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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新经济”下企业管理变革研究
编者按：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下，
现代企业管理涌现出很多新现象、新问
题。例如，
“互联网 ＋”
正在重塑企业的经营模式，
“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正深刻变革企业的基本管理职能。以移动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改造传统行业、塑造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同地区人才不平衡流
动的问题，如广受社会关注的东北地区人才流失的问题。有效应对“新常态”
“新技术”引发的“新问题”
，成为现
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此，
本刊邀请部分学者，围绕
“人工智能对会计职能的变革”
、
“互联网 ＋ 背景下的
名人微博营销”
、新常态下“东北地区知识型员工吸引与保留”等三个方面的议题与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希望为
“新常态”下企业管理的
“新问题”
贡献智慧。
推动学术界深入理解并解决

智慧会计：财务机器人与会计变革
傅元略
（厦门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 元创决策智能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2017 年 7 月，
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并提出三步走规划，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

向新高度，而且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应用研究已成为各行各业的热门话题。会计理论研究要不
“智慧会计”
, 也就是
要研究 AI 的应用？回答是肯定的。会计应当如何研究 AI 应用？文章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
提出了将人工智能应用与会计理论和实践融合研究的挑战性课题。本研究侧重点放在“智慧会计”的核心会计
智能体及其管控机制智能化，揭示 AI 时代的财会人员能力变革的框架，探讨新时代下财务机器人引导会计理
论的研究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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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并提出三步走规划，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
向新高度；同年 10 月，人工智能应用议题被写入十九大报告。2018 年 10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AI 和重视 AI 应用健康发展。由此可看到，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各行业 AI 应用已经形成普遍共识：AI 应用
应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技术。
在会计领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所之一）2016 年 3 月 10 日率先宣布，与 Kira Systems 联手
收稿日期：
2018-12-04
作者简介：傅元略，男，福建莆田人，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
现代管理会计与公司理财、决策人工智能大脑。
心副主任。研究方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207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16JJD790033）；厦门大学交叉
学科重大攻关横向项目“d-AI 大脑与 DSS 智能化”
（XMUK8217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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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财务机器人，到了 2017 年底，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继推出了“财务机器人”软件，国内的金蝶、用
友软件等公司也相继发布了“云服务财务机器人”。将人工智能引入会计、税务、审计等工作当中，这一科
技创新将帮助员工从审核凭证和其他文件的乏味工作中解放出来。然而，目前所出现的“财务机器人”都
属于弱人工智能，基本上还是聚焦在财务（包括会计）流程手工操作的自动化方面，目的是解决财会人员
的那些重复劳动的流程自动化问题。什么时候能造出强人工智能，具有大企业 CFO 一样的思维能力和决
策能力的
“财务机器人”
？从目前的发展进度来看，可能还需要 10 年的努力研发和推进。
“财务机器人”的构建需要怎样的一套理论体系？回答其需要是肯定的，其理论体系怎样把传统会计
—智
（含管理会计）理论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而成的？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慧会计理论：它将会计智能体、深度学习、软计算与传统会计理论融合，并将“三设计一决策”①的成果纳入
会计智能体的知识库和规则库进行研究，希望能形成一套与传统会计理论不同的、又能应用解决现实财
会问题的智慧会计理论体系。这一新理论的研究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很多，本文无法全面探讨，聚焦在如下
几个主要的具体问题进行探索：
（1）人工智能应用对会计产生哪些影响？（2）如何将传统会计理论与人工
智能技术融合？
（3）如何应用智能体技术建立会计智能体，推动财务机器人升级？
（4）在 AI 时代财会人员
的核心能力应如何变革？（5）未来的智慧会计理论的几个问题。

二、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对会计的影响
五年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 AI）还是计算机专业的专门词汇。但五年后的今天，
谷歌的 α-GO，财务机器人，IBM 的 Watson，百度的“小度”和阿里的“ET”等人工智能应用于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的审计、企业营销策略的制定和支持经营决策等，已经展现出巨大应用前景。为此，未来的人工智能
发展影响各行各业，财会领域也不例外。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是一门起步晚却发展快速的科学。20 世纪以来科学工作者们不断寻求着赋予机器人类智
慧的方法。它的发展分为 AI 理论发展和 AI 商业应用的两大阶段。
1.AI 理论发展：从心智计算理论到深度学习理论
（1）心智计算和智能程序语言形成（1930—1960 年）
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出现一些电缆控制的机器人，可以行走并能说出简单的词
〔1〕的逻辑机器证明了《数学原理》
组。纽厄尔和西蒙（Newell & Simon②，1956）
中前 52 个定理中的 38 个。诺
〔2〕断言他们已经解决了物质构成的系统如何获得心灵性质的问题，
贝尔奖获得者西蒙（Simon，1956）
这种

