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复式记账的代数结构与会计数据的信息形成

【摘要】复式记账法是生成会计数据的工具，它的基本标志是“二元性”。将复式记账与“关系映射反

演”的数学理论相联系，证明复式记账法是对经济交易活动所做的“二元流体测量法”。将数学中的数轴、

坐标、矩阵等与复式记账法相结合，可以更直观地反映会计信息，从而拓展会计信息反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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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记录的数学思考

测量就是对量的观察，是对研究对象的定量描

述。但作为定量描述的测量方法揭示的不仅仅是被

测对象本身的物理量值，还有隐含在现象背后的本

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测量是定性和定量的统一。测

量结果只是对测量对象量的反映，并不是测量对象

的映像。测量是观察的手段和方法，人们通过测量获

得信息，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更加准确地认识

测量对象。按照对测量的定义，在测量过程中，将复

式记账法与会计主体相结合构成一个系统，称该系

统为复式记账测量系统。历经几百年岁月，人们对复

式记账法的测量记录方法的理解、解释并不一致，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类复式记账法缺乏一个客观的、

可操作的检验标准。

数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关系映射反演（RMI）理
论，基本原理（如图 1所示）是：假设R为原像系统，

其中包含未知的原像X。M表示一种映射关系，通过

映射作用，将原像系统R映成映像系统R∗，其中自

然包含未知原像X的映像X∗。如果能够确定X∗，通
过反演或是求逆映射 I=M-1就可以确定X。

复式记账测量记录的结构系统是指会计主体的

全部经济业务，数学上称之为经济业务的集合S。对
经济业务进行测量记录要借助于借贷记账法，经济

业务与会计分录之间构成映射关系，会计分录的集

合 S∗与经济业务的集合 S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如果依据某种复式记账学说，在 S∗中执行了某种形

式的数学处理，得出某些逻辑方面的结论X∗；而且

能从X∗得到会计主体实证方面的某些结论X，则可

以相信X的真实性。因为，在此测量过程中映射是一

一对应的，反演也是一一对应的。用复式记账法测量

得到的结果是会计分录集合 S∗，如果依据某个复式

记账学说通过某种计算、运算等（准确地说是有限多

步的数学处理）求出这一数量关系系统的某个（某

些）性质X∗，再通过反演（求逆映射）来确定经济关

系系统中的对应性质X。复式记账的映射与反演关

系如图2所示：

对于会计主体这个经验系统，如果用观测或实

验的结果做比对，结果相符，则说明反映和测量是成

功的；若彼此常常相符，则可以认为复式记账很可能

是正确的；若常常不相符，则可以认为复式记账法已

被证伪，借贷复式记账法已被 500多年的实践所证

图 1 RMI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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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复式记账RMI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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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借贷复式记账法的“借”和“贷”归根结底是指增

加和减少。因此，借贷复式记账法是对经济交易活动

所做的“二元流体测量法”。

数学中对数学结构的定义是：在非空抽象集合

上定义了适合一组公理的抽象关系，这个集合连同

定义于其上的关系称为一个数学结构。可见集合理

论与公理化方法是结构理论的两大支柱。基本的数

学结构有三类，分别是代数结构、序结构和拓扑结

构。在非空集合S上定义一个或几个二元运算，且运

算满足一组公理，则称这个集合连同定义于其上的

运算为一个代数结构，复式记账系统就是一种特殊

的代数结构。

会计数据形成会计信息，复式记账系统是生产

会计数据的系统，但至今人们对它的内部构造的认

识还不清；由于复式记账系统是个数学系统，对它的

数学结构认识不清，也就无法分析充分利用会计数

据。只有运用恰当的数学工具，才能从庞大的会计数

据资源中发掘出可靠的信息。复式记账所记录的内

容是经济业务，它是指具有货币价值的交易或事项

的转移、转变和转让等。经济业务是客观发生的，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每一笔经济业务都要编写

