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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审计专业硕士学生特点发生变化、信息时代会计业务虚拟化、纯文字案例教学遭遇困

境和专业硕士教育目标发生变化都在倒逼当前会计审计专业硕士教育中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与创新。

经统计发现，181所MPAcc和MAud院校的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呈现严重二级分化，其中48%在会计教育

中完全未涉及虚拟仿真技术。借鉴已建成的25家会计相关国家级中心的经验和核心特色，对于会计审计

专业硕士教育中的虚拟仿真技术，重点应在会计案例资源设计与共享、软件与数据库自主研发以及硬件

设备为全时空资源共享提供物理支持等方面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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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审计专业硕士教育中

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创新

一、研究背景

全国178家会计专业硕士（MPAcc）和44家审计

专业硕士（MAud）院校（院校存在重叠，仅 3所只招

MAud而不招MPAcc，合计 181所，鉴于二者教育的

相似性，以下合并统称为“MPAcc教育”）每年招生

近 1万余人，是目前硕士考试中报考人数最多的专

业，也是中国培养研究生层次高级会计实务人才最

主要的途径。会计职业人员需要综合性的职业能力，

目前中国会计教育尚未达到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

（刘玥、黄莉等，2014）。MPAcc教育普遍模仿MBA
（MBA学生有 3年以上实务经验）案例教学方式，但

是MPAcc教育面临的新变化是：①2010年后入学的

MPAcc学生普遍没有实务经验。②90后MPAcc学生

具有需要多主体吸引和多阶段驱动、批评性独立思

维、重视主观体验、时间碎片化、电子化竞技兴趣等

学习特点。2016年入学的学生大多是在1994年出生

的，而90后是（成长于虚拟社区、情景参与式竞技网

络游戏、各类电子产品）网络原住民。③“互联网+”
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会计业务高度虚拟化。这些都

倒逼MPAcc教育方式和技术的变革，MPAcc学生在

课堂上很难对纯文字描述的MBA案例产生身临其

境的直接体验和深入理解，教学效果很难达到“将

MPAcc学生培养成具有很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高素质应用型会计专门人才（全国会计专业硕士指

导委员会MPAcc教育的目标定位）”的最终目标。会

计教育技术应多元化改革让学生可以体会职业环境

和团队合作（杨政等，2012），在教育信息技术迅猛发

展的今天，MPAcc的情景虚拟仿真（Virtual Reality，
简称VR）技术的会计案例教学应用与MPAcc教育

需求最为契合，能有效实现新会计教育（会计职业道

德是灵魂、会计原理是基础、引发思考是重心、会计

后果是延伸、历史动态思维是方法、学生大胆质疑是

升华）的理念（栾甫贵，2013）。
根据库尔特·勒温（Kurt Lewm）的拓扑心理学

（topological psychology），人的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

境的函数。MPAcc学生完成了本科教育，具有自主

独立的思考能力，所以调动学生主动思维并实践参

与式的案例教学模式是较为有效的。根据杜威

（John Dewey）的“从做中学”理论，学习是一种“情境

体验——探索问题——实践——检验想法”的过程，

【基金项目】 西藏自治区高等教育研究项目“教育教学背景下会计学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

号：jg2015—29）；西藏民族大学研究项目“高校管理软件相关多门课程综合实验探索与研究”（项目编号：

201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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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MPAcc案例教学需要增加情景主观体验。根据

刺激—反应理论（行为主义学习理论），MPAcc学习

过程是主观认识思维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会计知识学习是情景刺激与行为反应的反复联结的

过程。MPAcc情景虚拟仿真案例教学是会计学科专

业知识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虚拟仿真技术

可以将会计理论知识与数据库决策支持、信息化实

验控制程序、社会真实财务环境、企业综合案例模

型、计量分析工具性软件和学生批判性思维等相结

合，最终如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的那样，通过学生直觉

思维训练培养MPAcc学生的创造性会计思维。

虚拟仿真技术是沿着“模拟——仿真——虚拟

仿真”逐步发展而来，具有逼真性、经济性和互动性

的特点（薛永基、张元，2015），是课堂理论教学与

MPAcc实习基地有机对接的桥梁。目前，国内尚无

太多专门的MPAcc会计虚拟仿真教学中心成功建

设的经验，可借鉴经验只有 2013年 8月教育部根据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选择资