论断在后来的 AI 理论领域被称为“强人工智能”，认为机器具有像人一样逻辑思维的能力。1956 年
Samuel 研制的一款具有学习能力的跳棋程序，它已经实现通过学习棋谱、与对手博弈等方式进行自主学
习〔3〕。同一年美国 McCarthy 于 1956 年 Dartmouth 会议上，正式提出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词，从而被
视为“人工智能之父”
，经过早期的探索阶段，人工智能向着更加体系化的方向发展，至此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1959 年，McCarthy 首创了著名的 LISP 语言（List Processing language），成为人工智能界第一个最广
泛流行的语言。LISP 是一种函数式的符号处理语言，其程序由一些函数子程序组成。
（2）专家系统出现（1960—1985 年）
1960 年代初，专家系统开始创立，其构成通常由人机交互界面、知识库、推理机、解释器、综合数据
① “三设计一决策”
指的是：
三设计包括内部报告系统设计、
管控系统设计和决策支持系统设计；
一决策，
就是财务决策。
②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 1916—2001），
由于他在
“有限理性说”
和
“决策理论”的突出贡献，获得 1978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他也是人工智能的心智计算的创始人。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0

2019 年

库、
知识获取等 6 个部分集成。其中尤以知识库与推理机相互分离而别具特色。专家系统的体系结构随专
家系统的类型、
功能和规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专家系统的发展已经历了 3 个阶段，正向第四代过渡和
发展。第一代专家系统（dendral、macsyma 等）以高度专业化、求解专门问题的能力强为特点。但在系统的
透明性和灵活性等方面存在弱点。第二代专家系统（mycin、casnet、prospector、hearsay 等）属单学科专业
型、应用型系统，而且在系统的人机接口、解释机制、知识获取技术、不确定推理技术、增强专家系统的知
识表示和推理方法的启发性、通用性等方面都有所改进。第三代专家系统属多学科综合型系统，采用多种
人工智能语言，综合采用各种知识表示方法和多种推理机制及控制策略，并开始运用各种知识工程语言、
骨架系统及专家系统开发工具和环境来研制大型综合专家系统。目前，在总结前三代专家系统的设计方
法和实现技术的基础上，已开始采用大型多专家协作系统、多种知识表示、综合知识库、
自组织解题机制、
多学科协同解题与并行推理、人工神经网络知识获取及自我学习机制等最新人工智能技术来实现具有多
知识库、
多主体的第四代专家系统。
（3）智能控制和深度学习模型（1986—2016）
AI 在知识工程理论、技术和应用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出现了多专家系统、大型专家系统、
微
专家系统、分布专家系统等。智能管理信息系统、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智能控制系统等。特别在深度学习研
究的突破：深度学习是以不少于 2 个隐含层的神经网络对输入进行非线性变换或表示学习的技术。其以
层级连接的方式，实现渐进抽象的非线性信息处理，尤其擅长于求解从原始输入信号到期望输出的复杂
非线性变换，并以此实现对原始数据的表示学习或非线性建模。深度学习尤其强调直接从原始数据开始
进行“端到端（end-to-end）”的学习，而不像过去要从人工设计的特征开始进行学习，深度学习本质上是
包含多个隐含层的人工神经网络。基于 Rosenblatt 提出了感知机（perceptron）模型，开启了人工神经网络
〔4〕在《Nature》发表了著名的误差反向传播（back
研究的第一次热潮，Rumelhart、Hinton 和 Williams（1986）

propagation，BP） 算法，用于训练多隐含层神经网络，从而使得求解具有非线性学习能力的多层感知机
（multi-layer perceptron，MLP）成为可能，带动了人工神经网络的第二次研究热潮。事实上，BP 算法作为训
〔5〕等从理论上证明了多层感知机可
练多层神经网络的标准算法，直到今天仍被广泛应用。Hornik（1989）