相应的会计分录，同样，记录的每一条会计分录都可

以翻译成一笔经济业务。

要想弄清复式记账的本质，必须准确理解“复

式”的真正意义。“复式”就是“二式”或“双重”的意

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账户分为借、贷两方；二

是每笔简单经济业务要记借、贷两笔账。在维持会计

等式成立的前提下，全部经济业务只有四种类型（见

图 3）：①资产的两个账户一增一减；②资产的一个

账户与权益的一个账户同增；③资产的一个账户与

权益的一个账户同减；④权益的两个账户一增一减。

在复式记账中，根据经济业务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复

式记账分为：分类复式记账（资产与权益）、因果复式

记账（付现与收料、交货与收现）以及流程复式记账

（位移、变换、组合和分解等）三种情形。

二、分录数轴与分录坐标

会计账项、会计分录和会计等式都可用数学数

轴和坐标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会计实务中账表都

是左方为资产（正账户）、右方为权益（负账户），数学

方程式也可以理解为左正右负，但不知何故，数学数

轴和笛卡尔坐标系则与此反向。为了与数学接轨，将

交易业务的会计分录在数轴上表示，可以对左方右

方、借方贷方、资产权益等系列“二元性”进行综合反

映。假如箭头的绝对方向指示账项方向，用“→”表示

借方，用“←”表示贷方；相对方向指示资金流向，以

O为中心，离心“←O→”指增加，向心“→O←”指减

少；账项在数轴上的方位标示账户方向，在O的右

方为资产，在O的左方为权益，那么箭头的长度就

可标示统一货币单位的金额。以四种交易类型的常

见业务为例，进行数轴和坐标的图示分析。

1. ×月1日收股本18000元存入银行。会计分录

①如下：借：银行存款18000；贷：股本18000。
分录①的分录数轴图如图4所示：

图4中OA和OB分别指分录①的借项和贷项。

OA的位置在O的右方指示账户方向为正（资产），

箭头相对方向离心指示资金流向为正（增），箭头绝

对方朝右指示账项方向为正（借）；OB位置在O的

左方，指示账户方向为负（权益），其箭头相对方向离

心指示资金流向为正（增），其箭头绝对方向朝左指

示这笔账项方向为负（贷）。可见，这笔分录为两性账

户同增，并且互为相反数，引起资金总额增加。

2. ×月 11日用银行存款 10000元购买商品。会

计分录②如下：借：存货10000；贷：银行存款10000。
分录②的分录数轴图如图5所示：

图5中OA和AO的位置同在O的右方，同为正

账户，OA箭头绝对方向指向右为借项，其相对方向

离心指资金增加；AO绝对方向指向左为贷方，其相

对方向向心指资金减少，显示同性账户一增一减，资

金总额不变。

3. ×月21日以银行存款7000元归还短期借款。

会计分录③如下：借：短期借款 7000；贷：银行存款

7000。
分录③的分录数轴图如图6所示：图 3 经济业务的四种类型

资产的一个
账户+

资产的一个
账户-

权益的一个
账户+

权益的一个
账户-

②资金投入

③资金退出

④资金来源
渠道变化

①资金循环

图 4 分录①数轴图（单位：千元）

图 5 分录②数轴图（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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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逻辑，图6反映两个异性账户同减，引

