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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云会计研究课题的细化与展望

【摘要】对云会计的研究、实施问题进行分析，并归纳、总结出需要关注的云会计研究课题、子课题

内容，指出已有研究在云会计研究课题中的位置，可为今后云会计研究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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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与组织的流程、业务密切相关，因此会计信

息系统比其他系统软件更加复杂。由于云计算技术

具有低成本、个性化、透明化等优势，将云计算技术

应用到会计领域可以较好地解决会计信息系统建设

时所面临的复杂度高、投入大、风险大等问题。将云

计算技术应用于会计领域形成了云会计，实证调查

证实了企业对云会计的大量需求与云会计正在快速

发展的事实。

云会计可定义为构建于互联网上，并向组织或

个人提供会计核算、管理和决策服务的虚拟会计信

息系统。云会计提出后，已有研究探讨了云会计在企

业的应用与收益、基于云会计的集成和实时会计、计

价与收费、将云会计服务提供给学生或其他用户来

学习会计知识（云会计教育），以及云会计对自身和

其他相关领域的影响、与审计的关系、在高校等事业

单位的应用、在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平台中的应用、

云会计安全、云产品可信性、在线会计、云会计资源

管理、云会计实施、云会计服务建模等问题。

目前，我国对云会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

有许多内容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而云会计还有哪些

研究课题、子课题需要研究是目前云会计研究中一

个提纲性问题。考虑到云会计的研究课题与子课题

这一问题在目前云会计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分析

了云会计研究时应该研究的课题、子课题。由于云会

计最终落实为云会计服务，所以本文的研究细化为

对云会计服务（表示单一或每个云会计服务）和云会

计（表示多个或整体云会计服务）的研究课题与子课

题的分析。

二、分析研究方法

在研究的过程中，分析不同角色（如用户、服务

提供商、中介等）在不同的服务处理阶段（如分析、设

计、实现、测试、维护等）的作用，并针对不同问题（如

对服务的管理、集成、评价，对用户的评价，对服务提

供商的评价），按照不同方法对云会计进行不同角

色、在不同阶段、解决不同问题、利用不同方法的逐

项分析与研究。分析过程中用到的工具是如下表所

示的分析用表：表中的第 1行列示了分析研究方法

中各个研究分析项，第 2行给出了一个示例的各个

研究分析项的内容；表中第 1列“角色”、第 2列“阶

段”、第3列“问题”综合起来是对研究中问题的总体

描述，第 4列“方法”是对第 3列“问题”的解决方法，

第5列“具体内容”是第4列“方法”的具体化。

三、云会计的研究课题与子课题

对分析表中的结果进行汇总、处理，得到如下25
项云会计的研究课题，及各项研究课题包含的子课

题和已涉及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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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会计的含义与会计新范式分析。该课题包