助建设的国家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主

要针对本科教育，以下简称“国家级中心”）。截至

2016年已建成300家，建设内容包括：情景虚拟仿真

技术、实验教学案例资源、师资和管理队伍、管理和

共享网络资源平台及管理体系等。

二、文献综述

在国外，Gordon Boyce（1999）最早研究了在会

计教学中引入先进计算机技术的动机、作用机理和

对学生学习产生的影响。Stephanie M. Bryant、James
E. Hunton（2000）和 Thomas J. Hofferd、Clinton E.
（2001）对教育技术（ET）如何在会计教学中应用进

行研究，并从理论上对会计教师提出操作建议。An⁃
thony Basile、Jill M. Daquila（2002）、Gloria J. Mcvay
等（2008）和 J. Estes、G. Luck（2009）分别对 128名和

235名会计学生应用仿真软件在会计课堂上对学生

行为开展实验研究，发现技术可以提升会计专业学

生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决策能力，并预测技

术将对会计教育产生巨大影响。随后有学者在中国

（Guo Xiaomei、Cai Lihuang，2013）、美国（P. Zervas
等，2015）和澳大利亚（Bayerlein、Leopold，2015）展开

具体应用研究。综合发现，国外学者对计算机虚拟仿

真在会计教学中的影响和应用研究较早，对照组实

验研究方法比较科学，偏重于教育规律和对学生行

为影响的深度理论研究。

在国内，张晓明、邓子琼（2002）最早对虚拟仿真

技术应用于管理学教育进行研究。随后的研究集中

在经济管理实验仿真，对“虚拟+仿真”的经济管理

研究仍然很少，且主要介绍虚拟仿真中心建设经验

或研究应用虚拟仿真技术的必要性和分类等（傅强、

黄文斌，2015）。在会计教育领域，刘慧凤、姜苏娱

（2015）对会计教育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发现其数量

多、精品少，实证调查研究少，关于会计研究生教育

的文献只占 1%，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课题。郭秀珍

（2005）最早提出用仿真模式改革现行的会计教学，

之后的 40余篇文献研究都集中在会计仿真教学研

究上。刘勇（2008）最早应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

企业环境、会计职能岗位和业务流程，并建设了初步

的ERP企业仿真平台。随后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

仿真，很少涉及虚拟，截至 2016年 3月，直接研究会

计虚拟仿真的文献只有 3篇，分别为虚拟网上报税

平台仿真教学（陈洁璟，2014）、电力财务虚拟仿真决

策系统开发（刘树良，2014）和虚拟仿真会计实验与

传统实验的比较（张青、薛永基，2016）。
综上所述，国内教育研究中应用虚拟仿真技术

晚国外30多年，与国外通过高信度实验方法研究技

术对学习行为改变不同，国内主要为规范研究。由于

国内普遍将会计实验作为经济管理大类实验的一部

分（会计教育技术处于初级层次），研究主要集中在

笼统的经济管理大类，没有深入聚焦会计专业细分

及区分专本科、学术和专业硕士不同培养目标的会

计虚拟仿真技术研究。而且，主要是介绍单一院校的

技术应用经验，缺乏对多所院校的对比与综合研究。

为此，本文将主要研究专业硕士细分下 181 所

MPAcc院校在会计案例教学中虚拟仿真技术应用

的经验与创新问题。

三、MPAcc教育中虚拟仿真技术应用现状

如表 1所示，300家国家级中心入选名单中是

MPAcc院校并与会计审计相关的中心有25家，约占

总数的 8%。根据专业划分：经管综合类 8家、企业活

动类 6家、明显有行业特点的 3家、纯管理学科类 2
家、金融类 2家、纯经济学科类 1家、其他类 3家。根

据所属院校分类：财经院校 13家、综合大学 6家，其

他类大学 6家。25家国家级中心所属院校中有 19家
为第一批和第二批MPAcc院校。此外，25家国家级

中心“直接为MPAcc教育服务”的有 16家，占 25家
国家级中心的64%，占181所院校的9%。

进一步对 181所院校通过登录学校、二级学院

和实验中心等网站及搜索虚拟仿真、会计实验、经济

管理实验、案例、仿真或模拟实验等关键词的新闻报

道，确定院校会计审计虚拟仿真案例教学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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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手工收集3000余条信息的

基础上，整理得到虚拟仿真实验技

术综合评价结果，见表2。
表 2中：指标“有博士点”判断

虚拟仿真技术投入与办学层次之

间的关系；指标“211以上院校”包

括211和895院校，判断虚拟仿真技

术投入与院校等级之间的关系；指

标“2015 年开始MPAcc”假设开办

时间越长，会计虚拟仿真安全技术

投入越完备；指标“落后地区院校”

指地处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

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等10 省（自治区）的院校，判断技术

水平与地域间的关系；指标“MAud
院校”判断MAud院校的虚拟仿真

案例技术应用水平。

由表 2可知：①在国家三批资

助下，MPAcc院校的虚拟仿真技术

呈现二级分化结构，43%的院校已

开始应用虚拟仿真技术，而 47%的

院校在会计教学中完全尚未涉及。

统计虚拟仿真技术建设的经费来

源，B类院校中 24所 211以上院校

主要是各类国家教育专项经费支

持，结合A 类25家国家级中心共计

48所，占A、B类合计 77所的 62%，

这 说 明 能 否 获 得 国 家 支 持 是

MPAcc院校能否在会计审计案例

教学中应用先进技术的关键。②52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院校名称

