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财会月刊2017.01

研发支出社会亮线法探微

【摘要】当前研发支出会计反映的三种方法都建立在对研发活动未来状态的估计基础之上，而且本

质上局限于对研发业务未来状态的个别估计，可能使研发支出会计反映严重背离实际情况。研发支出会

计反映应该以社会整体研发活动状态为基础，以尽可能限制研发支出会计反映中的主观估计因素，使会

计反映及其形成的财务报告信息尽可能符合研发活动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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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研发支出会计反映方法

从现有财务报告框架的角度来看，会计主体的

任何一项支出要么构成该主体的某项资产，要么构

成该主体的当期费用，前者称为资本化，后者称为费

用化。当前研发支出会计反映方法主要有三种：全部

资本化、全部费用化、有条件资本化。美国会计准则

选择将研发支出费用化，荷兰、巴西、瑞士等国家的

会计准则选择将研发支出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规

定：在研究阶段，研发支出必须进行费用化处理，直

接计入当期的损益；在开发阶段，满足特定条件的研

发支出则可以直接计入成本。我国会计准则采取与

国际会计准则相似的处理办法，在满足一定条件的

情况下允许企业将研发支出资本化。这三种研发支

出会计反映方法的划分，主要是基于对研发支出未

来状态的不同判断。

全部资本化认为研发活动能够带来对企业未来

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的产品，研发支出应该归集于

研发活动产生的专利权、专有技术等成果，并在未来

的会计期间进行摊销。显然，资本化会使当期费用减

少、利润增加，同时使企业资产增加。资本化有利于

企业融资，但不利于企业降低纳税负担，尤其是所得

税纳税负担。

全部费用化认为研发支出能否带来或者能带来

多少未来经济利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很难直接关

联具体的资产，而费用化不仅可以减少会计自由裁

量导致的信息错误，而且可以降低当期所得税纳税

负担，但会减少当期企业利润，不利于融资。

有条件资本化是全部资本化与全部费用化的折

中方案，将研发支出分解为可以形成资产和不能形

成资产两个部分，其中可以形成资产的研发支出予

以资本化，而不能形成资产的研发支出则费用化，通

常按照研发的不同阶段来划分资本化和费用化的研

发支出。

令人诧异的是，全球研发能力最强、形成研发成

果最多的美国采取费用化的方式来反映研发支出，

而研发能力较弱、成果较少的巴西等国采取了资本

化的方式，更多国家采取折中的有条件资本化的方

式。可见，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分析研发支出，

才能解释其中的规律，并形成更好的会计反映方式。

二、现有会计反映方法是基于对研发支出相应

业务未来状态的估计

费用化是将研发支出在当期确认为费用，而资

本化是将研发支出归集到某项资产上暂时不确认为

费用，待到资产被出售或者损耗时再确认为费用

——相当于若干期之后再确认为费用。可见，费用化

与资本化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是否将研发支出确认为

费用，而在于在哪一会计期间确认为费用，这将对各

会计期间的财务报告产生重要影响。

从企业经济业务循环来看，几乎所有的经济业

务都会经历“货币——非货币资产——货币”的过

程，研发业务也一样，而且研发业务循环周期通常需

要经历数个甚至数十个会计期间。由于研发业务循

环周期与会计期间的巨大时间差异，使得会计必须

要对研发业务状态进行估计，报告其成本与预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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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未来经济利益的价值。费用化、资本化和有条

