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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加油模式下安全保障问题的法律分析
杜道林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销售公司 企业管理与法律处 ，北京 100045）
要：自助加油是一种新型加油方式。自助加油这一行为使得消费者与加油站之间仍成立买卖
合同关系，买卖双方均应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 。加油站若未尽义务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则应承担违约责
摘

任。消费者若未按正确的操作流程加油或因其他行为而给加油场所的安全带来威胁 ，给加油站及加油
站的工作人员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失 ，受害人既可要求违约赔偿也可要求侵权损害赔偿 ；若给加油站内其
他消费者或停留者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失 ，受害者可要求侵权损害赔偿。 另外，加油站属于公共场所，负
有安全保障义务，若未采取一定的安全保障措施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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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助加油是由消费者自己完成车辆加油 、交款的一种加油形式。它作为一种先进的加油方式，在工
90% 以上为自助
业发达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和成熟模式 。现在欧洲的加油站中的加油模式，
模式。由于自助加油对于油品销售企业控制用工总量 、缓解用工压力、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员工收入、实
现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因此，国内市场也开始引入自助加油这一模式，并且是今后一个时
期加油站零售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消费者自助加油的付款方式主要有两种 ，分别是电子支付与现金支付。电子支付是指消费
者加油时使用银行卡或加油 IC 卡支付，使用此种方式加油时所需支付的油款由加油站所属公司直接从
消费者 IC 卡或银行卡中扣除。而现金支付是指消费者直接支付现金，主要过程是： 消费者首先支付一
定数目的现金，由加油站工作人员开出相应的小票 ，消费者加油前在机器上扫描小票即可开始加油，如
果支付金额过多，油箱加满后仍有余额，消费者可凭小票由工作人员找回余额 。因为自助加油在中国发
展还不甚完善，在消费者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安全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对消费者和加油站之间权利义
务关系的讨论来分析各种安全保障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
二、自助加油模式下的安全问题
2008 年以来，全国各地逐渐地建立起自助加油站。 自助加油为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它也
存在着不少安全隐患。加油站的工作人员都是要经过安全培训才能上岗的 ，而消费者却不一定具备相
应的安全常识和操作技能，况且油品属于易燃物，如果加油过程中操作不当，容易造成人身或财产上的
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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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人身安全问题
网上曾流传一段关于自助加油站因静电引发火灾的现场视频 。一名身穿浅色毛衣的女子在自助加
油时，一边操作自助加油机，一边拉扯身上的毛衣下摆，加完油后，正当她将加油枪从油箱中抽出时，油
枪口忽然着火。在石家庄市的一座自助加油站也曾发生类似的情况 ，一名男子加完油以后，当他拔出油
枪时，油枪的输出口突然火花喷溅。因为害怕出现爆炸，该男子不敢丢下油枪，只得拿在手中，任由火星
落在小臂上。幸亏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及时地用灭火器扑灭了火花 ，才没有发生更大的危险。 这些都是
消费者加油操作不当，对自身造成损害的案例。这些危险不只是危及消费者本人，有时也会对第三人造
成人身伤害。
（ 二） 财产安全问题
2010 年 12 月 27 日，家住缙云县的丁某让司机田某为其柴油货车加油，田某开车来到城北自助加
油站，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打开加油机后让田某自行加油 。 结果田某为该货车加进了 1690 元的汽油，丁
某因此损失油款 1800 元（ 加油前，油箱内还存有柴油 ） ，汽车修理费 300 元，油箱、动力隐性损失 5000
元。经缙云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解 ，城北加油站为丁某的货车重新加了 1690 元的柴油。
在自助加油站也曾出现顾客把故障加油机上的加油枪误认为是正常加油机上的加油枪来加油 ，不
仅浇了自己一身汽油，还弄伤了眼睛。除此之外，很多情况下，司机是一人出行，当司机专注于加油时，
车上财物的安全就很难得到保障 。有些顾客选择使用银行卡或 IC 卡支付，这些电子卡的信息安全也是
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消费者自助加油操作不当，还常常会损害加油站或第三人的财产 。
三、自助加油模式下加油站与消费者的合同关系
使用现金加油是典型的买卖合同 ，消费者发出要约，自加油站工作人员开出小票时合同成立 。然而
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加油，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立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合同自成立时起对缔约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 ，如果一方当
事人违约则要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 ，所以确定合同的成立时间非常重要。《合同法 》第 26 条第 1 款规
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
生效。根据上述条款第二项的规定，某些情况下，承诺不需要通知要约人，这在学说上被认为是《合同
［1］
