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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述评 

——以改革开放至今的研究成果为对象 
 

雷春红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省、绍兴市，312030） 

 

摘要：国内法学界关于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研究成果颇多，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综合运

用。与之联系紧密的涉及未成年人家事审判改革的研究已比较全面和细致，域外相关立法与措施的介绍、

比较分析与借鉴的成果亦很丰富。但关于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制度的研究方面内容

比较单一。而且，以上几个论题基本都是分开研讨的，关于国家介入父母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缺乏专项

研究。联系紧密的论题分开研究的缺陷是缺乏针对性，导致细节问题缺漏。有必要以儿童权利保护为基点，

将父母分居或离婚亲子关系的系列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研讨国家介入的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和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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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父母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或离异的家庭里，未成年子女往往不能得到父母亲正常的关

爱，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心理和偏激的行为。这一私人家庭领域的问题其实关乎儿童的未来、

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利益，因此，父母分居或离婚的未成年子女权益需要法律的特别保护。

近些年，我国离婚率逐年升高，法学界对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关注和研究增多，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提出了许多法律修改和完善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司法

审判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法官在很多情况下无能为力，或无所适从。父母因感情不和长期

分居的亲子关系调整存在立法的空白。笔者认为，缺少国家力量的适当介入是问题的症结所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国家力量过度介入家庭，导致亲情关系的“异化”。改革开放后，

国家力量退出家庭，家庭高度自治却使得处于弱势的未成年子女权益受到侵害。相较而言，

西方发达国家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对父母分居或离婚的儿童权益保障的理论研究相对成

熟，立法与措施相对健全、完善。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立法的研究成果，

分析研究现状，将有助于深入研讨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法律完善问题，切实

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各项权益。 

本研究述评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与法律制度研究、国家

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涉及未成年人家事审判改革的研究、域外法比较

与借鉴的研究。国家力量介入预防与制止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研究也是其中重要的内

容，但其归类于家庭暴力的研究专题更适宜，故本文不论及。 

一、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研究 

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研究情况可从理论研究与法律制度研究两方面考察。 

（一）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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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表达了妇女儿童公有，以城邦国家取代小家庭的思想。古罗

马出现了国家亲权理论。但 19 世纪末以前的西方社会，家庭被认为是高度自治的私人领域。

19 世纪末以后，福利国家通过法律干预家庭关系的程度日益深广。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儿

童权利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关于国家是否介入亲子关系在理论上争议

激烈，形成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非介入理论和干预主义的国家介入理论的对立。1后者也被

称为国家亲权理论。然而，这两种理论实际上都致力于保护儿童的权利，只是在国家介入的

程度和方式上存在分歧。 

我国国家政府一直重视儿童福利，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

家雷洁琼早在 1935 年就对儿童福利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她提出：儿童的福利保护

与否，对国家的前途影响甚为巨大，因此，在儿童的教养方面，以前归之于个人或家庭的责

任，在现代应当是社会与国家的责任。2但是，20 世纪 60、70 年代，国家力量过度干预家

庭，违背了家庭人伦规则。改革开放后，纠枉过正，国家力量退出家庭领域。然而，家庭高

度自治的状态下，却导致儿童权利保护的缺失。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婚姻法在儿童保护

问题上更多委诸于家庭自治，公权力干预不足，对于父母滥用权利，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公

权力明显乏力，这是我国法律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3
 

关于国家亲权理论，有学者提出：“对特定的个人而言，从来有两个属主：一个是自然

的父亲，一个是国家父亲。”4儿童监护既是自然父亲的义务也是国家父亲的义务，国家或

政府是儿童的最高监护人。5“家庭正义价值打破了历史上家庭对子女绝对亲权的自治壁垒，

国家亲权理论进而使国家获致介入家庭内监护事务的正当性主体资格。”6
 

关于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条件，须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为核心价值并遵循相应原则。国

家介入以家庭监护的“缺乏性”“违法性”为前提。7一旦父母无力或不愿承担照管子女的

义务时，或当孩子受到虐待或照管不良时，国家应援用公权力剥夺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

监护者的亲权，强制地介入、干涉儿童的成长过程，将处于急需救助和指导的儿童置于控制

之内，以矫正其生活上的偏差、心理上或人格上的缺失。8
 

至于儿童、家庭与国家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基于父母能力的局限性和家庭功能的弱

化，国家应当更积极地承担起其“家长”责任，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扶助，必要时直接替代父

