我国客观社会经济的制约， 支持车辆贬值损

失尚不具备规则制定的适时性。

（三） 车辆贬值损失数额认定缺乏科学操作性

处理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案件的实务操作的关键和难点， 在于如何

科学评定车辆贬值损失数额以及道路交通事故与车辆贬值损失之间的因果

相关度， 而建立一套完备的、 科学合理的、 易于操作的司法判定规则尤为

困难， 故支持车辆贬值损失赔偿存在技术操作层面的 “瓶颈”。 过去， 对

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请求， 我国各地司法裁判做法不一： 有的法

院仅依据鉴定结论， 就对车辆贬值损失赔偿予以支持； 有的法院则综合考

虑鉴定结论、 事故车辆的使用年限以及损益相抵等因素， 在一定情况下对

贬值损失的赔偿请求予以支持； 还有的法院对 “贬值损失” 的赔偿请求完

全不支持。② 可以说， 在以往凡是支持车辆贬值损失赔偿的案例中， 均离

不开车辆市场价值贬值损失的司法鉴定。 而有人对此提出疑义， 认为目前

我国鉴定市场尚不规范， 鉴定机构在逐利目的驱动下， 对贬值损失的确定

具有较大的任意性， 由此导致车辆贬值损失数额认定不科学， 案件会出现

实质上的不公正， 加重赔偿义务人的负担。 2011 年 6 月， 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召开全市上半年民事审判业务研讨会， 专题讨论道路

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疑难问题， 对 “车辆贬值损失赔偿是否能获得支持” 的

问题， 认为 “ 《侵权责任法》 第 5 条规定了多种侵权责任承担方式， 恢复

①

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

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第 16 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

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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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状和赔偿损失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侵权人已经赔偿了修复的费用， 一般

情况下可以认为对受损车辆损害进行了赔偿， 关于当事人主张赔偿车辆因

交通事故产生贬值损失， 实际缺乏客观评定标准， 原则上不应支持”①。
在 《道交司法解释》 出台后，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就 《道交司法解释》 答记者问， 对于当事人主张车辆贬值损失赔偿请求

的， 应按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精神处理。 例如对造成车辆可修复性外观损

坏、 可替换性部件损坏等情况， 原则上不支持贬值损失赔偿。 当事人主张

贬值损失赔偿请求并申请鉴定的， 法院应当从严掌握， 避免贬值鉴定程序

启动的任意性。 ……考虑案件审理的连续性， 对于在 《道交司法解释》 施

行前已经就车辆贬值损失委托鉴定的案件， 经鉴定确有贬值损失的可酌情

予以支持。②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 实务界对车辆贬值损失数额认定缺乏

科学的客观评定标准， 对过分依赖于贬值损失鉴定存在疑义， 使得支持车

辆贬值损失赔偿缺乏技术操作性。

四 趋势展望： 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应予赔偿

诚然对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是否具有可赔偿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

具有争议， 但对车辆贬值损失的客观存在却已基本达成共识。 基于损害填

补原则， 事故车辆存在客观的贬值损失， 就应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 则支

持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实为法律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 理论与实践融合———车辆贬值损失可赔偿性的共识与统一

从域外立法和司法来看， 诸如德国、 日本、 美国多数州以及我国台湾

地区均认可车辆贬值损失的存在，③ 并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演进完善相应制

度， 可资我国借鉴。 如 《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 第 928 条规定： “当某

人有权获得一个判决， 判定其动产在价值上遭受到部分损毁， 此时， 损害

赔偿金包括对如下损失的补偿： 损害发生前动产价值与损害发生后动产价

值之间的差价， 或者 （在适当的情况下， 由受害人选择） 对动产进行修理

①

②
③

参见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研讨会会议

纪要》。
参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会议纪要》。
刘经靖： 《车辆贬值损失之损害赔偿》， 《当代法学》 2019 年第 6 期； 张平华： 《车辆贬

值损失赔偿的法律基础》， 《法学论坛》 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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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修复的合理费用， 连同对动产原始价值和修复后价值之间差价的合理

补偿， 以及使用中断的损失。”① 我国对车辆贬值损失可赔偿性虽有争议，
但持否定观点的人也并非反对车辆贬值损失的存在或理论上不应当予以赔

偿， 而是考虑到贬值损失的数额无法科学评定、 交通事故与贬值损害结果

之间因果相关性碍难测定、 损益相抵问题的存在以及社会经济客观制约等

因素。 这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在 《答复》 中认为 “目前我们尚不具备完

全支持贬值损失的客观条件” 的根本原因———并非不支持车辆贬值损失，
而是不具备支持的客观条件。 从侵权责任角度而言， 损害填平作为侵权赔

偿的基本原则， 已成为理论通识， 那么因道路交通事故导致车辆较事故发

生前市场价值降低， 而又无法通过修复等手段合理弥补的损失， 应当由侵

权人或赔偿义务人予以赔偿这一观点， 理应成为共识， 而过多拘泥于车辆

贬值损失的可赔偿性争议实对该问题的解决并无较大益处， 故将研究和讨

论的重点从是否可赔偿转向应该如何科学合理地设定赔偿规则更具现实意

义。 如果可以达成这样的理论共识， 那么建立在现实的司法案例基础上，
特别是当事人企图利用 “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 的制度 “缝隙” 不断尝