以逼近任意复杂的连续函数，进一步激励了非线性感知机的发展。特别是 2006 年多伦多大学的 Hinton
〔6〕
〔7〕在《Science》及《Neural Computation》上发表文章，
等（2006）
强调多隐层深度神经网络相比浅层网络

具有更优异的特征学习能力，并可以通过分层、无监督的预训练有效解决深度神经网络训练困难的问题。
〔8〕在国际会议 NIPS2006 上发表论文，
与此同时，蒙特利尔大学的 Bengio 等（2006）
也强调了分层（layer-

wise）深度训练网络模型，为机器人的智能能力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2.AI 商用时代（2011—将来）
自从 Google 的 Deepmind 公司 2016 年引爆了一场商业革命。谷歌、微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还有众
多的初创科技公司，纷纷加入人工智能产品的战场，掀起又一轮的智能化狂潮，而且随着技术的日趋成熟
和大众的广泛接受，这一次狂潮也许会架起一座现代文明与未来文明的桥梁。近几年的重大商用事项是：
2011 年，
Watson 参加智力问答节目。IBM 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沃森”
（Watson）参加了一档智力问答节目
并战胜了两位人类冠军。沃森存储了 2 亿页数据，能够将与问题相关的关键词从看似相关的答案中抽取
出来。这一人工智能程序已被 IBM 广泛应用于医疗诊断领域。
2016—2017 年，
AlphaGo 战胜围棋冠军。AlphaGo 是由 Google DeepMind 开发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
具有自我学习能力。它能够搜集大量围棋对弈数据和名人棋谱，学习并模仿人类下棋。DeepMind 已进军
医疗保健等领域。
2017 年，深度学习大热。AlphaGoZero（第四代 AlphaGo）在无任何数据输入的情况下，开始自学围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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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便以 100:0 横扫了第二版本的“旧狗”，学习 40 天后又战胜了在人类高手看来不可企及的第三个版
本“大师”。百度 CEO 李彦宏说过，α-GO 的出现最大意义在于让所有人关心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百度五年
前（2013 年）就成立了深度学习实验室研究人工智能。未来 5～10 年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黄金时间，过
去是学术讨论人工智能，今后逐渐进入商用，如各种智能软件和商用机器人（α-GO, AlphaGoZero, 小度、
阿里 ET、
Watson 等）、财务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语音识别等都在推动 AI 应用在实际的经济环节中发挥
更大价值。
（二）财务机器人对会计的影响
当前，在我国应用的财务机器人，实际是基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平台软件的一块应用软件，其
〔9〕。他们认为 RPA 是一种使业务流程自动化的软件技术。通过使用机
专利发明者是 Bataller, et al（2016）

器人过程自动化技术，公司可以配置软件或“机器人”来采集和解读数据，同时也用于处理事务、操作数
据、触发响应和与其他数字系统进行通信。
1.RPA 将推动会计和业务流程管理自动化
RPA 是将一些高度结构化的、常规的会计师事务所手工任务业务流程由自动化机器人来执行，可使
企业的财会人员和管理者有更多的时间做更高端的增值管理工作。RPA 是过去五年出现的，是一套基于
〔10〕。最近关于 RPA 的案例
规则的业务流程自动化软件工具（服务自动化软件）
（Lacity & Willcoks，2015）