母承担责任，而且尽可能提高儿童福利水平。”9一方面，为保护儿童利益，国家有时不得

不在一些方面涉足家庭事务；另一方面，国家在涉足家庭事务时，又要保护家庭和儿童的隐

私及尊重双方的自主权。10
 

综而言之，我国法学界对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研究起步并不晚，基本上与西方国家

的相关研究同步。但是，与国外研究相比，缺少观点的对立与论争，学者们对国家是否应介

入亲子关系，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介入观点基本一致，因而论证显得不够细致和充分。子女、

父母与国家的关系很复杂，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研究仍有诸多开放性的问题，包括国家

的角色、国家介入的限度、国家介入的手段、国家介入的保障等。11此外，在具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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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观念、权力结构、社会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20 世纪

60、70 年代国家介入家庭领域既有教训，也有经验可循。而且，中国几千年沉淀的优良家

风、家训，在新时代如何发扬？这些都是我国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理论有待挖掘和深入研究的

课题。 

（二）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法律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的介入和干预研

究，此类研究成果非常多，基本一致的观点是主张国家公权力应介入未成年人的监护，未成

年人监护的法律制度不仅是私法规范，还具有公法性质。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未成年人

监护立法应反映家庭自治和国家公权干预的双重性能。从未成年人的利益考虑，很有必要强

化国家的公权干预，通过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监控，保留国家公权的随时

介入；一切关系到未成年人监护的纠纷，均应当通过国家公权机构来解决。12还有学者主张，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公法化。13设立我国未成年子女财产监护的公权干预制度。14
 

不少学者研讨国家监护制度和监护监督制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

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干预不足，建议设立监护监督人，明确监护监督人

的职责。同时，设立行政监督机构。发挥民政部门的作用，建立由民政部牵头的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15有学者提出，以比例原则为基础/进行国家监护制度建构。16有学者提出：“我国

未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以及其他法律规范中也应该确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基本原则、建立

未成年人监护的专门机关、补充未成年人国家监护支持制度以及构建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

度。”17“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代表国家通过协助父母、帮助家庭、担任监护人、履行监护监

督职责等各种方式，完成‘国家兜底’的未成年人守护者的国家责任。”18
  

其他与此关联的制度研究主要有：针对我国国家和地方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提出中国设计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机制的十大建议。19
 有学者认为，我

国儿童权利的行政保护方面，享有执法权的行政机构一般都不拥有儿童权利保护专职人员，

而专门性的儿童权利保护工作机构又不具有执法权。这两种状况对于儿童权利的保护都难以

起到有效的价值。所以，待时机成熟时成立儿童保护综合执法局。20还有学者提出，应建立

起对不同的儿童类型实行分类救助、全面保护的完善的儿童社会福利服务体系。21等等。 

总之，国家介入亲子关系法律制度的研究内容比较单一，集中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

的构建上，但此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体现出全面、细致、具体的特点。 

二、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 

（一）国家介入父母分居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 

我国没有规定夫妻分居制度或夫妻别居制度，相关研究并不多，主要探讨分居的认定标

准22、我国设立夫妻分居制度的构想。23其中论及分居期间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规定：建议

规定分居不影响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夫妻应当依据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对分居期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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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抚养、监护和探视权等事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判决。24
 

夫妻分居期间国家介入的研究凤毛麟角，仅见张力：《家庭自治、国家干预与夫妻分居

的法律规制》一文。作者提出，应转变观念，认识到分居事实缺乏法律调整所显现的负价值，

主张我国婚姻法理应对分居至少投以与离婚近似的规制注意力。25但此文并非国家介入父母

分居的亲子关系的专门研究，只在其中提及注重对未成年人，对妇女特别是家庭主妇等弱势

人群的特殊保护。 

（二）国家介入父母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 

父母离婚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研究成果非常多，近年来还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26其

中关于国家介入的观点主要有：我国登记离婚涉及儿童权益的保护，针对《婚姻登记条例》

中立法理念的不足，建议设立“家庭自治为主，国家监督为辅”的原则。增加婚姻登记机关对

登记离婚协议的实质审查职能：审查当事人对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约定是否有利于子女健康成