试突破车辆贬值损失的一般否定性观点的案例， 着实是理论研究有益的资

料。 收集、 整理、 分析这些个案材料， 参合学者和司法工作者的法律智

慧， 可以推进我国车辆贬值损失赔偿制度的建构。 同时， 无论 《侵权责任

法》 第 19 条还是 《民法典》 第 1184 条②， 均为车辆贬值损失计算提供了

法律依据。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原则性的抽象法条具体适用于

形形色色的生活事实， 即以司法解释、 司法解答或者指导判例的形式将法

条具象化、 可操作化地加之于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上。 最高人民法院也

在 《答复》 中表示 “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理论界和审判实务中对于机动

车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发展动态， 加强调查研究， 将来如果社会客观条件

允许， 我们也会适当做出调整。”

（二） 规则与司法的 “缝隙” ——— “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

回到项某某与马某交通事故纠纷案， 依据 《道交司法解释》 第 15 条

的规定， 交通事故车辆发生的维修费、 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和车辆施救费

①

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

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第 194 页。
《民法典》 第 1184 条： “侵害他人财产的， 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

他合理方式计算。” 《侵权责任法》 第 19 条与上述条文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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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而发生的重置车辆的费用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财产损失赔偿范围， 但未明确经修复后的事故车辆的市场价值贬值损失属

于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 故我国法院在审理同类型案件时一般

认为当事人主张车辆贬值损失赔偿缺乏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但最高人民

法院 《答复》 中却又明确， “在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下， 也可以考虑予以

适当赔偿， 但必须慎重考量， 严格把握。” 以至于在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

失的问题上留下了制度生长的 “缝隙”， 部分当事人据此成诉， 如项某某

认为自己驾驶的渝 × × 宝马小汽车是购买不到一年的新车， 希冀通过 “少

数特殊、 极端情形” 的 “缝隙” 使得车辆贬值损失赔偿主张获得支持。
所以说， 我国司法并未将车辆贬值损失 “一刀切”， 完全予以否定， 而是

留下了 “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 的制度生长空间， 可供司法实践 “选择”
和 “裁量”。 早在 2010 年，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 20 条就规定： “已

获得机动车维修费用等财产损失赔偿的赔偿权利人， 又主张机动车贬值损

失赔偿的， 一般不予支持； 但属于待售中或者运输中的新车受到损害等特

殊情况的， 可酌情予以赔偿。” 《道交司法解释》 出台后， 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认为对于购买年限或行驶里程相对较短的车辆造成严重损害， 足以

使车辆严重贬值， 给车辆所有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可酌情赔偿其贬值损

失。① 故我国司法界对车辆贬值损失仍坚持损失填平的损害赔偿基本原则，
认为只要有损失就应获得赔偿。 “一方面认可 ‘贬值损失几乎在每辆发生

事故的机动车上都会存在’， 一方面又原则性地表达了否定性立场， 从而

导致裁判领域的显著波动。”② 进而在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下弹性地对车

辆贬值损失赔偿予以支持， 只是加以严格把握、 慎重考量的裁判约束尺

度， 以在司法一般原则精神与现实客观实际以及特定利益需求与案件裁判

公正之间进行平衡， 达到最大限度地定分止争的司法效果。 如此， 在项某

某与马某交通事故纠纷案中， 如果项某某能够证明其事故车辆符合 “少数

特殊、 极端情形” 的司法判定， 即可获得车辆贬值损失赔偿的支持。 今

后， 我国司法审判部门在处理同类型个案时， 当发现不支持车辆贬值损失

将可能导致当事人利益较大失衡时， 可以参考 《答复》 的精神， 适时、 适

度地扩大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 将在特定极端情形下的车辆贬

①
②

参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会议纪要》。
刘经靖： 《车辆贬值损失之损害赔偿》， 《当代法学》 201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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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损失纳入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内， 并适时研析、 总结 “少数