法》对意思实现的规定 。意思实现，是指依习惯、事件性质或要约人为要约时预先声明，承诺无须通
［2］
知，
在相当时期内有可认为承诺的事实时 ，合同成立的现象 。 也就是说，自助加油过程中，加油站设

置自助加油机是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 ，而消费者刷卡的行为可被视为承诺，该承诺不须通知要约人，
合同在消费者刷卡时成立。
（ 一） 主给付义务
［3］
主给付义务，简称为主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所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 。 在自
助加油过程中加油站与消费者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中 ，加油站的主给付义务是交付符合质量标准以及

足量的石油和转移石油所有权；消费者主给付义务则为支付价款以及受领标的物石油 。
需要注意的是，自助加油过程中，消费者如果采用现金支付的形式，那么在付款与加油之间存在一
定的时间差，也就是说消费者必须先支付一定数目的金额以换取小票 ，然后凭小票才能加油。而在这个
时间差内，可能会出现油价上涨或油价下调的情况 。由于油价受政府调控，根据《合同法 》第 63 条的规
定：“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 ，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交付时的价格
计价。逾期交付标的物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原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照新价格执行。逾期提取标
的物或者逾期付款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新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照原价格执行。”在自助加油中，
加油站交付石油是通过消费者自提的形式而得以完成 ，因此本条规定中所指的“交付时 ”应为加油站为
消费者开出加油小票后，消费者从自助加油机中获取石油的时候 ，而非支付现金的时候。 因此，石油单
价应按照消费者获取石油时也就是交付时的价格确定 。此外，消费者支付现金换取的加油小票是消费
者付款的凭证和加油的依据，如果不慎丢失，后果由消费者自行承担。 因为作为唯一的付款凭证，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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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则无法证明消费者已经付款 ，既然小票丢失就无法知道消费者是否已履行其主要义务 ，那么加油站
也没有义务履行其转移石油所有权的义务 ，所以，消费者需要谨慎保管其换取的小票 。
（ 二） 从给付义务
所谓从给付义务，通说认为，从给付义务是指为了准备、确定、支持及完全履行主给付义务的具有本
［4］
身目的的义务 。它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仅具有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的目的主要在于确保
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最大满足 。在自助加油过程中，虽然加油站交付石油这一主给付义务是由消费
者自己提取而得以完成的，但是加油站仍然有义务以各种方式向消费者做出合理的提示和警示说明 ，从
而协助主给付义务的履行，比如应该在加油站和加油机显著位置标识自助加油步骤流程 、安全注意事
项、紧急措施等；同时，加油站也应提醒消费者在油价出现变动的情况下 ，对于石油价款应按照消费者加
油时的价款计算；并且在消费者加油时要适时适当协助其加油 ，为他们做好相关问题的解答和技术支
持，此种义务就属于第三种从给付义务 。若未能尽到此种义务，也属于违约行为。
此外，消费者在自助加油过程中，也应尽到一定的从给付义务，因为消费者的主给付义务除了支付
价款之外，还有受领标的物即石油的义务，因此在其自己加油时必须履行一定的从给付义务以协助该主
给付义务的履行。目前很多消费者没有认识到加油站经营的特殊性或者没有自觉性 ，安全意识淡薄，消
费者违规操作现象屡见不鲜，对自助加油操作流程不以为然，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投机取巧，严重违
反操作规程，或者在加油时吸烟或拨打手机，这些行为有巨大的安全隐患，使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
威胁。此外，如果消费者扫描加油小票后擅自离开 ，也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偷取石油，因此消费者
应尽到相应的义务防止石油被盗 。因此，作为消费者，除了应该履行作为主给付义务的付款之外，还应
履行相应的从给付义务，也就是说，消费者在加油时必须按照正确的操作流程 ，并且不得吸烟、不得拨打
手机，以保证加油场所的安全。若消费者违规操作，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赔偿责任因受害人不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首先，如果受害人是加油站，那么加油站既可以主张违
约也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要求赔偿 。其次，如果受害人是在加油站加油或停留的其他消费者 ，那么该受
害人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要求行为人进行赔偿 。此外，由于加油站属于公共场所，因此加油站对所有进
入其场所内的消费者或其他人员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如果加油站没有尽到此义务，受害人也可以依
据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则要求加油站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
（ 三） 加油站的安全保障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第 1 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
是为了保护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其主要内容是要求义务人采取一定的必要行为和措施来维护他人
的人身或者财产免受侵害。根据本法条规定的内容，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人包括两类：一是宾馆、商场、