研究报告在不同业务流程管理的应用 （Asatiani & Penttinen，2016 〔11〕
） 和一些作者 （Fung，2014〔12〕；
Lacity& Willcoks，
2016〔13〕
）提出了选用流程自动化 RPA 的好处。RPA 适用于那些高度结构化的任务，诸
如财务、会计、审计、采购、人力资源和办公流程等。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应用范围很广泛，包括从单一企业的办公流程到大集团企业部署成千上万个不同
流程自动化，这里的流程自动化机器人是一块软件，每块软件都被编制成能完成特定任务的程序模块，可
以与原来 ERP 系统连接并自动完成各业务流程。最新的研究统计数据表明，在 2016 年，在全球范围内已
经超过 10%的组织机构引入 RPA 技术提升日常的运营管理。预计在 2020 年将会有超过 40%的组织机构
将会引入 RPA 技术的应用，RPA 将加快会计和业务流程管理自动化的推进。
2.财务机器人的普遍应用，将使普通的财会人员大量转岗
2016 年德勤咨询公司（Deloitte Consulting LLP）在中国企业率先推出 RPA（财务机器人）应用咨询服
务，其负责人戴夫·库德（Dave Kuder）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使用 RPA 的目的是将传统业务流程的
自动化以实现企业的人才、技术和时间资源节省。通过使用 RPA，财务总监和相关管理人可以用不到半小
时或更短时间完成过去需要花数天或甚至数周才能完成的事务，它有超高工作效率 （相当于人的几十
倍），而且其工作质量保持在无错误，由此节省很多的人力资源和财务成本以及避免了人工差错。所以，这
项技术应用促使传统的会计岗位加快消亡，由此造成大量会计人员下岗和转岗。
直至今天，国际四个会计事务所相继推出财务机器人软件，国内的金蝶和用友软件公司也相继发布
了云服务财务机器人。Cartner 预测，到 2020 年，40%的大型企业将采用 RPA 自动化软件工具，财务机器
人的普及应用会造成大量财会人员（至少 60%）下岗或转岗，预计再过 5 年，未来的财务机器人会变得更
厉害并逼迫更多财会人员必须接受的财务机器人挑战，通过学习重构自身的财会核心能力，做财务机器
人不会做的管理事务。
3.财会人员在 AI 时代的核心技能需要重新构建
按照财务机器人应用的普及和 AI 应用发展趋势。打造真正前沿的机器人需要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人
工智能理论，管控智能化和决策支持智能化是三轮，怎样将三轮紧密互动起来，这是智慧会计需要重点研
究的问题。尤其是三轮驱动中的 AI 应用两轮：
“管控智能化”和“决策支持智能化”的研究颇具挑战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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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智能化在会计中的应用还是停留在诸如财务机器人的会计凭证自动辨识、会计分录自动生成和会计
报告编制自动化方面，然而学术界对会计智能化的理论研究是严重的滞后，这个问题可引起高校会计智
能化教育重大变革。
就 RPA 应用发展的趋势而言，仅有 RPA 与 AI 技术结合成为真正的财务机器人。也就是 RPA 必定
隐含着人工智能在业务流程自动化的应用。现在 AI 正从运算智能、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及创造智能的方
向发展。业务流程自动化包括认知智能（含理解、运用语言的能力，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基于语
言和知识上的推理能力）和情景情绪计算等智能技术的融入。在这方面先行者是 IBM，它与 Automation
Anywhere 公司合作，将 IBM 的认知智能结合到 RPA；最近毕马威咨询公司率先引入 IBM 的认知智能系
统 Watson 与 RPA 结合应用到财务流程自动化上。所以人工智能与财务流程管理自动化的结合是一种必
然的趋势。提出 RPA 与 AI 技术结合成为真正的强智能财务机器人。
实际上，当前使用的 RPA 不具备相机决策的智能，即便 RPA 进化后也还是结合部分认知智能技术
提供服务的，但也不容易实现专业人士的高端思维智能对变化的反应和迅速提出备选方案，这个过程还
是需要高端经理人的帮助。因此，如何提升财务机器人的认知智能和创造能力需要一套理论来支撑，是一
个未来研究的难题。

三、
人工智能应用引发智慧会计理论的产生
目前的财务机器人（RPA 的部分应用）没有强有力的会计与财务理论支撑，仅仅是人工智能应用和会
计的初步结合，还未形成交叉学科智慧会计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根据我们（傅元略，
2016〔14〕；傅元略，2018
〔15〕；
Fu&Fu，2015〔16〕
）的研究可导出如下的智慧会计的定义：智慧会计理论将会计智能体、深度学习、软