长。27针对我国离婚诉讼中处理儿童抚养问题存在的不足，建立加强法院的公力监督和适当

干预。法官应该在详细了解整个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最终衡量标

准，指导离婚父母协商解决儿童抚养问题。28对父母离婚后均不给付子女抚养费且将给未成

年人成长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要求国家介入，国家机关应有责任和权利对未成年子女的父母

提起追索抚养费的诉讼。29
 

综上可见，法学界关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私法方面的研究已很充分，理论研讨、

实证调研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均有采用。但国家介入离婚后的亲子关系仅少数文章、著作有所

论及，缺乏专项研究，登记离婚涉及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实质审查制度研究有待加强。欠缺国

家介入父母分居的亲子关系法律制度的研究，不能有力地推动相关法律出台，父母因感情不

和长期分居的情形下，未成年人权益法律保护的缺失是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三、涉及未成年人家事审判改革的研究 

家事案件的审判是以国家司法权力解决私人间的家事纠纷，是国家权力介入家庭领域最

直接的、最有效的途径。但司法实践中适用审理普通民事案件的方式处理离婚后未成年子女

的抚养、探望等问题，对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护存在诸多缺失。因此，改革家事审判方式，

构建独立的家事审判机制已势在必行。2016 年 5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部分法院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视频会议，大力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2017

年 7 月 19 日，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和各成员单位的支持下，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了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30可以说，各项家事审判机制试点改革工作初见成

效，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法学界关于家事审判改革的探讨由来已久，研究成果很多。31就

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家事审判机制改革与执行措施，主要有以下观点： 

其一，主张加强司法的干预力度。“构建未成年子女监护的国家干预制度，尤其是加强

司法的干预力度能有效弥补家庭监护的局限和不足，是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顺应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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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监护公法化、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最大化的客观要求。”32
 

其二，主张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中部分

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需要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准则，特别是家庭规范和价值准则，

应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围，并在调解或审判中加以引导，在说理中予以体现，通过法

治的手段巩固这些价值理念，将传统理念和现代理念结合起来，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予以弘扬。

33
 

其三，提出建立具体的制度与措施。有观点认为，儿童利益是一种身份利益，具有显著

的公益性，国家与社会必须给予特殊保护。从司法层面看，确认儿童的诉讼主体地位，确立

涉儿童家事案件职权探知、职权调查原则，建立专业化的家事审判机构。34在现有的程序法

框架下突出司法能动性，强化审判的职权主义色彩。包括：建立调解前置程序和适法调解机

制；设立对涉及未成年子女抚育问题的离婚协议的司法审查程序；设置独立的少年民事审判

庭，由专门法官专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民事案件；确立 10 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在抚养

关系纠纷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创建未成年人父母的特殊人格调查制度；建立对特殊群体未成

年子女的特别保护机制。35建立专门化的家事审判机构，不仅能更好的实现家事纠纷解决中

的实质正义和综合效益，而且还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36还有学者提出，法

院主动介入，引导诉讼；贯彻实施社会观护制度；建立心理干预和防护机制。37
 

最后，关于探望权的执行，有观点认为，可以采取支付延期履行金的方式敦促履行。对

不自动履行探望权的，规定执行中可通过委托律师、妇联工作人员、志愿者进行普法教育、

心理疏导，引导其自动履行义务，也可组织、见证探望权行使。38
 

综而言之，对此论题的研究，除了高校、科研机构学者外，司法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提

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其主旨是加强司法干预的力度，构建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联

合社会力量，探索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多种解决途径和方法。 

四、域外法比较与借鉴的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福利基础条件下，国家介入家庭保护儿童权益的制度与措施相对完

备。此外，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也值得借鉴。法学界关于域外法的比较和借鉴的研究成

果亦很多。39
 

关于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有文章介绍，英国进入 20 世纪后，公权力

开始大量介入亲子关系，监督父母的权利与义务的行使情况，要求父母在管教子女时要充分

考虑子女的意见，惩戒权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督和限制。40英国法尊重和强调儿童是独立享有

权利和利益的主体。身为国家家长的政府，要适时干预不适当履行父母责任的父母之行为，

必要时接管父母角色，直接承担父母责任。41加拿大的儿童保护制度发展的基本导向主要以

国家亲权主义为基本理念。这种基本理念提供了“国家干预未成年人生活而无须后者父母同

意”的坚实基石，由此，儿童不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国家的共财产，公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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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院和儿童保护机关）以及经授权的儿童福利组织有权力制止父母及监护人的违法