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二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群众性活动是指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参加人数较多的活动 ，比如体育比赛活动，演唱会、音乐会等文艺演出活动，展
览、展销等活动，游园、灯会、庙会、花会、焰火晚会等活动，人才招聘会、现场开奖的彩票销售等活动。加
油站类似于商场，属于公共场所，因此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加油站应当保持地面平整，附属
设施安全，设立必要的警示和提醒标志，安装必要的救火装置，发生意外后应及时提供救助，保障进入加
油站的消费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此外，如果有人在加油站内未穿防静电服或棉质服装 ，则容易出现静
电，静电又易引起火灾，因此加油站也应提醒消费者在加油时注意着装 。 如果加油站未尽到此义务，使
得合法进入加油站的人员受到损失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
《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第 2 款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
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因此，如果消费者违规操作，使得加油
站中其他消费者或在加油站停留的其他人受到人身 、财产损失，受害人一方面可以要求行为人予以侵权
损害赔偿，另一方面如果加油站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比如说加油站在注意到行为人有违规操作的行
为，却未制止或纠正；或在损害发生之后，加油站工作人员未及时提供救助，此时受害者也可以要求加油
站承担补充责任予以相应赔偿。这种情况下，因为受害人与行为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 ，因此只能要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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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承担侵权责任而不能要求违约责任 。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它只是一定程度的合理注意义务，而不是
无限的注意义务，对合理性的判断，法院以理性的普通人应尽的注意义务为一般标准 ，并结合案件的具
体情况做出结论。英美法对合理注意的解释为，所谓的合理注意可表达为有理智的人为防范明显的事
件、可能预见的事件所会采取的注意 ，但是他并不会防范发生可能性很小、极不常发生的事件和完全不
可预见的事件。也就是说，出于经济和利益平衡原则，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是无限的义务，也并非要求义
务人防止任何可能的危险发生。同样，加油站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并非是无限的 。因此，如果加油站尽到
了安全保障义务，即便受害者在加油站内遭受损失，只能要求行为人予以赔偿，加油站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
四、自助加油模式下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 7 条规定“消费者在购
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
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 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
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因此，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仅是加油站的合同义务 ，更是消费者
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消费者要求加油站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 。对于加油站来说，其权利基础则是源自于
一般的民事法律。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要件说和五要件说 ，我国一般采“四要件 ”说，这四要件可以归纳为： 有违
［5］
法性侵害行为；有损害事实；侵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有过错 。 也就是说，只有
满足这四要件才构成侵权行为。而在上文假设的情况中，消费者在加油站加油的过程中，由于不按照规
定流程加油，或有其他诸如吸烟、打电话而置加油站于危险情况，从而使加油站工作人员受到伤害或其
他财产遭受损失，那么消费者此行为显然符合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 ，因此加油站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主
张侵权损害赔偿。因为消费者此种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合同关系中的从给付义务 ，因此，加油站也可依此
主张违约赔偿。加油站对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既可以适用合同法又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 ，这属于同
一民事生活被不同的法律从不同角度规范 ，这样便出现了相同目的规范并存的现象 。对于这一现象，理
论界认为法律适用的基本理论有三种 ，包括：法国的判例与学说所主张的“法条竞合说 ”，德国学者所主
张的“请求权竞合说”和“请求权规范竞合说 ”。 我国采用“请求权竞合 ”的理论，该说主要是指一个自
［6］
然的事件，符合不同的请求权的法律构成要件，产生不同的请求权，而这些请求权的目的只有一个 。
我国《合同法》第 122 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

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本条规定明确赋予了当事
人两种请求权。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一 ） 》中直
接使用“请求权竞合 ”的概念，并且在该解释第 30 条中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 122 条的规定向人
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因为我国民事诉讼