件资本化三种方法的共同特征是会计对研发业务状

的估计。既然是估计，那么就只能尽量符合研发业务

的实际情况，以尽可能减轻估计误差形成的财务报

告信息错漏程度。但是研发支出费用化或者资本化

可能使研发支出当期及相关各个会计期间的财务报

告中的收益信息出现巨大波动。当这些信息被投资

者和政府机关作为决策及行为依据时，可能使投资

者改变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可能使政

府机关改变税费征收行为和调控行为从而影响企业

的税费。

可见，在研发支出当期对未来研发状态进行估

计具有很大的难度和风险，而会计期间与研发业务

循环周期的巨大时间差异进一步增加了其中的风

险。这不仅是导致现有研发支出会计反映方法产生

分歧的根源，也是导致按照这些方法形成的会计信

息出现错漏的根源。

三、现有会计反映方法本质上局限于对研发业

务未来状态的个别估计

费用化、资本化或者有条件资本化都是站在估

计某个具体研发业务未来状态的基础上对某项具体

研发支出进行的会计反映：①费用化是估计所有具

体的研发业务都不能带来任何未来经济利益；②资

本化是估计所有具体的研发业务都能够带来未来经

济利益；③有条件资本化是估计一部分研发业务能

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另一部分研发业务不能带来

未来经济利益。

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企业只有一少部分的研发

活动能够成功形成资产，全部费用化与全部资本化

都是比较极端的方法，相比较而言，有条件资本化比

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有条件资本化中的条件是指：

只有当某个具体的研发业务能够形成资产时，才能

够将其相关的研发支出予以资本化。这依然是在估

计具体研发业务未来状态的基础上进行会计反映。

可见，现有研发支出的会计反映方法是从单个企业

的具体研发活动的角度来考虑研发支出能否形成资

产及其价值。这使得会计反映必须考虑单个企业具

体研发支出能否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由于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且研发业务循环周期

较长，使得企业难以在研发支出发生的会计期间准

确估计某个具体的研发业务未来的状态。实际上，仅

就单个企业具体研发业务而言，几乎不可能准确估

计其能否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甚至无法做出较为接

近实际情况的估计。因此，如果局限于对具体研发业

务的个别估计，不论是采取费用化、资本化或者是采

取有条件资本的会计处理方法，都可能使研发支出

会计反映严重背离实际情况。

四、研发支出会计反映应该以社会研发活动总

体状态为基础

1. 尽可能限制研发支出会计反映中的主观估

计因素。现有研发支出会计反映以对相应的具体研

发活动未来状态的个别估计为前提。在一定条件下，

这种个别估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主要反映企业管

理层对研发活动未来状态的估计及其自身利益的需

求。如果允许企业将研发支出资本化或者有条件资

本化，实际上给予了企业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哪些支出可以在何时计入指定的资产。这可能会出

现如下情况：①管理层可能没有尽到勤勉之责而对

研发活动状态判断错误，使会计反映的研发支出资

本化不符合实际情况，导致财务报告信息出现错漏，

投资者和政府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发生损失，则管理

层可能要因此承担责任；②管理层已经尽到勤勉之

责但对研发活动状态判断依然错误，导致投资者和

政府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发生损失，则管理层可能要

因为无法证实自身已经尽到勤勉之责而依然受到不

公正指责；③管理层甚至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利

用研发支出资本化来调节某些会计期间的收益，导

致财务报告信息出现严重错漏。

虽然费用化的会计反映方法消除了企业利用研

发支出会计反映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且排除了管理

层因此承担责任的调节，但同时也完全排除了研发

支出与其形成资产之间的任何关联——这显然不符

合研发活动的实际情况，使相应会计期间的财务报

告信息出现错漏。因此，费用化是一种低效率的排除

主观估计的方法。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恰当的方法，既能够提

高研发支出会计反映的效果和效率，使财务报告中

的相关信息符合研发活动的实际情况，又能够将其

中的主观估计因素限制在合理范围内，至少使其中

的主观估计因素能够被外界观察。

2. 以社会研发活动总体状态为基础反映研发

支出。从整个社会来看，所有企事业单位开展的研发

活动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研发活动总体。可以用研发

支出金额、研发成功的概率、研发产出的效益等指标

来描述社会研发活动总体状态。在某一段时期中，社

会研发活动总体支出金额、成功的概率与产出效益

的数量关系比较稳定。2005 ~ 2014年我国技术市场

成交额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比例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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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左右；2011 ~ 201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

产品开发经费占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稳定在 7%
左右，具体如表1、表2所示。

