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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在发展，IT审计必然要变革

（一）信息技术发展催生审计工作的变革

1、

有识人士曾经这样总结：互联网是一个国家、企业的基础设施
（平台），数据是一个国家、企业的战略资源，计算是一个国家、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必将给审计监督和管理带来机遇,更带来了挑战,审计信息化
势在必行,因为它不仅仅是审计技术和方法的变革，更是一种审计思
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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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技术影响到我们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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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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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量大 需要处理更大量的数据，中石化“十二五”
期间经营类数据已达到80T，“十三五”
数据将增长更迅速。

数据范围广 需要来自相关各个系统的数据，为了
适应“业财”“业审”融合，既需要
经营管理数据，也需要生产业务数据。

数据来源广 不仅需要单位内部数据，也需要来自外部
业务合作单位的数据（供应商、客户）以
及公共网站、微博、微信、WIFI等数据。

数据格式多 除了结构化数据，也要处理非结构化
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日志、
传感器、计量仪等格式的数据。

数据要求颗
粒度细

分析和监控要求的数据越来越详细。 数据实时性
要求高

不再满足数据库的处理有一天左右延
迟，管理层和各个层面都希望能够提
供实时的数据用于决策、管理、监控。

数据算法及
应用方法新

除了统计分析外，还需要大量运用算法建
模，包括关联规则、图形算法、聚类算法、
分类算法、时间序列分析。（SQL、OCR、
NLP、RPA、Python等）

数据分析深
度要求高

除了传统的统计分析外，对预警、预
测、决策支持的分析要求越来越高。

数据服务响
应要求快

敏捷开发带来的挑战，需要更高的开发效
率和更快的用户相应速度。

数据需集成
共享

大量数据和计算资源如何集成和共享，
内外部数据如何集成、共享和交换。

4.数字时代对审计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



5. 2020年评出的对会计、审计从业人员影响程度最
高的十项应用技术：
1.财务云（73.14%）
2.电子发票（66.33%）
3.会计大数据技术（62.44%）
4.电子档案（50.56%）
5.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48.41%）
6.新一代ERP（47.91%）
7.区块链技术（45.73%）
8.移动支付（43.00%）
9.数据挖掘(42.77%)
10.在线审计(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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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总书记到审计长对信息化、数字化审计都做
出了重要论断
1999年原审计长李金华关于计算机审计提出了“三个失去”的

警示名言：当时很多审计人员觉得是危言耸听或不以为然。

审计信息化建设事关审计事业发展根本，“不发展信息化，审
计事业就没有出路”，审计署在2012年将其上升到如此的高度。

2019年，审计署提出，要积极推进大数据审计，坚持科技强审，
通过信息化、数字化，努力提高审计监督的质量和效率。

2018年5月23日，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总书记、审
计委员会主任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科技强审，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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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政策导向层面对信息化提出了新要求

1. 2015年，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
见》

★审计机关要建立健全数据定期报送制度，加大数据集中力度。

★构建建国家审计数据系统和数字化审计平台。

★探索建立审计实时监督系统，实施联网审计。

★推进对各部门、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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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年国资委《关于深化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工作的实施意
见》（国资发监督【2020】60号）

★构建与“三重一大”决策、投资、财务、资金、运营、内控等业务信息系
统集成、共享、融合的审计生态链。

★根据审计人员层级与业务需要赋予相应的数据查询权限。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建立审计实时监督平台，推进实施联网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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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工作全面转型的理论提升对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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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IT审计的快速发展是落实审
计职能，提升审计监督能力的内在
需要

面临的新矛盾：审计力量不足—如何
实现全覆盖？

审计效率低—审计成本高
审计质量不高—审计风险大
审计人员参差不齐—复合型人才奇

缺

内部审计

全面转型

带来变化

审计信息化
数字化、智

能化

重要途径



三、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一）充分利用企业自身开发的信息系统和外
部大数据。

•资源调度

•审计项目

•审计质量控制

•审计报告

•审计整改、审计成果利用的闭环管理

审计前台

•风险树：风险情况、静态指标、动态模型

•数据模型：专题包、分析工具、监控平台审计模型

•风险研究：业务流程理解、数据逻辑理解

•价值管理：规则输出、改进建议

•知识库：审计方法库、历史经验、案例、定性库、定性依据库等
审计后台

1.整体
框架



三、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2.常见审计信
息系统

。

（一）充分利用企业自身开发的信息系统和外
部大数据。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3.外部常用信
息数据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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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分