法中诉讼标的与实体法中的实体权利紧密结合 ，以实体请求权为基础，因此无论是在实体法或是诉讼法
中均说明我国采用实体请求权竞合的理论 。该理论的适用效果是：同一法律事实合于违约赔偿责任与
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相同的当事人之间产生同一目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或两种性质
［7］
的赔偿责任，其中一个请求权的行使或责任的承担，另一个请求权或责任因目的的实现而消灭 。 因
此，对于加油站来说，若其对消费者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请求违约赔偿则侵权责任赔偿请求权因之消
灭；反之，若其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则违约赔偿请求权也相应归于消灭 。但是这二者可以由加油站自由选
择。不过因为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之间存在着区别 ，因此加油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在权衡利弊之后选
择更有利的方式要求赔偿。这种处理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加油站
的侵害，同时加油站又有违约责任的场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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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加油虽然不再需要工作人员为消费者加油 ，也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员工。 在买卖石油这一合同
关系中，作为与消费者相对应的卖方，加油站除了需要转移石油的所有权 ，还有义务协助消费者加油，给
予消费者合理的指导与帮助，在加油站和加油机显著位置标识自助加油步骤流程 、安全注意事项、紧急
措施等。此外，依据《侵权责任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油站作为公共场所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
确保进入加油站的消费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如果加油站没有尽到相应的合同义务或安全保障义务，
则应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因此，加油站首先应合理履行其负有的相关义务； 其次，为了提醒消费
者，加油站可以在加油小票后面印制温馨提示：“如加油时遇价格调整，按调价后的价格计价；请您保护
好扫描小票，遗失不补，扫描小票后请勿擅自离开，以免造成油品被盗的损失。”再次，为了能够在发生
纠纷时提供证据，加油站可以安置摄像头，避免出现举证不能的情况。
与加油站相对，消费者除了要支付价款之外，也应按照正确的流程加油，确保加油安全及场所安全。
如果因消费者的不当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的 ，消费者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此责任因受
害人的不同而存在区别，如果受害人是加油站，则加油站可以任意选择违约赔偿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
请求权，但是选择其一之后，另外一个请求权则随之消灭；如果受害人是加油站内其他消费者或停留者 ，
受害人可以要求行为人予以侵权损害赔偿 ，如果加油站也存在一定过失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则加油站
也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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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gal Analysis of the Safety of Self-service Ｒefueling
Du Daolin
（ Sinopec Group，Beijing 100145）
Abstract：Self-service refueling is a new kind of fueling，through which there establishes a sales contract between consumers and gas station． Both the buyer and seller should bear the corresponding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If the gas station’s failure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causes the consumers’loss，it ought to take responsibility of breach of contract． If consumers don’t refuel in the correct operating procedures or take other actions
which pose a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e refueling sites，and cause the gas station or its staff to suffer property
or personal damage，the victims can request compensation based on tort or breach of contract；if the victims are
other consumers or people who stay in the gas station，they can request reimbursement for their damages based
on tort． Besides，as a public place，the gas station has duty of care and it should bear liability for tort if it does
not take certain security measures．
Key words：self-service refueling；contractual obligation；tort；coincidence of liabilities；duty of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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