从研发活动个体与总体的关系来看，虽然许多

研发支出不能直接形成具体的产品，但是能够对另

一些直接形成产品的研发活动产生积极作用。尽管

在研发支出发生当期很难识别哪些研发支出可以带

来未来经济效益，也很难确认哪些资产具体来自于

哪些研发支出，但研发活动形成资产的事实却不容

否认。研发活动虽然通过形成资产来实现其价值，但

是研发活动更多地与企业整体发展相关联，对某个

产品而言失败的研发活动可能是未来某一种产品研

发活动的基础。企业所有研发业务及其形成的资产

带来的盈利或者损失都最终归属于企业法人。

实际上，就企业整体生产与发展的范畴来看，企

业开展的所有研发业务总会存在某种关联，失败的

研发业务很可能正是成功研发业务的基础，比如技

术积累、人才积累等。可以预见，在我国大众创新、万

众创业的激烈竞争市场环境中，企业需要开展持续

而广泛的研发业务，大规模的研发活动能够使研发

成功的比率趋于稳定。推而广之，从整个社会来看，

所有企业或组织的研发活动都存在关联，而且社会

研发活动总体取得成功并形成具体资产的概率是比

较稳定的。

个别估计仅仅考虑某个具体研发活动未来状

态，将研发支出的会计反映局限于某个具体研发活

动未来的状态，而不是从企业整体来反映研发支出，

也不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反映研发支出。所以，应

该考虑放弃以个别研发业务状态作为基础来进行研

发支出的会计反映，转换为以整个社会的研发支出

状态作为基础来反映研发支出。

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研发活动总体成功的概率

是众多企事业单位开展研发活动的总体反映。也就

是说，社会范围内的研发成功概率对个体而言是外

在的客观存在的。因此，应该以社会研发活动总体成

功的概率作为研发支出会计反映的基础，这能使研

发支出会计反映信息尽可能接近于研发活动的实际

情况，同时能最大限度地缩小企业管理层的主观估

计因素。

五、构建研发支出会计反映的社会亮线法

1. 研发支出社会亮线法的特征。亮线法最初出

现在美国司法案件审理过程中，以明确的衡量标准

及计量基础来尽可能减少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亮线法的特质恰好能够满足在研发支出会计反映中

提高会计信息有效性的同时最大限度缩小企业管理

层主观估计因素的需要。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亮线法

是以其他判例或者其他法律事实作为衡量标准及计

量基础，其他判例或者其他法律事实也可能是个例。

因此，需要将适用于研发支出会计反映的亮线法的

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当以社会研发活动总体作为

参照事物作为研发支出会计反映的衡量标准和计量

基础时，可以将这种方法称为社会亮线法。

社会亮线法的理论基础是社会研发活动总体状

态应该能够体现大多数企事业单位个体研发活动的

特征。社会亮线法实践应用的条件是能够依据社会

经济数据确定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具体范围和摊销年

限。从当前信息技术和国家经济基础数据库的情况

来看，可以使用大数据手段确定一段时期内我国研

发支出资本化的具体范围和摊销年限。

社会亮线法应该允许所有企业当年的研发支出

全部资本化，并以国家或者地区社会研发活动总体

作为对象来确定研发支出资本化摊销年限，将资本

化的研发支出按照一定规则在相应年限内摊销，如

平均年限法是将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在摊销年限内平

均分摊。从我国政府鼓励企业开展研发创新的角度

年份

2014
2013
2012
2011

新产品
销售收入

1428952968
1284606903
1105297711
1005827245

新产品
开发经费

101231582.0
92467435.9
79985405.1
68459429.8

新产品开发经费占新
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

7%
7.2%
7.2%
6.8%

表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支出

13015.63
11846.60
10298.41
8687.00
7062.58
5802.11
4616.02
3710.24
3003.10
2449.97

技术市场
成交额

8577.18
7469.13
6437.07
4763.56
3906.58
3039.00
2665.23
2226.53
1818.18
1551.37

技术市场成交额
占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支出比例

65.90%
63.05%
62.51%
54.84%
55.31%
52.38%
57.74%
60.01%
60.54%
63.32%

表 1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比例

金额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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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税务机关应该允许企业采取社会亮线法形成

