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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人们对电子发票的使用还存在一些争

议，如安全性、报账难、需要专门的财务核算系统支

持等问题，但是电子发票的推广与普及已是一种世

界性的趋势。欧盟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电子

发票指导纲要》，为电子发票的使用奠定了基础。

2013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公共采购电子发

票指令草案，要求建立兼容欧盟各成员国的电子发

票系统，而且欧盟于 2013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新的

增值税法规定，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拥有相同的法

律地位。我国于2011年6月发布《中国电子发票蓝皮

书》，2013年 2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网络发票管理

办法》，2014年 6月 27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接收应用国内首单电子发票。

电子发票是商品交易活动中开具或收取的电子

收付款凭证，不管是理论方面还是实务方面，电子发

票的普及对会计核算的影响也许都是革命性的。当

然，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会计核算理论与实务的

冲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例如，纸质发票会计软件的

普及使传统的账务处理程序理论几乎完全废除。电

子发票的普及可能会动摇借贷记账法和记账凭证的

存在，至少可以较大程度地挤压借贷记账法和记账

凭证的存在空间。

一、当前会计环境下借贷记账法的主要功能

借贷记账法的产生和使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

史，在各种复式记账法中，借贷记账法对世界各国会

计核算的作用可谓“居功至伟”。其主要特征有：清晰

地记录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较好地记录各账户的

资金变化，较为便捷地检查账簿记录差错，账户的设

置与运用更加灵活等。本文将会计核算环境分为手

工核算环境和会计电算化环境，会计电算化环境又

进一步分为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和电子发票会

计电算化环境。当前会计环境是指手工核算环境和

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借贷记账法在不同环境

下表现出的功能是不同的。

（一）手工核算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序及借贷记

账法的功能

1. 手工核算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序。手工核算

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序根据过账量的多少与科目对

应关系的要求，可设计为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科

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

序、多栏式日记账账务处理程序等。与纸质发票会计

电算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序最具可比性的是记账凭

证账务处理程序，如图1所示（以下介绍的账务处理

程序均省略了银行存款核算程序）。

浅析电子发票对借贷记账法存在空间的影响

【摘要】本文采用质证分析的方法，对借贷记账法在会计核算中的功能进行了分析，指出电子发票

的普及将会挤压借贷记账法存在的空间。这是因为在电子发票会计电算化的环境下，就数据传输技术而

言，借贷记账法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管理创新的可能性而言，记账凭证可以不再是会计核算程序

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但在手工核算环境下和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借贷记账法和记账凭证仍然具

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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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手工核算环境下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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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核算环境下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的主要

