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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思维导图改进杜邦财务分析

【摘要】传统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对于不具备相应财务知识的信息使用者而言，

难以理解各指标之间的勾稽关系。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杜邦财务分析，能将枯燥复杂的财务信息直观明了地表述出来，可使

财务信息使用者提高工作效率，高效做出财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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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维导图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作用

由英国心理学家东尼·博赞（Tony Buzan）发明的思维导

图（Mindmap）是一种革命性的有助于快速学习的思维工具，

其核心思想是运用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方法，通过

图像和线条组成发散结构，以此将思维痕迹展示出来，促进

思维水平和智力技能的提高。这些用图像、颜色、符号“画出

来”的思维过程易于被大脑接受，具有焦点集中、主干发散、

层次分明、节点相连的优势，有利于形成直觉思维。这种高效

的图形思维工具提供了崭新的思考方式和角度，可应用于制

订计划、组织活动、分析问题、管理项目、学习课程、论文写

作、准备演讲等各个领域。如今，思维导图风靡世界，总用户

已经超过了2.5亿人。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传播，其使用者涉

及各个行业，许多著名学府还开设了思维导图的课程。

在财务管理领域的项目管理、预算规划、投资决策、财务

分析等工作中，思维导图可以激发头脑风暴，提出创造性解

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提高管理效率。企业进行管理决策分

析时，借助思维导图的图形、图像、颜色、线条，可将企业财务

状况全过程转变为清晰、有条理的可视化图像，直观地展示

企业各项具体财务指标之间的联系，快速抓住企业财务问题

的重点与关键，帮助财务信息使用者理解企业财务指标内

涵，分清主次、系统整合财务资讯，高效做出财务决策。

二、传统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一）传统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应用

1. 杜邦财务分析指标的计算。

例：和达科技公司主营业务为软件研发，其20×4年营业

收入 1800万元、净利润 560万元，20×5年公司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净利润 605万元。和达科技公司 20×3年年末、20×4年

年末、20×5年年末的资产负债表（简表）详见表 1，2014年、

2015年杜邦分析指标的计算详见表2。

杜邦分析指标的相关计算表明，和达科技公司 20×4年

净资产收益率为56%，20×5年的为50%，较上年降低了6%，反

映公司股东投入资本的回报水平有所下降。

2. 和达科技公司 20×5年对比 20×4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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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

权益
乘数

销售
净利率

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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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年

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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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 1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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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1500 /2

( )1500+ 1200 /2
( )1100+ 900 /2

560
1800

1800
( )1500+ 1200 /2

计算结果

56%

41.4815%

1.35

31.1111%

1.3333

20×5年

计算过程

605
( )1100+ 1320 /2

605
( )1680+ 1500 /2

( )1680+ 1500 /2
( )1320+ 1100 /2

605
2000

2000
( )1680+ 1500 /2

计算结果

50%

38.0503%

1.3140

30.25%

1.2579

差异

-6%

-3.4312%

-0.036

-0.8611%

-0.0754

表 1 资产负债表（简表） 金额单位：万元

表 2 杜邦财务分析指标 金额单位：万元

注：为更准确利用因素分析法进行杜邦分析，权益乘数

计算过程中涉及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均采用年平均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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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的原因分析。20×4年和达科技公司净

资产收益率为 56%（31.1111%×1.3333×1.35），

20×5年净资产收益率为 50%（30.25%×1.2579×

1.3140）。20×5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原因具体

如表3所示：

由表3 中的指标分解来看，销售净利率减

少了 0.8611%，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了

1.5499%；总资产周转率降低了 0.0754，导致净

资产收益率下降了 3.0791%；权益乘数减少了

0.036，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了1.3699%。受上

述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和达科技公司 20×5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比20×4年下降了6%。

（二）传统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缺陷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作为综合反映企业财