括以下子课题：云会计的含义、云会计对会计业务和

会计信息系统的影响、云会计研究课题和子课题包

含哪些内容、云会计新的研究方法、云会计带来的新

范式、云会计带来的会计制度变化。其中已涉及的相

关研究有：云会计的定义、在线会计。

2. 云会计的影响分析。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题：

对自身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影响、与审计的关系、云会

计教育（在职人员的后续教育与在校学生的教育）、

客户如何简单理解并透明使用云会计服务。其中已

涉及的相关研究有：与审计的关系、会计知识学习。

3. 云会计中涉及的角色。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

题：研究者；客户（会计人员）；用户；分析决策者、设

计者、提供商（实现者）、测试与集成者、管理与维护

者、项目管理者；中介；其他相关者（如业务流程管理

者）。

4. 如何判断是否需要更新服务。该课题包括以

下子课题：判断是否需要修改旧服务、判断是否需要

增加新服务。

5. 云会计实施。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题：云会计

实施的内容、包含的服务；基于Web Service的云会

计实施方法；基于Web工程的云会计实施方法；基

于软件工程（包括分析、设计、实现、测试、维护）的云

会计实施方法；基于云计算工程（云计算体系结构、

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计算与辅助设备、虚拟化、资源

管理、服务交付、服务质量管理）的云会计实施方法；

云会计的实施过程管理；云会计实施的项目管理；云

会计实施与业务流程重组。其中云会计实施为已有

研究。

6. 所需的云会计服务根据什么分析得到、如何

分析得到。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题：客户需求、对市

场的预测、业务功能完善的需求、技术提升的需求、

性能上的要求、质量上的要求、业务流程重组的要

求、伴随环境（其他服务）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要求、

战略战术的变更要求。

7. 分析服务重要性的依据。该课题包括以下子

课题：服务是否事关组织的战略（关键）性业务、服务

是否事关组织的安全、服务的优先级、服务涉及的业

务是否具有长期性的特征。

8. 分析是否使用云会计的依据。该课题包括以

下子课题：服务不太重要、独自一次性建设投入大、

使用少、外包更划算；云会计的优势。已涉及的相关

研究为云会计应用与收益。

9. 云会计的设计与结构化的实现方式。该课题

包括以下子课题：云会计服务体系结构的构建、评价

和优化；云会计服务目录；云会计服务组合；云会计

服务构件。其中云会计服务组合为已有研究。

10. 云会计服务特征的含义以及如何保证实现

这些特征。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题：可兼容性（多平

台、多服务提供商、多协议、多技术等的兼容）；可扩

展性；标准化；一致性（服务之间的一致性、服务与要

集成的环境之间的一致性）；及时性；实时性；透明

性；易集成、易更新（服务的更新、提供商变换带来的

更新）、易操作、易理解；快速响应；最短完成时间；合

理赔偿；投入少。已涉及的相关研究为基于云会计的

实时会计。

11. 云会计中具体服务的标准化的含义、标准内

容，以及如何保证所实施的服务达到标准。该课题包

括以下子课题：接口标准化；云会计服务的描述、分

析、设计等方面技术、方法、工具的标准化；云会计服

务构件的形式标准化；云会计服务体系结构的标准

化；云会计服务组合和集成的标准化；云会计服务协

议的标准化；云会计服务需求的标准化；云会计服务

管理的标准化。

12. 云会计中这些服务集成目标的含义以及如

何实现这些目标。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题：云会计的

测试与调试正确性；云会计的可维护性；云会计服务

的整体性和相对独立性；统一接口；云会计服务集成

的手段、技术、方法、工具的标准化；协议的公开化、

简易化和标准化；计费方式的公开化与自动化。已涉

及的相关研究为基于云会计的集成会计。

13. 云会计的计价与结算模式、模型及其实现。

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题：云会计的支付与结算模式、

模型与实现；云会计服务执行情况的判断方法和计

费模型与实现；运行时对云会计计费工作的动态管

理、监控。已涉及的相关研究为云会计计价与收费。

14. 如何实现云会计服务的管理与监控。该课题

包括以下子课题：云会计服务的描述、注册、查找（如

所需服务与查询到的服务之间的匹配度）等工作中

方法、技术、工具的实现；云会计服务的变更管理；云

会计服务的运行时管理；云会计服务的异常管理；云

会计的监控与维护。

15. 云会计服务的演化分析与研究。该课题包括

以下子课题：云会计服务的运行活动周期；对云会计

服务变化的影响预测；云会计服务状态的分析、调

整、管理、记录；云会计服务的演化与不同实施阶段

的关系。

16. 对云会计服务提供商的分析选择、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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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如何应用）。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题：提供商

符合资格、认证要求；提供商的优先级与管理；提供

商对服务的支持力度；用户和提供商的关系；提供商

所提供服务的用户满意度；服务的技术复杂度；服务

的投资收益率；服务的增值程度；服务反映的管理水

平；所提供服务的质量；服务的协议执行情况；服务

的监督管理与控制情况；服务的计价模型与实现。

17. 云会计服务的选择、评价报告与指标体系

（含义、如何应用）。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题：服务的

合理性、完整性、可持续性；服务前后对比；不同提供

商提供服务的对比、评价、分析；云会计服务的形式

（Web、App）；独立方测评出具 IT审计（云会计服务）

报告；云会计服务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比；不同提供商

或同一提供商对同一或相似服务的对比分析。

18. 中介的任务分析以及对中介的评价。该课题

包括以下子课题：云会计服务的认证、担保；云会计

服务的购买、支付的可信任性；服务协议执行情况的

担保；服务中介的实现与商业模式；服务中转；服务

适配；服务汇聚；服务仲裁。

19. 服务业务的保障条件（含义、如何应用）。该

课题包括以下子课题：双方对服务业务的认识；用户

对服务的认可与付费；提供商提供服务并收费；中介

提供服务交易平台与信用担保、收费等工作；提供统

一接口、标准化接入。

20. 实现的平台特征与要解决的问题。该课题包

括以下子课题：公共性接入；管理与安全；层次性；体

系结构；公共框架、工具；兼容性；分布式、虚拟化；能

耗问题；多终端、移动化；碎片化；如何提供应用运行

和开发环境服务；如何提供应用开发组件等。

21. 如何分析判断基础设施即服务。该课题包括

以下子课题：所处层次；基础设施条件；拥有的硬件、

软件、网络、服务器、终端、能源等资源；网络加速；负

载均衡。

22. 如何判断软件即服务。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

题：基于Web的应用软件服务；服务API；数据管理；

位置管理；软件服务内容（如金蝶友商网SaaS的在线

会计和在线进销存）。

23. 云会计工作原理是什么。该课题包括以下子

课题：工作模式；服务的商业模式；服务的映射关系；

云会计服务类型；服务模式；云会计服务建模方法

（边做边改、结构化、瀑布模型、演化、螺旋模型、

RAD模型、REST、信息构建、推荐法）；云会计的系

统要素与组成。其中已涉及的相关研究有：云会计服

务建模、云会计服务类型。

24. 云会计的具体化。该课题包括以下子课题：

云计算与云会计；云会计产品实现；云会计的解决方

案（如参考华为的“物理资源、水平融合、垂直融合、

数据融合、接入融合、计费管理”的解决方案）；云会

计的应用。其中已涉及的相关研究有：在高校等事业

单位的应用、云会计安全、云产品可信性、云会计资

源管理。

25. 云会计服务与新环境的集成。该课题包括以

下子课题：新环境是在已有系统中引进了新技术，它

和服务的结合会产生新的系统；新技术应用后的新、

旧系统对比。其中已涉及的相关研究有：在物联网、

大数据分析平台中的应用。

上述子课题是对对应研究课题的细化、具体化；

括号里的内容是对括号前面内容的补充说明，例如

“云会计教育（在职人员的后续教育与在校学生的教

育）”中“在职人员的后续教育与在校学生的教育”是

对“云会计教育”的补充说明。为了对照分析云会计

的研究现状、前景，以上汇总结果给出了已有相关研

究和研究课题的对应关系，在研究课题中的位置。云

会计是由云会计服务组成的，为了表达简便，笔者用

云会计表示多个云会计服务或云会计整体服务，用

云会计服务表示云会计的单一服务或云会计每个服

务。

四、总结

本文对云会计的研究课题进行了简要的、提纲

性的分析，为云会计研究指明了可供选择的研究方

向、课题和子课题。通过本文的分析发现，云会计领

域至少有25项研究课题和100余项子课题内容可以

进行研究。对照已有的研究可知，已有研究只占研究

课题（和子课题）很少的一部分，目前还有大量的研

究课题（和子课题）可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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