利用外
部数据

。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5

信
息
化
与
数
字
化
关
联



三

。

（二）结构化分析实例
1.账表财务之间数据关系分析（举例）

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之间的关系分析

（1）应收账款、营业收入、应交税金（制造业）
（2）预付账款、预付工程款、费用、项目成本之间关系
（3）在建工程、预付账款、应付账款之间关系
（4）其他应收款与营业外收支之间的关系
（5）损益表与现金流量表之间的勾稽关系分析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结构化分析实例
2.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计划统计、生产统计数据之间）比对

（1）销售收入与产量及生产设备的产能对比（制造业）
（2）销售收入、产量与人员配比
（3）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产量与原材料、能耗之间关系对比
（4）销量与运费、运输量等对比
（5）存货（产成品）与产销率统计指标对比
（6） 产品售价与生产优质品率之间比对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3. 业务规则分析
业务规则是指符合业务的某一数值范围、一个有效值的集合，或者是一种数

据格式。基于业务规则的分析，需要根据具体的规则，在规则库中设置阈值，
然后进行数据运算对比，发现问题。如对住房公积金计提的审计，设置好计提
比例后对所有员工的工资基数按比例计算出应计提金额，然后与系统中的计提
数据对比，发现部分人员计提金额大于应提金额，深入检查后发现是部分工资
基数由有权限的人员手工维护，出现了有权限的人员调高自己工资基数的舞弊
行为。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4.时空多维度分析。
案例1：在工程建设真实性检查上时间、天气的矛盾也常用利用。

如很多工程的施工、用料受到天气条件的限制。检查施工量、材料
用料真实性时，可抽取施工记录、下料记录的时间，根据时间查询
当时的天气状况，如果出现不能施工、下料的天气就能证明虚假的
施工、用料。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4.时空多维度分析。

案例2：

价格上做文章舞弊
越来越少，都在打
时间差，调价时点
（或某些促销方案
出台）前后，大单
采购、销售都可能
藏玄机！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5.业务流程一致性数据分析。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三）非结构化分析
1.数据的特征分析：（Ben ford）定律
本福特定律，也称为本福德法则，一堆从实际生活得出的数据中，以1

为首位数字的数出现机率约为总数的三成，接近期望值1/9的3倍。
本福特定律作为一种数字统计的内在规律,近年来在国外自然科学和应

用科学领域得到广泛研究和应用。
国内会计和审计学界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应用研究,但还处于初级阶段。。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2.机器学习
技术的数据
分析（对象
的画像）

A. 经过算法的运算，得出的结果是
一个连续的值，称之为回归问题

B. 机器算法学会将数据分配到
不同的类，称之为分类问题.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3.文

本信
息的
智能
处理



三、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3.非

结构
化文
本信
息的
智能
处理



二、数字化审计转型的方法论

。

非结
构化
文本
信息
的智
能处
理



三、大数据审计能力提升与展望

以审计系统
为平台

以非现场审计
为抓手

深化数字化
技术应用

以技术方法学习总结
带动创新应用

夯实数字化
应用基础

完善提升集成管理系统、审计查证分析以及配套的数据子集，并逐步实现相关系统的集成、共享。（前
台的可视化应用）

全面推动数据仓库和云平台的建设，完善与审计、内控、风险、法律等监督相关的数据基础和建模工作。
（数据中台）
近期：主要利用审计经验，在能够预见到的问题和风险基础上，对结构化数据进行架构形成审计模型。
远期：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模型建设。

以互联网为依托，推动以业务岗位为基础的非现场审计常态化与高效化，推动审计组织方式的转变，要
进一步做到非现场审计与现场审计的有机结合，同时拓展信息系统的审计范围。

近期：适当对文档进行自然语言识别，利用算法进行部分场景的智能数据处理，发现未知的问题线索。
远期：全面拓展至图像、语音、文档、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探索以大数据为对象的人工智能审计。

打破大数据技术“瓶颈”，通过加强对SQL、Python、RPA等语言技术的深入学习没加强数据采集、
数据分析、数据处理，探索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在审计实践中的深化应用（数据建模工具化）。全面总
结应用经验和数据审计方法，形成典型方法库，做到“以点带面”的信息应用支持。（加强数据后台的
定性库、案例库、方法库等智库建设并不断完善）

大数据审计能力提升应用5—10年规划



三、大数据审计能力提升与展望

展望未来—无限可能----通过商业智能体系提升审计对业务的全面洞察力

未来审计人

发生了什么——实时监控

为什么发生——追溯分析 将会发生什么——风险研判

目前状况如何——持续审计

希望发生什么——提出建议意见



三、大数据审计能力提升与展望

。

3.逐步开展信息系统自身的审计



感谢大家，请提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