特殊、 极端情形” 的判定标准和具体情形， 生成更多的司法经验智慧。

（三） 实务技术操作———科学合理认定车辆贬值损失的观点

如何科学合理确定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 即计算贬值赔偿数额问题

是处理车辆贬值损失案件的关键。 部分学界的研究成果， 对科学合理认定

车辆贬值损失可资借鉴。 如有学者认为 “车辆贬值损失的具体数额确定

可以通过法官自由裁量、 专业鉴定机构和固定算法模型三种方式得以实

现……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 将固定算法模型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两种方式

适度结合， 使得贬值损失之司法裁判过程既有章可循， 又能发挥法官的自

由裁量权， 有利于在兼顾个案平衡的基础上实现 ‘同案同判’ 的目标。”①

又有学者提出： “为了平等对待受害人、 统一裁判尺度、 降低理赔成本，
贬值损失赔偿原则上须采取抽象标准进行客观计算……”② 可以说， 车辆

贬值损失认定极具复杂性， 其成因多样， 以往单一依靠鉴定方式确定贬值

损失的做法显然不合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的会议纪要》 认为 “在贬值损失赔偿中应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过

错程度、 经济状况、 负担能力、 车辆价值差别等因素， 避免因裁判使一方

当事人负担过重， 导致利益严重失衡” 的观点比较中肯。 历年来， 实务界

的同仁也多有对车辆贬值损失的裁判案例所进行的研析， 如 《人民司法》
（案例） 就先后刊登了 《肇事人赔偿车辆贬值损失的条件》 《超过保险公

司定损范围修理费用的赔偿》 《车辆贬值损失应受赔偿的法律依据》 《车

辆贬值损失应予赔偿》 等实务案例分析文章， 对车辆贬值损失实务技术层

面的认定进行了广泛、 深层次的探讨。③ 其中在 《车辆贬值损失应予赔

偿》 一文的案例中，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 《道交司法解释》 第 15 条规定，
财产损失范围已经明确， 车辆贬值损失不属于赔付范围， 原告请求赔偿车

①
②
③

刘经靖： 《车辆贬值损失之损害赔偿》， 《当代法学》 2019 年第 6 期。
张平华： 《车辆贬值损失赔偿的法律基础》， 《法学论坛》 2019 年第 5 期。
曾耀林、 张媛媛： 《肇事人赔偿车辆贬值损失的条件》， 《人民司法》 （案例） 2008 年第 8
期，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一审案号 （2006） 高新民初字第 1264
号， 二审案号 （2007） 成民终字第 1613 号； 徐侃、 耿莉： 《超过保险公司定损范围修理

费用的赔偿》， 《人民司法》 （案例） 2009 年第 2 期，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 一

审案号 （2007） 金民一初字第 0813 号， 二审案号 （2008） 苏中民一终字第 0570 号； 朱

道海： 《车辆贬值损失应受赔偿的法律依据》， 《人民司法》 （案例） 2013 年第 10 期， 江

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 一审案号 （2012） 溧民初字第 00280 号； 石磊等： 《车辆

贬值损失应予赔偿》， 《人民司法》 （案例） 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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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贬值损失缺乏法律依据。 交通事故发生后， 车辆零部件经过修复和更

换， 已对车辆损失进行了弥补， 车辆的使用价值没有受到影响。 而贬值损

失仅在出售时可能影响其交换价值， 故并非必然发生的损失， 遂判决对车

辆贬值损失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车辆在购置半

年时间内发生本案交通事故， 事故导致多部件修复， 车辆贬值司法鉴定意

见书分析说明， 在修复过程中， 要通过部件拆装及加压、 拉伸、 敲击等外

力加工方式恢复部件原貌， 车身原有预应力分配、 原有设计意图都会改

变。 以上修复必然影响车辆外观， 导致技术性能下降等问题。 因此， 该意

见书证明了车辆经过维修后， 仍存在贬值损失。 同时， 事故车辆驾驶人无

责任， 故贬值损失应予赔偿。 《车辆贬值损失应予赔偿》 的笔者依据该案

例进一步分析道， 应对车辆贬值损失予以保护， 但决不可滥用。 他提出：
（1） 车辆贬值损失是侵权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 赔偿原则为恢复原状；
（2） 严格把握车辆贬值损失的赔偿条件， 受害人应对车辆贬值损失承担举

证责任； （3） 适当支持赔偿车辆贬值损失符合公平、 正义的价值追求。①

（四） 提出判定规则———车辆贬值损失应该如何认定

笔者以为， 结合我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 法律制度不断成熟、 社会公

众交通安全意识不断增强、 严重道路交通事故呈下降趋势，② 以及司法鉴

定市场趋于规范的情况， 支持车辆贬值损失赔偿请求的客观条件已日益成

熟， 应当适时、 适度支持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 从 “少数特殊、 极

端情形” 的内容确定及范围扩展着手， 完善我国车辆贬值损失认定标准。
有观点认为， “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 是指至发生事故之日购买时间未超