步骤为：①根据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②登记账

簿；③试算平衡；④编制会计报表。

2. 手工核算环境下借贷记账法的功能。一是为

账簿记录奠定基础，将非会计语言转换为会计语言，

即根据原始凭证利用借贷记账法登记记账凭证。这

是会计核算首次使用借贷记账法。二是根据试算平

衡的要求，将各账户中的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

期减少额、期末余额等会计核算的核心信息，利用借

贷记账法表示为期初借（贷）方余额、本期借方发生

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期末借（贷）方余额等信息。这

是会计核算第二次使用借贷记账法。三是利用试算

平衡理论，在科目汇总表中和账账之间进行试算平

衡，检查各种账簿记录是否存在差错。这是会计核算

第三次使用借贷记账法。

会计核算信息从账簿记录过渡到会计报表中，

借贷记账法不再具有功效。

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是分门别类地反映资金运

动的来龙去脉，并能按照规定的项目以表格的形式

总括地报告出去。手工环境下的借贷记账法，在完成

记录任务的基础上，凭借其便捷、合理的试算平衡方

法，成为世界各国首选或唯一的会计核算方法。

（二）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

序及借贷记账法的功能

1. 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

序。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序的

基本思路是模拟手工核算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序。

电脑展示给会计人员的程序是：记账凭证——账簿

——会计报表。但是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的程序更

为复杂，如图2所示。

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序

为：①记账凭证数据的采集与录入；②凭证审核；③凭

证修改；④记账与结账；⑤输出记账凭证；⑥输出账

簿；⑦输出会计报表。

手工核算与会计电算化账务处理程序最主要的

区别是：手工核算是根据记账凭证、科目汇总表或是

汇总记账凭证登记账簿，再根据账簿记录编制会计

报表，记账凭证与账簿之间、账簿与会计报表之间存

在数据上的递进关系；而会计电算化是根据“科目余

额、发生额文件”中的数据，按照规定的程序自动生

成记账凭证、各种账簿和会计报表所要求的数据，记

账凭证与各种账簿之间、账簿与会计报表之间不具

有数据上的递进关系。也就是说，手工核算环境下的

账务处理程序理论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是失效的。

2. 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借贷记账法的

功能。一是完成记账凭证的录入。即按照借贷记账法

的要求将纸质原始凭证的基本数据，以记账凭证的

形式录入系统中。二是账簿中的生成数据要以借贷

记账法形式予以显示。即在设定的账页中显示期初

借（贷）方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期末借（贷）方余额等。

（三）手工核算环境下与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

境下借贷记账法功能的区别

手工核算环境与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借

贷记账法的功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在记账凭证

中借贷记账法都有完整的应用；在账簿中都要生成

具有借贷标识的账页。但二者的区别也较为突出。

一是手工核算环境下借贷记账法具有试算平衡

的功能，而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不需要借贷

记账法的试算平衡功能。手工核算环境下，每一笔经

济业务都要由不同的会计人员根据记账凭证分别在

总账、日记账、明细账中进行登记，因为重复转抄，容

易导致账证不符或是账账不符。因此，会计人员要定

期利用试算平衡理论进行账内差错检查和账账数据

核对，确保所有的总账和日记账、明细账相符。在纸

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由于账务处理系统采用

预先编制好的程序，根据“科目余额、发生额文件”中

的数据，同时生成记账凭证、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

图 2 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账务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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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计报表；记账凭证与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之