北京交通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厦门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河北经贸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山东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东华大学

南京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

福州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中心名称

经济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经管学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电子商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经济学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经济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应急管理决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农林经营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电力经济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企业运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金融科学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全球运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

管理学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经济与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基于大数据文科综合训练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

管理决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社会经济环境系统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经济管理行为仿真实验中心

现代金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经济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现代企业商务运营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企业经济活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企业综合运作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经济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现代制造企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MPAcc
使用

直接

间接

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

间接

认定
批次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2013

2013
2013
2013
2013
2013
2013
2013
2013
2013
2013

注：根据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公布名单整理而成。“MPAcc
使用”栏判断标准为：虚拟仿真实验中心中是否包括会计、财务或审计实验模
块；是否为MPAcc和MAud教学承担学院主导建设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总体
评价

43%已开
始应用

10%简单
涉及

47%完全
未涉及

合 计

具体
等级

A

B

C

D

E

评价依据

25家国家级中心之一

1.会计实验中已应用虚拟仿真技术；2.有完备的
会计实验体系；3.有独立的实验中心网站

1.没有完全应用虚拟仿真技术的实验，但有涉及
低一级的“情景”或“仿真”等技术；2.会计单项实
验涉及模拟、仿真

1.公开信息显示完全没有应用到情景或仿真任一
项技术；2.建设有实验中心但公开信息残缺不明

官网只字未提实验技术信息，搜索关键词未找
到任何与“情景、仿真”技术有关的新闻信息

院校
数量

25

52

18

48

38

181

占181
所的
比重

14%

29%

10%

27%

20%

100%

进一步规律性特征分析

有博
士点

21

40

12

39

24

136

211以
上院校

12

24

3

19

9

67

2015年开
始MPAcc

6

15

9

24

17

71

地处落
后地区

2

6

5

6

4

23

MAud
院校

14

16

3

4

7

44

表 2 181所MPAcc院校会计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应用信息评价结果

表 1 MPAcc院校与会计相关的国家级中心入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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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B类院校是应用虚拟仿真技术较好的院校，其中