过六个月的新购置车辆在发生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关键部件受损

后， 即使进行维修， 也不能修复如初的情形。 笔者以为， 当前对 “少数特

殊、 极端情形” 的司法判定范围不宜过大， 也不宜过窄， 才能更具有实践

应用价值， 宜暂限定在购买一年以内、 行驶里程不超过 1 万公里且未发生

过较大交通事故 （保险车辆财产理赔不超过 2000. 00 元） 的新购置车辆，
同时应符合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发动机、 蓄电瓶 （电动汽车） 等关键部位

损坏或主要零部件损坏后无法使用原装性零部件进行修复， 导致车辆外观

较大改变、 技术性能显著下降等条件， 又或车辆直接造成人员重大伤亡而

①
②

石磊等： 《车辆贬值损失应予赔偿》， 《人民司法》 （案例） 2016 年第 2 期。
参见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报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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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们心理产生厌恶的情形。 在支持车辆贬值损失赔偿请求时， 应当以适

当赔偿为原则。 主张车辆贬值损失的当事人， 需非为交通事故主要责任承

担方， 且必须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给车辆造成重大损伤， 足以使

车辆严重贬值。 申请司法鉴定的， 鉴定报告应作为重要证据， 充分合理评

述车辆重大损伤状况、 车辆修复后使用状态、 车辆损伤与交通事故之间的

相关性分析、 车辆贬值程度与成因分析、 事故发生前后同类型车辆的市场

价值评估以及车辆因事故贬值数额的参考值 （或范围） 等内容。 人民法院

在审查当事人提交车辆贬值损失鉴定报告等证据后， 认为确实符合 “少数

特殊、 极端情形” 或者可以扩大类推适用时， 需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过错

程度、 车辆损益相抵、 赔偿义务人负担能力、 当事人个人经济条件、 车辆

保险理赔状况等多重因素， 在车辆贬值数额鉴定参考值的基础上进行酌

定， 其赔偿幅度为鉴定参考值的 10% ～ 100% ， 且赔偿数额不得超过车辆

修复费用的 70% 。 同时为防范因碰撞豪车导致道路交通参与人成本过高问

题， 宜规定事故车辆的市场贬值数额超过 10 万元的部分，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当然， 无论是鉴定参考值的 10% ～ 100% ， 还是车辆修复费用的

70% 的具体比例设定， 或者车辆贬值数额超过 10 万元的部分不予支持的

观点， 都尚不严谨， 不具有足够的理论说服力， 有待更多的实践论证。 这

也反映了车辆贬值损失认定的复杂性， 但其设置理念为以车辆恢复原状为

主， 车辆贬值损失适当赔偿为辅， 并严格把握赔偿最高限额， 同时让司法

工作者享有弹性调整的权利， 以满足个案正义， 积累更多的司法经验。

五 结语

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不断融合与参引、 突破与抑制、 探索与创造，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断向好的情形下， 通过法律同人的不懈努力、
孜孜以求， 共同探索支持车辆贬值损失赔偿的客观条件已日趋成熟———理

论共识、 价值同源、 操作可行、 贬值量化———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

求、 利益的平衡、 法益的救济和公正的追寻。 笔者认为， 未来交通事故车

辆贬值损失完全可以类推扩大适用 “少数特殊、 极端情形”， 在个案中总

结实践经验与法律智慧， 待时机成熟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指导

性案例或司法解答的形式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的车辆贬值

损失法律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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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pensation for Devaluation of Vehicles in
Traffic Accidents

Qi Huayi
（People’s Court of Shizhu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Chongqing， 409100）

Abstract：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our country， almost all the judges
hold a negative view on loss of vehicles devaluation temporarily， which leads to
the rejection of the claim of loss of vehicles devaluation in the case of traffic acci-
dent dispute between Xiang and Ma. Howev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judg-
ment of the case and summarizes the same type of cases in practice in order to fig-
ure out the legal basis of non-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vehicle devaluation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disputes about the compensability of the vehicle devaluation
loss， the objective restric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lack
of scientific operation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devaluation loss. But
based on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vehicle devaluation loss and the tort theory
principle of damage filling，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legal system to sup-
port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vehicles devaluation in traffic accident，
which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judicial practice outside the country. Looking for-
ward to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of vehicle devaluation loss， we need to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 a few special and extreme cases” by analogy as a break-
through； we should summariz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legal wisdom in individ-
ual cases to clarify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judging rules for the loss of ve-
hicle devaluation. Only in this way， will we establish a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the loss of vehicle devaluation in traffic acci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cial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and promote the internal growth of our ju-
dicial system.

Keywords： Traffic accident； Loss of vehicles devaluation； Civil compen-
s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