间，账簿与会计报表之间，不存在数据上的递进关

系。因此，只要预先编制的程序正确，就没有必要利

用试算平衡原理进行账内检查与账账核对。

二是手工核算环境下账页中的借贷标识具有不

可替代性，而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账页中的

借贷标识具有可替代性。在手工核算环境下，账页中

的借贷标识具有较多的功能，如：在余额栏，借贷标

识可以反映该账户的性质；在发生额栏，反映账户性

质的不同借贷标识又可以反映账户“增加”或是“减

少”。这种不固定“借”、“贷”内涵，灵活使用借贷标识

的目的是为了能更加便捷地进行试算平衡。因此，手

工核算环境下借贷标识具有较强的功能性。

在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账页中的借贷

标识只是为了模拟手工账页的格式，保留会计人员

的阅读习惯，根本没有试算平衡方面的要求。因此，

账页中删去借贷标识，改换成非会计人士也能看懂

的“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期末

余额”是完全可行的。

二、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记账凭证的主

要功能

在纸质发票环境下，不管是手工核算还是电脑

核算，其记账凭证的功能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主要功

能有：①作为将非会计语言转换为会计语言的载体。

作为载体的记账凭证，要根据原始凭证中以非会计

语言记录的经济业务转换为以会计语言记录的经济

业务，以备登记账簿。②会计检查的基本路径。在根

据账簿记录查找问题时，记账凭证是从账簿记录追

索原始凭证记录的唯一路径。③会计核算程序链上

的重要一环。在手工核算环境下，记账凭证具有承上

启下的作用；在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记账凭

证数据的输入是电脑核算工作的起点。

因此，在纸质发票环境下，不管是手工核算还是

电脑核算，记账凭证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都是不

容置疑的。

三、电子发票环境下会计核算的账务处理程序

目前，电子发票环境下的会计核算软件正处于

研发之中。由于软件技术的支持与管理创新的可能，

电子发票环境下会计核算程序一定会不同于纸质发

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会计核算程序。在纸质发票

会计电算化环境向电子发票环境过渡的时期，还会

存在手工核算与电脑核算并存，以及电脑核算加带

手工核算的现象。但从长远来看，电子发票环境下的

会计电算化程序将会取代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

下的会计电算化程序，成为会计核算最主要的形式。

（一）电子发票环境下会计核算账务处理程序

1. 过渡时期电子发票环境下会计核算账务处

理程序。过渡时期电子发票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序

（如图 3所示）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会计电算化加带

人工核算。即先将电子发票打印为纸质发票，再根据

纸质发票人工输入记账凭证。这种处理程序的安排

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电子发票尚

未普及，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并存，人工输入记账凭证必不可少；二是现有会计软

件可以继续使用，记账凭证的输入是会计电算化工

作的起点。

2. 远期电子发票环境下会计核算账务处理程

序。从长远来看，随着电子发票的普及，适应电子发

票环境的会计软件也会被开发出来，会计核算的电

算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该环境下的账务处理程序

如图4所示。

从技术层面上讲，原始发票已经电子化了，在会

计软件程序设定的情况下，根据电子发票自动生成

电子化的记账凭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同样也可以

直接生成“科目余额、发生额文件”。手工输入记账凭

证环节可以省略。

图 3 过渡时期电子发票环境下账务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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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远期电子发票环境下账务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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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来借贷记账法与记账凭证存在的空间

即使是在未来电子发票非常普及的情况下，手

工记账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借贷记账法和记账凭证

在手工核算环境下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在过去五百

多年的会计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是，借贷

记账法和记账凭证应该仅存于会计手工核算环境

中。在电子发票环境下，由于计算机核算不存在“过

账量大”和“试算平衡”的问题，未来会计软件系统内

的核算将出现以下两种现象：

1. 从功能上讲，借贷记账法已没有存在的意

义。从功能上讲，借贷记账法一旦失去了试算平衡的

功能，其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其一，如果不需要进行试算平衡，从语言上讲，

以借贷记账法在账户中所反映的信息是可以被替代

的。借贷记账法作为复式记账法的一种，能清晰地记

录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以及各账户中的资金变化。

但是，反映在账页中的核心信息应该是“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和“期末余额”这四项，

而不是被借贷记账标识所掩盖的“期初借（贷）余

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和“期末

借（贷）余额”。同时，在不需要试算平衡的情况下，以

借贷标识反映不同账户的性质也没有了存在的意

义。因此，删去借贷标识成为可能。

其二，删除借贷标识后的信息更有利于人们的

阅读理解。以“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

额”和“期末余额”替代具有一定专业性的“期初借

（贷）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和“期末借（贷）余额”的说法，更利于普通人对账簿

信息的解读。即人们不需要进行专门的业务学习就

能读懂会计核心信息；同时在账户使用方面也没必

要进行专业的分类。

会计软件设计技术的开发完全能够做到从电子

发票上读取信息后直接自动生成“科目余额、发生额

文件”，再按照设计要求自动生成各种账簿、会计报

表等。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借贷记账法可以取消，但

是“科目余额、发生额文件”、账簿等数据的生成还必

须严格遵守复式记账的原理。即一笔经济业务的发

生必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科目中进行反映，以保

证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也能够做到分门别类地反映

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

2. 从核算程序上讲，记账凭证已没有存在的必

要。在手工核算环境下和纸质发票会计电算化环境

下，记账凭证“作为将非会计语言转换为会计语言的

载体”和“会计检查的基本路径”的功能，在未来的电

子发票环境下也会被替代。

其一，从账户反映的核心信息来看，没有必要将

非会计语言转换为会计语言，那么作为语言转换的

载体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另外，从软件技术上讲，

完全可以实现从审核后的电子发票上直接读取数据

自动生成“科目余额、发生额文件”。

其二，作为查账的路径而非目的，记账凭证是可

以被废除的。一是在查账过程中，记账凭证只是作为

查找原始凭证的路径而不是目的，原始凭证才是反

映经济业务的原始记录和查账追索的目的。二是这

种路径可以根据管理的需要重新设计，如在账页中

直接标明原始凭证的“字”、“号”以备查找等。因此，

废除记账凭证完全可行。

五、结论

由于现代电子技术和网络传媒技术的支持，在

电子发票普及成为一种趋势的情况下，相应的电子

发票会计核算软件也会应运而生。在电子发票核算

的空间里，从数据传输技术上讲，借贷记账法已经失

去了存在的意义；从管理创新的可能性上讲，记账凭

证也可以不再是会计核算程序中的必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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