计算与传统会计理论融合，并将“三设计一决策”的成果纳入会计智能体的知识库和规则库进行研究，形
成一套与传统会计理论不同的、又能应用解决现实财会问题的新会计理论体系。就这一理论体系初步提
出三大组成部分：
（一）管控智能机制理论
以管控机制理论拓展到智能机制理论。傅元略（2016）指出管控机制是指管控的结构和运行智能化机
理，它起着基础性的、
根本的作用。在一定的控制环境下，有了良好的智能控制机制，甚至可以使一个组织
能按照一个自适应系统，在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能智能地和自动地迅速做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
略和措施，实现既定的目标。傅元略（2016）还把管控机制看成由目标设定、内部报告和责任人激励三要素
组成。管控机制运行的效率和效果还取决于控制环境的主要因素：组织结构、控制制度、责任人执行力和
企业信息化成熟度。而且侧重于机制的三大要素目标设定、内部报告和责任人激励的研究，其侧重点放在
管控机制的创新问题上。因为管控机制创新直接关系到管理会计系统的存在是否有优势以及其发展变化
的能力，也关系到能否促使公司治理效率和效果提升。
管控机制智能化，主要集中在机制三要素智能体：目标设定智能体、内部报告智能体和责任人激励智
能体的研究上，可归结为：第一，三要素智能体可以使得管控系统内部组织或内部因素得到更好的智能化
和业财融合管控，以使公司治理和控制处于新优化状态。第二，机制三要素智能体是激发公司内部组织或
要素活力的主要手段。第三，管控机制智能体可以协调管控系统内部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关系，从而使
得管控系统每一责任部门（或业务流程）的潜在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每一业务流程和责任人的内在力量
得到最好的挖掘，进而使公司治理和管理系统的效率和效果提升。
这就是管控智能机制的机理，也就是管控智能机制。运用这一机制延伸和研究的知识体系可称为管
控智能机制理论。这一理论能够全方位支持管控智能化和决策智能化系统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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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智能体理论
类似于财务智能体，在这里提出会计智能体的概念。智能体在工程方面的应用非常之多，但是在会计
方面的应用比较少。多智能体的理论、技术，为复杂系统的分析、设计和实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途径，被誉
为“软件开发的又一重大突破”。将智能体技术应用到决策支持系统的软件开发中，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决
策支持系统的性能进行改善：社会能力、快速反应能力、自治性、主动性、适应性和协作性。智能体是机器
人的重要部件，其系统的核心，强调各智能体自助智能化的管控机制融入各主要模块。
智能体技术被誉为智能机器人不可或缺的“部件”，也是会计与财务智能化必不可少的技术工具。
会计智能体的构建可参照傅元略（2018）所提出一种财务智能体（Financial Intelligent Agent，简称 FIA）
的基本结构，不同功能财务智能体可组成财务决策智能体系统，这些智能体通过合作、协商和有效的
通讯执行不同的子任务，由此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复杂的、动态的、开放的、自我组织的财务决策智
能系统。
会计智能体都具有五大特性：
（1）自治性（Autonomy）：不需要人或其他智能体的明确指导，智能体
就能自主控制自己的行为和内部状态。（2）社会性（Sociability）：为了完成各自的任务或帮助其他智能
体，智能体之间能够相互合作或协同。（3）快速响应性（Responsiveness）：智能体响应（感知）计划和执行
任务的需要，主动地与其他协同工作去实现目标。（4）主动性（Pro-activeness）：智能体主动争取更好地
完成子任务执行和并且不断学习提高他们的协同决策和响应能力。（5）协作性（Cooperativeness）：在多
智能体应用下，各个智能体通过相互承诺的规则，协同完成预定任务，共同实现智能体系统的功能目标
或财务目标。
会计智能体的应用可促使管控智能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能更接近人类高端智力能力，能使“机器
人”自主地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会计智能体不是用来替代人类已经展现出巨大应用前景的，而是用来让人
类更有智慧。智能体不仅使会计学生或职业人事接受了更人性化、更有趣的培训，而且更个性化、更科学
的互动为会计人将来在社会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决策支持智能化（Ｄ Ｓ Ｓ 智能化）
DSS 智能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智能推理机，它在决策智能化智能型推理机是决策支持系统
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中研究最为活跃的分支。二是管控机制智能化融入
DSS 智能化，这是 DSS 与企业业务流程管控相对接的创新性探讨。
1.智能推理机
推理机一般均采用基于模型的推理、基于规则的推理（Rule-Based Reasoning, RBR）和基于实例的推
理 （Case-based Reasoning, CBR）。基于模型和 RBR 的推理在智能决策支持系统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但是，模型的建立维护是一项比较困难和专业化的活动。同样地，RBR 存在的主要缺点是要建立专门
的规则知识库是比较困难的，并且有些领域的经验与信息并不能够准确地转化为知识库中的知识。CBR
是一种相似或类比的推理方法，它是通过访问实例库中同类事物的求解，从而获得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法
〔17〕。CBR 更加符合人们对于新事物的认知过程，
的一种推理技术（Fu&Fu, 2013）
即人们在认识一个新事