的摊销额的一定比例在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如按

摊销额的 1.5倍加计扣除。社会亮线法的重要特征

是：①以社会研发活动总体状态为基础确定企业研

发支出资本化的具体范围；②以社会研发活动总体

状态为基础确定研发支出资本化摊销年限。

2. 制定研发支出社会亮线法的实践标准。研发

支出资本化的具体范围应由政府相关部门委托税务

行业协会或者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独立方进行深入调

研分析，根据社会整体合理确定某一段时期内研发

支出中可以资本化的具体项目。企业为开展研发活

动所发生的、专门的支出应该都归入可以资本化的

研发支出范围，包括研发活动试验试制经费、专门用

于研发的设备购置费或租赁费与使用费、专门进行

研发的研究人员工资等。其中专门的支出是指独立

于生产经营仅用于研发活动的支出。企业应该用专

门的账簿登记这些研发支出，以便单独提高研发支

出的相关信息，并接受相关机构专门的检查。应该支

持企业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允许专门研发机构管

理层的办公费、人员工资等相关经费支出列入可资

本化的范围，在被摊销的会计期间允许在所得税税

前加计扣除。因此，需要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

所，对企业资本化的研发支出进行鉴证，以确保企业

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在合理范围内。

研发支出资本化摊销年限应由受托行业机构在

政府相关部门领导下，研究整个社会过去较长一段

时间（5年以上）研发支出与研发活动的整体状态，

包括以研发支出总支出及研发成功并形成产品的支

出的比值作为基础，确定合理的研发支出资本化摊

销年限。

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对任何个体而言整个社

会范围研发活动成功的概率应该是客观存在的。这

个概率的倒数应该可以比较接近于研发支出成功所

需的年数，即可以将研发支出平均或者以某种方式

在这个年数范围内进行摊销。而且研发支出摊销年

限应该符合研发活动的实际情况：随着某一段时期

取得成功的研发活动的比率越高，则该时期取得成

功的研发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越大，研发支出资本

化摊销年限越短；反之，则摊销年限越长。如果某一

段时期内研发支出资本化摊销年限越短，则说明这

段时期内研发支出形成的新产品越多，由此技术更

新速度加快，研发支出资本化后的资产可以为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的时间缩短，应该缩短摊销期限。这样

可以使会计反映的企业研发支出情况基本吻合整个

社会研发的实际情况。

研发支出成功形成资产的概率可以采取多种方

式来确定，比如以某时期取得成功的研发支出与该

时期社会全部的研发支出的比值为标准，那么研发

支出资本化摊销年限可以表述为：研发支出资本化

摊销年限=某时期社会全部的研发支出÷该时期取

得成功的研发支出。

受托行业机构需要利用大数据工具对某时期社

会经济数据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才能获得该时期

全社会研发支出和取得成功的研发支出的具体数

据。就国家统计局的年度报表数据来看，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支出、新产品开发经费与销售收入等数据

比较接近于社会亮线法所需数据的范围。但从制定

税收标准来看，需要进行大量数据分析和精确衡量

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研发支出资本化摊

销年限。

确定研发支出资本化的范围及摊销年限之后，

需要寻找合适的方法将资本化的研发支出摊销到相

应的会计期间。行业组织应该根据社会研发活动的

整体情况采取平均年限摊销、销售量摊销、加速摊销

等方法来摊销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如果采取平均年

限摊销法，则摊销率与研发成功的概率基本一致。行

业组织可以确定所有企业研发活动均采取同一种摊

销方法，也可以确定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活动采取的

不同摊销方法。企业应该遵守行业组织确定的摊销

方法。

研发支出社会亮线法采用社会研发活动总体状

态的特征作为资本化的标准，包括可以资本化的研

发支出范围、摊销年限及摊销方法，能最大限度地防

止资本化过程中管理者的过度自由裁量权导致的信

息错漏，使会计反映及其形成的财务报告信息尽可

能符合研发活动的实际情况。并且国家制定的摊销

额可在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体现了国家

对研发活动的鼓励。尽管个别企业的情况与社会整

体情况有区别，但是相较于其他方法而言，社会亮线

法能够使尽可能多的企业的研发支出得到最为接近

实际情况的会计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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