28所“非 211以上”院校中 12所为财经院校，名单几

乎包括了大部分省属普通财经院校，说明财经院校

在MPAcc教育中更注意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另外，

有 11所为理工类院校的MPAcc教育借助理工类院

校科研和实验建设经费充足的优势，其技术水平远

高于其他类院校。③2015年新增的71所MPAcc院校

中有 80%为普通大学，70%属于C、D和 E类。说明

MPAcc新增培养单位的速度与院校的实力和投入

并不同步，不同批次批准招生的MPAcc院校虚拟仿

真技术应用存在明显差距。④MAud院校A、B和C
类合计 33所，占总数 44所的 75%，说明MAud院校

学生比MPAcc院校学生能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这

与初期确定MAud院校时的人为选择有关。⑤综合

类大学共 45所，属于D和 E类的综合类大学有 25
所，占 55%，说明MPAcc的先进教育技术投入在综

合类大学未得到明显重视。⑥A、B、C、D和E类与

是否有博士点和是否地处落后地区关系并不明显，

可能是因为MPAcc开办时人为选择了会计教育域

领中最好的一批院校。A和B类中211以上院校占比

约 47%［（12+24）/（25+52）］，D和E类中 211以上院

校占比约 29%［（19+9）/（48+38）］，说明院校等级与

虚拟仿真技术投入存在明显关系。

四、25家MPAcc院校与会计相关国家级中心的

核心特色

胡今鸿、李鸿飞等（2015）调研认为，目前虚拟仿

真技术应用可分为：网络技术协同创新、多媒体计算

机虚拟、自主参与式教育游戏、远程遥控交互和沉浸

式虚拟体验五种。MPAcc虚拟仿真案例教育作为人

文社科不同于理工类实验，应构建自身核心特色。当

前文科类虚拟仿真建设热情高，但存在实验项目少、

建设特色不明、缺乏原创性等不足（朱科荣，2016）。
国内尚无专门的会计虚拟仿真中心建设经验，总结

国家级中心建设的核心特色，对其他MPAcc院校具

有借鉴意义。通过查阅25家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的建

设申报书、社会新闻、大学网站和实验中心网站总结

如下：

1. 建设多学科融合性平台为特色。中国人民大

学以大数据文科综合训练为核心建设课程群的综合

型、跨学科和大文科类平台；广东财经大学对复杂市场

环境下企业综合运作进行了虚拟仿真；西南财经大学

对现有资源通过虚拟仿真平台整合出7个分平台。

2. 集中建设某一特色领域。浙江工商大学利用

浙江电商资源校企合作建设四大电子商务虚拟仿真

教学群；中央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以金融作为

研究与应用重点；厦门大学以经济计量和数据挖掘

为重点；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以全球运营为特色；哈尔

滨商业大学以企业商务运营为特色。

3. 结合院校优势的行业特色。北京林业大学以

农林业为特色；而华北电力大学以电力经济管理为

核心。

4. 以学生竞技和深度参与为特色。江西财经大

学重点建设创业类电子沙盘对抗系统，完善经管类

竞赛培训体系，建立综合的“互联网+”式学科竞赛

平台；山东大学以管理学科实践情境展现为核心；北

京工商大学主要开设虚拟仿真金融交易大厅，学生

通过虚拟账号和虚拟货币进行外汇、股票和期货模

拟交易并实现跨专业角色模拟与体验互换。

5. 以虚拟仿真技术精尖为特色。南京理工大学

利用美国PTC公司Wind chill软件集成性，针对 30
个专业仿真现代制造企业工程项目全过程；西安交

通大学对复杂的人—机—环境交互系统进行仿真、

模拟、测评及研究；南京大学搭建经济金融虚拟仿

真、人因——心理与行为虚拟仿真、区域环境和政策

虚拟仿真等平台。

6. 自主研发为特色。华北电力大学自主开发了

50余套与电力相关的经济管理模拟教学软件；重庆

工商大学自主研发建成了“四化一体+互动共享”和

“经济管理+创新创业”的O2O活动链。

综合发现，25家国家级中心都试图形成核心特

色，其经验值得挖掘和借鉴。但只有部分中心对

MPAcc教学发挥直接作用，很多中心仍停留在会计

基础流程模拟操作技术水平上，难以满足MPAcc急
需培养的研究性学习和跨专业综合实践力量所需。所

以，与会计相关的MPAcc院校如何创新性地应用符

合自身特点的会计虚拟仿真技术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MPAcc虚拟仿真技术应用经验和创新措施