行为。42在德国，当父母不能顺利完成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或有损害子女利益的情形时，民法

典为父母照顾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和监督。这种支持和监督涉及两方面：其一是对照料子

女的人提供帮助；其二是对照顾权进行国家干预。其中帮助措施优先于国家干预。43
 

关于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家事诉讼程序的各项制度，有文章介绍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及

澳大利亚的法律的相关规定。为了克服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当然代理人的不足，设立了未

成年子女利益的监督、保障机制，包括：在子女能对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时应尊重子女的意

愿；为未成年子女设立独立的中立性代理人；在必要的情况下，法院应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

以决定子女的最大利益。44为保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得到贯彻执行，英美法上主要国家

积极探索多种措施，其中重要的措施就是设立未成年子女“子女代理人”(或“诉讼监护人”)、

“子女委员会”等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监督、保障机制。45在瑞典，夫妻离婚时，由卫生及社

会事务部的家庭顾问帮助促进双方自行达成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可以到法院起诉。法

院会尽力促使双方和解，不能和解的将做出判决。法院解决子女抚养问题须以儿童利益最大

化为原则，并注意了解和考虑孩子的意愿。如果法院认为父母有虐待、遗弃等可能伤害子女

的行为，有权将孩子暂时交给由卫生及社会事务部负责遴选的寄养家庭抚养。46
 

关于父母离婚后抚养费和探望的执行措施，有文章介绍，美国的未成年子女扶养费强制

执行系统最引人注目，为保证有关儿童扶养费的判决能够得到执行，各州均规定了强制执行

的方法，主要包括：蔑视诉讼，留置、扣押、担保，收入扣除以及吊销执照等。47加拿大法

院在适当情况下发布监护或探望命令时，可要求由个人、子女援助社团或其他机构对子女探

望权执行进行监督。在极端情况下，采取措施对拒绝或阻挠探望的人处以监禁，并处或单处

罚金。48法国在子女探望方面设立了离婚后的子女探望中心。这些中心为非营利性质的，以

协会的方式组织，由心理学家、社会学工作者、治疗专家、家庭顾问等组成。1998 年政府

对此类中心规定了一些标准并提供一些指导。49
 

总而言之，国内对于域外国家介入父母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与措施的介绍涉及面广，并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诸多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规定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我国此项论题

的研究和相关法律规定的改进是重要的、有益的参考。 

结 语 

从上述几个问题的研究情况可见，每项研究的成果都已经很多，研讨全面、细致。但缺

乏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的专项研究，所涉问题都是分开研究，缺乏系统性。

关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探望、财产权益等问题基本上是分开阐述的；家事审判机制

改革是另一独立的论题；未成年人保护的机构和制度也是独立的论题。然而，这些论题联系

紧密。分别单独研究的缺陷是缺乏针对性，导致细节问题缺漏，所提出的措施可行性不强。

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必要以儿童权利保护为基点，将父母分居或离婚亲子关系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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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研讨国家介入的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和构建。深入研究涉及

未成年人的家事审判机制改革，对现在研究没有论及的父母分居亲子关系，以及研究较少的

登记离婚亲子关系，探索国家行政机关监督和社会力量介入的途径。促进国家介入父母分居

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的立法、司法与行政的互通，积极借助国家力量，发挥部门职能，调动社

会力量，实现有效的监督和帮助。提高此类案件的审判效果，破解抚养、探望案件的“执行

难”，切实保护父母分居或离异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各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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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the Legislation of State Involvement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of Parental Separation or Divorce 

——Research Results as Obje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Chunhong Lei 

(Zhijiang Colle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oxing City / Zhejiang Provice, 312030) 

Abstract：In domestic legal circles, there are a lot of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 children whose parents divorce,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Closely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juvenile family trials has been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ference 

of extraterritorial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measures are also very rich. Bu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research on state involvement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e system is 

relatively single. Moreover, the above topics are basically discussed separately, special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state involvement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s rare. The shortcoming of separated 

research on closely related topics is lack of pertinence, which leads to missing of the detail problems. 

It’s necessary to research based on child rights protection, making a series of legal issues regarding 

parental separation or divorce as a whole, discussing the modification, improv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of state intervention. 

Keywords: State Involveme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Researc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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