物或情形时，往往会在自己的记忆里搜索类似的事物或情形，利用旧的事例或经验来理解新问题，解决、
评价新事物。CBR 在产品尤其是复杂产品设计领域和医学诊断疾病以及机器故障诊断领域有着光明的
前途，因为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对于以往成功产品设计的参考更加重要，现在已经有汽车、船舶设计等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投入使用。
2.与管控智能机制的融合
在本文，决策支持系统（DSS）智能化的特性是将管控机制融入人工智能和 DSS 中，主要表现为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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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理机中，将管控机制的有关模型转变为基于模型的推理机的模型，同时考虑将上述的会计智能体结
合到 DSS 智能化系统。本研究应用 MAS 来探讨管控机制的智能化问题，主要从管控机制的三要素与人
工智能应用融合的情况进行理论性探索：
（1）管控机制的目标设定智能化
本研究所描述 MC-IDSS 结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智能化的程度也很高。利用多智能体之间相互合
作，可以有效地解决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和相同性。不同责任单位的 Agent 相互合作，可以将问题分解，有
效地提高推理效率。本段要阐明的目标设定除了根据企业的有关设定模型计算设定外，还要考虑目标的
适应性和协同性。
（2）内部报告智能化
管控机制的内部报告要素是管控反馈信息最重要的手段，也是连接激励不可或缺的评价依据。在决
策支持系统的模型库管理一般是按照数据库中的内部报告形式，这不利于模型之间的相互合作求解问
题。使用基于多智能体 Multi-Agent 的 MC-IDSS 可以较好地解决模型与数据、方法的集成，实现管控机制
集成和报告信息共享的智能化。包括确定信息的传递路径即根据任务执行的程序步骤确定信息在各子智
功能智能体或决策人智能体之间的传递过程。
能体、
（3）责任人激励智能化
使用基于多智能体 Multi-Agent 来协同解决目标一致性和协同性问题。用多智能体 Multi-Agent 方法
的集成，实现管控机制的多责任单位的激励协同，和模型集成和报告信息共享等达到责任人激励协同和
一致性的智能化。
在扩展模型库中，责任人激励优化必须考虑：一是责任绩效与报酬紧密挂钩，主要体现论功奖偿的原
则，通过这种激励来激发责任人创造性地为企业创造价值，这是激励优化的基本目标。二是将其他责任单
位的激励与本单位激励协同和达成一致性。
决策支持理论是源于决策理论和决策支持系统（DSS）结合，提出组织决策从传统的“经验驱动决策”
向“管控智能系统驱动决策”转型的理念，基于智能模型的推理、基于规则的推理（Rule-Based Reasoning，
RBR）和基于实例的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
CBR）的决策支持系统的智能体构建。有关这方面的知识
体系很丰富，可构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我们简称它为决策支持智能化理论。
上述的三大创新理论对会计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作用，也是促使会计理论大变革的原动力。