通过收集国家级中心申报书、中国政府采购网

和实验中心网页的财报数据，参考国内公司产品报

价发现：虚拟仿真中心初期投入总成本约 1000万
元；硬件约需 500万元；软件成本差异较大，单个会

计虚拟仿真软件约 50万 ~ 400万元；日常维护成本

约 70万 ~ 90万元。最终总建设成本约 3000万元，是

传统实验中心的 6倍。财权决定事权，截至 2016年 4
月全国 181所MPAcc院校（只有西京学院MAud一
所民办院校）基本为公办院校，会计虚拟仿真技术建

设主要受到教育经费的限制，事实上院校之间经费

支持力度差异巨大。其他MPAcc院校可根据前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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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家级中心的建设经验结合自身财力和办学特点

创新性地制定措施。

1. MPAcc 虚拟仿真技术配套会计教学案例设

计理念创新。会计硕士教育阶段的技能框架以胜任

会计机构负责人和进行会计业务综合管理为目标

（李芸达、陈国平，2015）。会计虚拟仿真实验的最重

要内涵是其中运行的MPAcc会计综合教学案例，没

有高质量的案例，虚拟仿真将成为空壳。当前管理案

例库难以满足工商管理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教学所

需，会计学科的会计综合教学案例更是缺乏。由于建

设周期长、难度大，2009 ~ 2015年期间全国会计专硕

指导委员会的MPAcc案例库共收入约400篇会计综

合案例，且入库数呈递减趋势（其中，2015年入库22
篇、2014年入库 123篇、2013年入库 138篇、2012年
入库61篇）。面对困境，MPAcc案例组织架构应采用

矩阵式柔性开发结构，见上图。

（1）会计工作案例“点”建设。将会计案例项目划

分成最小单位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最小单位项目以

完成一项基础会计实践工作节点为目标，每一最小

实践节点可以单独运行。

（2）会计课程案例“线”建设。根据“可任意分拆

最小项目组合和按课程知识脉络任意串成变化的课

程案例”原则，将最小单位案例节点根据需要组合成

为若干课程案例，辅之以各类数据库形成交互可视

化的会计课程虚拟仿真案例。

（3）跨课程和跨专业综合案例“面”建设。跨专业

形成有机的会计综合案例集成，打破专业和院系壁

垒，对接社会经济发展对MPAcc学生最新能力要

求，按照“专题导向+专业群导航+线上线下结合”的

思想建设资源集成化会计案例开放式平台。

（4）会计综合案例资源与外部共享协同。在大学

之间互相开放会计案例的时间、空间和项目，实现云

端化国际性全面资源共享。

以山东大学为例，MPAcc中心以课程设置为基

础建设虚拟资源库（即上文中“点”），根据专业培养

模式建立教育项目库（即上文中“线”），再根据学科

群建设虚拟仿真学科平台（即上文中“面”）。遗憾的

是，胡今鸿、李鸿飞等（2015）调查发现约42%的院校

认为当前虚拟资源校内外共享程度不够。当前存在

虚拟仿真资源共享少、信息孤岛、低层次重复建设和

院校使用少等问题。所以，今后MPAcc院校内部和

院校之间如何加强会计虚拟仿真案例资源共享和协

同创新值得进一步研究。

2. 虚拟仿真应用技术、软件、数据库经验与创

新。会计虚拟仿真案例教学离不开创新性地应用先

进技术，当前最先进的虚拟仿真技术在网游产业。中

国网游产业最主要的运营公司如盛大游戏、完美世

界、搜狐畅游、巨人网络等拥有先进的Angelica 3D
游戏引擎、Unreal、BigWorld 3D图形引擎、Cube引
擎、Eparch 2D引擎技术为网游平台开发了各类大型