务状况的评价体系，能评价企业的股东回报水

平、盈利能力、资产营运效率、企业债务安全，

还能通过严密的逻辑关系揭示主要财务指标

之间的联系，因其科学性、合理性在企业财务

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许多财务信息使用

者未接受专业、系统的财务知识学习或培训，

对财务指标的含义、计算、评价并不精通。杜邦

财务分析体系包含一系列财务指标的演算、推

导，对于不具备相应财务知识的信息使用者来

说，无法理解指标之间的勾稽联系，给财务信

息的阅读、分析、判断带来很大挑战。

三、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杜邦财务分析

在面对抽象、庞杂的财务数据时，思维导

图可以让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杜邦财务分析

思考过程变得可视化，轻松组织信息，清晰呈

现指标间的关系，使财务信息使用者更易理解

杜邦财务分析的推导原理、评价过程，更易于

抓住财务分析的核心与关键，进而提高工作效

率。思维导图的发散性思维架构还可以使财务信息使用者突破原来的思

维局限，增强信息间的交流，快速捕捉思想，有利于在头脑风暴捕捉灵感，

进而从大局出发，扩大思维格局，做出基于企业总体长远发展、股东财富

最大化的分析判断。

（一）绘制杜邦财务分析思维导图

1. 绘制净资产收益率的思维导图。根据表 2中的数据，绘制和达科技

公司20×4年、20×5年的杜邦财务分析思维导图，如图1、图2所示。

2. 绘制净资产收益率变动的思维导图。根据表3中的数据，绘制如图3

所示的和达科技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变化的思维导图。
总资产
收益率

销售净
利率

总资产
周转率

权益
乘数

总计

变动

-3.4312%

-0.8611%

-0.0754

-0.036

-

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38.0503%-41.4815%）1.3333
=-4.5748%

（30.25%-31.1111%）1.3333×
1.35=-1.5499%

30.25%（1.2579-1.3333）×1.35
=-3.0791%

30.25%×1.2579（1.3140-1.35）
=-1.3699%

（-1.5499%）+（-3.0791%）+
（-1.3699%）≈-6%
或（-4.5748%）+（-1.3699%）
≈-6%

图 3 净资产收益率变动

表 3 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图 1 20×4年净资产收益率

图 2 20×5年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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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和达科技公司 20×5年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

入、净利润较20×4年均有所增加，但由于净利润增长幅度小

于收入增长幅度、周转速度放缓以及未充分利用举债经营等

原因，最终20×5年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降低了。

（二）运用思维导图寻找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途径

即便是不具备财务分析相关知识的财务信息使用者，通

过绘制、阅读思维导图，也可以直观地看出各财务指标在分

析体系中的关系。要提高企业核心财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

可通过提高权益乘数与总资产收益率两个途径来实现，提高

净资产收益率途径的思维导图如图4所示：

对于提高总资产收益率，不同行业、处于不同时期的企

业，其实现途径也不尽相同。重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所占比

例高，加快资产周转速度难度大，只有通过提高销售利润率

来提高总资产收益率。而流通业、传统服务业等行业，因竞争

激烈导致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不高，应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加

快总资产周转速度来提高总资产收益率。结合企业所处产业

生命周期来分析，当产业处于导入期或增长期时，企业资产

规模不断扩大，总资产周转率较低，应选择提高销售利润率

来提高总资产收益率。当产业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时，市场

饱和度高、竞争激烈，难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水平来提高销

售利润率，可选择加快总资产周转速度提高总资产收益率。

本例中的和达科技公司是从事软件研发的高新技术企

业。这类企业在技术研发阶段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成功

投产后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于售价往往是极低的，并且为保

持产品服务的技术竞争优势，需要在技术研发上持续投入。

因此，要想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应该从提高销售利润率、扩大

权益乘数两方面突破。对于提高销售利润率，具体可通过提

升产品服务质量稳步提高营业收入、加强管理降低成本费用

等途径来实现。对于权益乘数，在保证企业债务安全的前提

下，可以通过加大财务杠杆、提高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比例

的方式实现。

四、思维导图应用于企业财务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

基于思维导图的企业财务分析，可使企业财务管理效率

得到大幅提高。尽管思维导图风靡一时，但理论界对其评价

褒贬不一。因此，企业管理者要理性对待与应用思维导图，不

能陷入“万能论”或“无用论”的陷阱，认清本质、最大限度发

挥其在企业财务管理领域提高效率、激发思维的作用。

（一）科学应用

信息时代，如何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有效管理成为一

项重要技能，不论是在知识管理还是在企业管理领域，思维

导图都是提高此项技能的实用工具。但思维导图并非万能，

其用途、功效因人而异。要想高

效发挥其作用，提高管理质量，

就要对使用者进行思维技能的

训练。通过认真学习思维导图

绘制的相关规则、软件，努力挖

掘其在管理领域的潜在价值。

（二）理性对待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可视化

思维工具，能应用于项目管理、

投资决策、财务分析等企业管

理领域的分析与策划活动，创

造性地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

方法。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杜邦

财务分析，可以帮助不具备相

应财务知识的信息使用者直观理解企业财务指标的内涵，理

清脉络、快速分析各项具体财务指标之间的联系，发现企业

财务问题的重点与关键，系统整合财务资讯，方便企业利益

相关者高效做出财务决策、制定企业战略规划。

思维导图可以为思维激发和思维整理提供可视化支撑，

使思维更高效，但不能提供思维模式本身。在企业财务管理

领域，它只是思维工具，并不能真正提供“提高企业经济利

益”、“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途径。将其运用于杜邦财务分析

法，也不能提供企业提高盈利能力、加快营运能力、保证偿债

能力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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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提高净资产收益率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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