四、
基于智慧会计的财会人员核心技能重构
在财务机器人的应用攻势下，什么课程能推动财会人员核心技能重构和再造新的就业机会？就财会
人员的核心技能重构来说，现有的财会人员的知识结构作一些小调整不足以应对财务机器人的全方位挑
战。本文根据上一节智慧会计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对财会人员核心技能进行重构，以满足 AI 时代下的
社会对财会的新需求。目前，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的财会人员核心技能大幅度更新都处于非常被动的
状态。因为企业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走在财会人员后续教育的前面。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社会需
求、聚焦专业特点、
拟合发展趋势，按照财务总监的核心能力的需要，提出核心能力必须包含“三设计一决
策”
，一决策，就是财务决策，三设计是内部报告体系设计、
管控系统设计，决策支持体系设计。在财务人员
核心技能的重构中能依据智慧会计理论和把握住这“三设计一决策”的核心技能，来设计下面设计的核心
能力框架可以适应于培养 AI 时代所需要的财会人才。
（一）核心能力框架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同时理论界和实务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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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了共识：AI 应用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转换的关键技术。在强调 AI 应用的经济发展变革阶段，财
会人员的核心能力需要重构，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可归结为如下几方面变革：
1.财会专业基础课程的变革
在AI 时代，财会人员的专业基础知识亟待变革，不仅要从企业或事业单位在 AI 时代的实际需求
出发，而且要吸取国内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归结出下一节所要展现的专
业基础课程的变革，从传统关注对外报告转向同时关注内部的管理报告，从传统的强调财务管控转向
强调对所有业务的管控。由此可从传统会计基础、中级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等课程变革为下一节的报
告和管控等四门课程。
2.“三设计一决策”的知识体系展现
从财务机器人的普及应用后，财会人员的传统会计核算和编制报告的基本职能已经被财务机器人所
取代，财会人员必须转向管理报告设计、管控系统设计和决策支持系统设计以及辅助决策（
“三设计一决
）的工作上来，也就是说
“三设计一决策”成了财会人员的核心技能之一。而且，财会专业核心能力还包
策”
括战略规划、
战略落地能力和协调领导能力。因此可归结为规划、业财融合和决策支持的有关课程模块。
3.增强 IT 和 AI 应用的基本能力
很多学者都把海量数据看成是 AI 应用的材料。目前，海量数据不断积累和 AI 模型构建剧增并不断
开源，促使 AI 应用不断普及。AI 技术（诸如深度学习模型）在财会工作中的应用不断深入，而且展现出更
多商业价值。财务机器人的应用对财会界有着非常震撼的影响，同时会很快地融入我们现在手上的
iphone 或者华为手机的 AI 应用程序。现在，我们正迎来了人工智能在会计和财务上的大规模应用，财会
人员掌握 IT 和 AI 应用的基本知识，是把财会人培养成 AI 时代的双精人才的基本要求。