MPAcc虚拟仿真会计综合案例设计组织架构图

资源集成MPAcc虚拟仿真技术会计案例开放式平台资源集成MPAcc虚拟仿真技术会计案例开放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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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建成了一个完整的虚拟社

会生态系统。MPAcc院校可以与网游公司研究人员

合作，获得技术支持。另外，工科及医学各专业的虚

拟仿真实验建设已日趋成熟，可以与这些院校联合，

获取开发技术。

目前，MPAcc院校使用的会计虚拟仿真软件主

要有：会计虚拟实习系统软件、量化投资策略研究平

台软件、财税综合仿真实验、财务分析实训系统、ERP
沙盘管理系统、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软件、企业竞争虚

拟仿真、职业经理系统思维训练等。国家级中心及已

使用虚拟仿真技术的院校软件来源主要有三种：

（1）直接购买安装。特点是建设周期短、契合度

低、成本低，但后续升级、运行和维护易受制约，直接

购买的现成软件难以与大学学科特色和人才培育创

新结合起来（朱科荣，2016）。调查发现，50%以上的

院校主要为直接购买，且全国范围来源基本集中在

3 ~ 5家软件公司（市场垄断程度很高）。代表性院校

有河北经贸大学、暨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山东财

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东华大学等。

（2）合作开发或购入后二次开发。特点是周期适

中、契合度高、成本高、后续升级、运行和维护容易。

代表性院校有：中央财经大学和滑铁卢大学合作建

设经济社会仿真实验中心；北京林业大学合作研发

农林业经理虚拟仿真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合作建设

经管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福州大学二次开发对四个

模块流程重组、功能提升、整合测试和改造，并共同

开发综合会计业务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及财务管理虚

拟仿真实验平台等；厦门大学合作开发会计实训教

学平台。

（3）自主研发。特点是周期长、契合度最高、成本

高，后续升级、运行和维护最便捷。代表性院校有：华

北电力大学通过教改立项方式调动全校教师试行将

综合管理案例与虚拟仿真技术相结合，最终自主研

发成宏观电力经济和微观电力企业经管虚拟仿真二

类平台共 9个虚拟仿真教学系统；重庆工商大学建

设虚拟仿真软件层51套，其中自主研发5套；福州大

学自主研发企业协同业务系统和网络营销虚拟仿真

平台2个。

MPAcc 虚拟仿真案例教学需要数据资源支

持，主要分为经管通用数据统计库、会计案例特色

数据库和自建经济管理科研数据库三类。以重庆工

商大学为例，其 11个基础数据库中外购 7个、自建

和二次开发 4个，14个教学案例库中外购 2个、自建

12个。

经管通用数据统计库包括国际、国内、分行业

和企业管理统计数据等，主要通过单独外购、联合外

购或免费方式获取此类数据的端口。经统计主要有：

RESSET金融研究、国泰安、WIND、国研网、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统计和EPS等。

会计案例特色数据库主要包括财务、审计、管理

会计和内控等会计专业统计数据，一般通过外购、试

用、合作开发及与其他大学和数据库运营商合作共

建共享。例如：MPAcc教指委案例库、全球案例发现

系统、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

心、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BVD全球上市公司

分析库和迪博DIB等。

院校自建案例库主要源于本校教师研究成果、

调研数据、教学改革及案例中心开发所得。统计发现

181所院校中 31所（占 17%）建有案例中心，大多以

MBA案例中心为主，专门的MPAcc案例中心有3个。

3. MPAcc 虚拟仿真技术硬件环境建设经验与

创新。硬件环境为各类会计虚拟仿真案例课程、软件

资源和数据资源的组织与部署提供物理场所，特别

是 3D情景模拟数字技术、数据完备性、管理决策控

制设备、财务结果可视化技术等比传统的计算机实

验需要更高性能的硬件设备。

以重庆工商大学硬件环境建设为例。2014年全

校覆盖无线网，并建有多个云平台、服务器（含虚拟

主机）300多台，总带宽 21484M。为经管虚拟仿真中

心配备华赛 S5600、华赛 N8000 及华为 Ocean⁃
Stor18500三套存储设备，最大支持 65536台服务器

同时使用。为保证虚拟仿真技术教学的高速运算和

大空间存储特点，开辟了30TB的实验专用网络存储

空间，并可动态增加，成为支撑虚拟仿真教学的重要

存储基础。

在创新的硬件理念与运营模式下，MPAcc虚拟

仿真数据网络和私有云需要与外部校园主干网和外

部公有云及各类互联网（如百度学术、厦门大学应用

的谷歌学术等）实现联通。实验平台将始终处于开放

式非均衡状态下，不断智能化地与外界进行数据信

息、资源、物质交换，并相互反馈强化。最终改变原有

机械式依赖路径，具有自我更新、修复、提升能力，长

期积累后达到整体智能水平的不断提升。

高度开放实验资源共享，硬件与教师办公设备、

学生PC机、手机APP无缝联通，实现MPAcc学生可

以全时空接入服务、通过移动终端随时远程登录参

与案例实验进程、利用碎片时间学习、会计案例资料

收集和会计理论知识提前预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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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展望

通过先进的技术整合会计教育全过程中的会计

教学、会计科研、会计实践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会计人

才（孙铮、李增泉，2014）。为此，本文研究了会计案例

教学中应用虚拟仿真教育技术的现状，国家级中心

可借鉴的建设经验与核心特色，大多数尚未引入虚

拟仿真教育技术的MPAcc院校如何创新应用技术

提升MPAcc学生培养质量，得出以下结论：①MPAcc
学生缺乏会计实务经验、学生以 90 后为主、参考

MBA的纯文字案例教学难达到教育目标及当前经

济与会计业务虚拟化倾向等正严重倒逼教育技术升

级。②代表虚拟仿真教育技术最高水平的国家级中

心只占很少比例，且直接为会计教育服务的更少，近

半数的院校尚未涉及虚拟仿真教育技术，情况堪忧。

③虚拟仿真技术投入成本是普通技术的 6倍，其应

用水平与能否获得国家各类经费支持有直接关系，

非211以上院校、综合大学、非财经院校及2015年新

增MPAcc培养院校建设困难最大，值得教育部门关

注。④会计虚拟仿真教育技术与院校的会计学科特

点有机结合形成应用特色是普遍性软肋，国家级中

心形成的 6类不同核心特色值得借鉴。⑤会计综合

案例是虚拟仿真技术应用的核心，案例资源开发质

量和共享程度低下已严重制约了虚拟仿真技术应用

效力，可以通过矩阵式开发结构整合会计案例资源

平台。⑥虚拟仿真技术、软件和数据库自主研究程度

低是影响技术深度应用的关键，应从网游产业汲取

开发经验和技术并重点研究自建数据库和MPAcc
案例中心。⑦硬件环境的载荷扩容、外部智能化交

换、实现自我修复和提升网络开放为会计虚拟案例

资源共享提供了物理基础。

会计教育中应用虚拟仿真技术还有巨大的创新

空间，可以争取国家和省级（2013年黑龙江、湖北等

地率先资助建设省级虚拟仿真中心，2015年已有更

多省份开始立项资助）教育经费的支持。在建设过程

中结合学科特色和会计办学定位，创新性地借鉴 25
家国家级中心经验，特别要重视自主或合作研究，共

享其他院校的会计虚拟仿真教育资源，着重建设与

技术配套的会计案例中心，调整MPAcc教育模式与

虚拟仿真技术相适应，以提高利用效率。

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虚拟仿真技术应用成果

实证检验、高度虚拟化的经济与会计教育技术相结

合、MPAcc虚拟仿真实验中心资源共享、院校和国

际虚拟仿真技术教育协同、不同教育层级细分领域

研究、应用实验研究法研究及MPAcc学生虚拟仿真

教学后学习行为改变等领域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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