报告与管控是能力的核心！

图１

财会人员的核心新技能框架

综上所述，财会人员的核心新技能框架可由五大要素构成（如图 1）：报告与管控、IT 与 AI 应用、规
划、决策和业财融合。
（二）财会人员核心新技能框架下的专业课程构成
财会人员的核心技能，可以用课程创新体系来表达。课程可展现 IT 和 AI 应用、规划、决策和业财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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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核心基础是管控机制理论和内部报告（与 AI 融合后可提升为管控智能机制理论），基于一个核心基础
和四个配套的框架图，可衍生出核心能力框架的 15 门能力课程，分为五类：
1.核心基础课程：报告与管控。（1）会计核算与财务报告；
（2）管控机制理论与设计；
（3）预算管控系
统；
（4）内部报告设计。
2.业财融合：
（1）业务流程管控；
（2）绩效评价与激励；
（3）成本管控与风险管理。
3.决策。（1）管理决策（含投融资决策）支持；
（2）DSS 智能化。
4.规划。（1）战略规划与战略落地；
（2）资金规划及其精益管理。
5.IT 与 AI 应用。（1）IT 应用基础；
（2）AI 应用；
（3）智慧会计；
（4）RPA 与智能建模。
（三）为什么需要 １５ 门能力课程？
15 门能力课程的构成依据是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来支撑？改造财会人员知识结构的课程体系
设计和建设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下面就人工智能应用的影响提出三大理由：
1.解决 AI 时代的财会人员所需的基础理论
中国制造 2025 和 AI 应用要推进速度加快，财务机器人把会计和财务程序化的工作都自动化了，大
量财会人员必须转岗和调整其核心能力，因而，急需一套核心能力课程。另外，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相当
长时期还需要不断地完善智慧会计理论体系，包括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基础理论课程《管控机制理论与设
计》。这一课程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可参考傅元略〔18〕的专著《管控机制理论和应用——
—以管控为核心的
管理会计》，可在本科高年级或研究生开设这门课。
2.向综合型财会人才转变的需要
当前，人工智能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先进到能够处理综合性的财会业务还需要极其漫长的过程，
由此可见，财务机器人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的综合处理能力，诸如战略规划和业务流程的成本管控
等，财会人员还有较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因此，财会人员在企业管理中，需要精通业务流程管理和成本
管理、
战略规划和绩效管理，现初步达成如下共识：
（1）任何一位财会人员，今后都要掌握课程《业务流程管理》和《成本管控》，也是实现业财融合管理
（综合技能）的必备基础课程。
（2）基于战略目标的预算管控已经成为企业管控的基本系统，也就是《预算管理》成为会计的必备主
干课程。
（3）绩效评价与激励已经成为企业驱动全体员工积极创造价值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因此《绩效评价
与激励》也成了会计的必备主干课程。
（4）内部报告是流程管理、
成本管控、绩效管理和预算管控必备的基本工具，所以建议设立《内部报告
设计》的主干课。
3.AI 环境下的高端人才的需求
AI 应用环境下的职业判断和业财融合管理的高端能力，表现在进行某些职业判断，财会人员必须具
有敏锐洞察力，能汇集不同意见，善于应用集体决策等方法。这些应当是《智慧会计》和《RPA 和智能建
模》课程的主要内容。
随着 AI 普及应用，财会的传统管理智能逐步降低甚至消失，他们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财会创意的高
端设计工作上。因此，有关设计课程《内部报告设计》、
《管控机制理论和设计》和《DSS 智能化》的设计成为
财会人员的创造力培养的重要课程。以促使财会人员成为组织管控的设计师，将不同想法汇集成可行且
极具吸引力的综合解决方案和设计思维并融入团队和组织的管理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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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和未来研究
智慧会计理论研究是一个全新交叉学科领域，它将会计智能体、深度学习、软计算与传统会计理论融
合，并将“三设计一决策”的成果纳入会计智能体的知识库和规则库进行研究，形成解决现实财会问题的
知识体系。本文围绕智慧会计主题思想突出了财务机器人的影响和 AI 时代的会计变革。
本研究发现当前财务机器人就是 RPA 的部分应用，仅具备业务流程自动化的功能，但不具备相机决
策的智能。也就是 RPA 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智能化技术引入。因此，如何提升财务机器人的认知智能和创
造能力是一个未来研究的难题。
当前的财务机器人（RPA 的部分应用）没有强有力的会计与财务理论支撑，我们从目前的研究成
果可导出如下智慧会计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理论）：
（1）会计智能体理论，它被誉为财务机器人的
强智能部件。将智能体技术应用到决策支持系统的软件开发中，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决策支持系统的
性能进行改善：社会能力、快速反应能力、自治性、主动性、适应性和协作性。（2）管控智能机制理论。
从管控机制理论拓展到智能机制理论，它是指管控的结构和运行智能化机理，它起着基础性的、根本
的作用。在一定的控制环境下，有了良好的管控智能机制，甚至可以使一个组织能按照一个自适应系
统，在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能智能地和自动地迅速做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
既定的目标。（3）决策支持理论是源于决策理论和决策支持系统（DSS）结合，提出组织决策从传统的
“经验驱动决策”向“管控智能系统驱动决策”转型的理念，基于智能模型的推理、基于规则的推理
（Rule-Based Reasoning，RBR）和基于实例的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CBR）的决策支持系统的智能
体构建；另一重要的创新是管控机制智能化融入 DSS 智能化，这是 DSS 智能化与企业业务流程管控
相对接的创新性探讨。
在 AI 时代，财会人员的核心能力需要全面重构，不仅需要吸取国内外的会计研究和实践成果，考虑
社会变迁速度快的特点以及财务机器人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的综合处理和判断能力，诸如战略规
划、业务流程成本管控、内部报告设计、管控机制设计和 DSS 智能化设计等高端业务，财会人员还有较大
的提升和发展空间。因此，本文研究建议：就财会人员在 AI 时代的核心能力框架可表现为五大类（报告与
管控，IT 与 AI 应用，规划，决策和业财融合）的 15 门能力课程。
根据上面的研究成果总结发现，未来的智慧会计研究应该聚焦于：
（1）基于会计智能体理论的强智能
财务机器人的研究；
（2）管控智能机制理论和内部报告智能化理论的应用研究；
（3）决策支持智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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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ly 2017,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Plan and proposed three-step planning to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AI industry to a new height.
Moreover, th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all industries.
Should we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accounting theory research? The answer is yes. How should
accounting study AI appli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concept of "intelligent accounting". That is to
say, it puts forward a challenging subject to integrate AI application with 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re accounting agent of "intelligent accounting" and the intelligentization of its
control mechanism, reveals the framework of the ability change of Accountants in the AI era, and explores the
financial robots guiding the innovation of accounting theo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AI; financial robots; intelligent accounting; agents
【责任编辑 裴鸿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