起资金总额减少。

4. ×月31日以盈余公积5000元转入资本。会计

分录④如下：借：盈余公积5000；贷：股本5000。
分录④的分录数轴图如图7所示：

根据以上逻辑，图7反映两个负账户一减一增，

资金总额不发生变化。

若将一定会计期间全部分录中的账项按正负位

置在同一数轴上分别依时序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

资产负债表数轴。通过资产负债表数轴，可以一目了

然地获悉该期间的累计正负账项发生额和期末资产

总额，以及交易数量、金额和效果等重要信息。

账户性质、资金流向和账项方向也可通过笛卡

尔坐标来反映。分录坐标图可清晰、直观地描绘不同

类型的业务交易活动。仍对四种类型的常见业务进

行分录坐标的分析，假设各账户的期初余额为零，计

量单位为千元。分录①的坐标图如图8所示，OⅠ在

第一象限、OⅡ在第二象限，显示异性账户同增并引

起资金总额增加。分录②的坐标图如图9所示，OⅠ
在第一象限、OⅣ在第四象限，显示同性账户一增一

减，对资金总额无影响。以此类推，可得分录③和分

录④的坐标图分别如图10和图11所示。

如果将一个会计主体的任一会计期间的所有分

录坐标的账项线，按其所在象限分别依时序连接起

来，就形成资产负债表坐标图。假如分录① ~④的业

务是企业的全部交易，则可获得该企业期末资产总

额、期末负债总额以及本期借项发生额之和、本期贷

项发生额之和，必要时也可反映业务发生对资金的

动态影响。

资本运动的重要特征是其特有的时间效应，即

货币时间价值，它是复式记账反映的重要内容，也是

会计核算与其他核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时间因素、

账户性位和资金流向构成一个三维空间，是复式记

账进行信息加工、存贮和传输的重要载体。它显示复

式记账的反映手段本来就是立体的——账户性质×
资金流向×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如图12示：

三、账户矩阵与账户网络

矩阵其实就是一个“表”，复式记账系统本质上

就是一个矩阵。会计中日记总账核算就是把全部科

目集中在一张账页上，用来反映每一项经济业务记

录的账户对应关系。以简化的交易循环业务为例（如

图 6 分录③数轴图（单位：千元）

图 7 分录④数轴图（单位：千元）

图 8 分录①坐标图

图 9 分录②坐标图

图 10 分录③坐标图

图 11 分录④坐标图

图 12 复式记账三维坐标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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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所示），将各笔经济业务的发生额记录在借、贷

科目的交叉位置上，形成如表2所示的矩阵，该矩阵

的横行与纵列的合计数相等。推而广之，只要表格足

够大，任何会计主体、任意会计期间、任意多的经济

业务都可以记录在该表上。在计算机时代，这个矩阵

可以设计得足够大，并能进行实际操作。

经济业务、账户余额的关系可用关联矩阵来反

映，将会计与矩阵、网络等数学概念联系起来，可以

从数学上分析会计所反映的资金运动。将每个会计

科目记为1个网络节点，表2中的4个会计科目可标

记为4个网络节点。观察此账户矩阵，其中非零的元

素wij对应的两个会计科目间必有经济业务发生，若

将两个会计科目用箭标连接起来，在箭标上标注

wij，其含义是借记该矩阵中第 i列的科目、贷记该矩

阵中第 j行的科目，其金额为wij。例如按照表 2，w41

表示：借：未分配利润25000；贷：银行存款25000。

将每个会计科目本期发生额的增减净额标记在

该科目的上方，用“↑”表示增加额，用“↓”表示减少

额。根据表2绘制账户网络如图13所示。

通过对交易事项的分析，得出账户关系的矩阵

结构和网络结构。正因如此，有人认为复式记账法是

一个特殊的代数结构。一项资金的运动是由流量和

流向组成，按照复式记账的理论，将所有业务的账户

按借贷关系联系起来，构成借贷资金流量表。根据借

贷资金流量表信息还可获得充分的财务信息，如资

产负债表信息、利润表信息和现金流量表信息。此

外，可以进一步将资金流量表信息进行调整（删除和

合并），并把收入作为由外因决定的变量而单独考

虑，使资金流量表得以简化，利用简化后的资金流量

表进行相关信息的预测。

如果将所有业务的账户向量连接起来形成账户

关系网络图，账户网络分析如同汽车、火车日夜运送

着货物和旅客的交通网络，由于自身条件和道路的

宽窄和平整程度等限制因素，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公

路、铁路所运送的货物和旅客的数量存在一个最大

值。网络与它的各条线路上的流量称为网络流，求一

个网络中网络流的最大值是网络分析的关键，这在

信息化时代可借助计算机自动完成。以前述简化的

交易循环业务为例，用网络图来表示各会计科目之

间的关系，网络图中箭线的箭头指向该会计分录的

借方科目，箭尾连接该会计分录的贷方科目，如图

14所示。这种刻画会计分录之间关系的箭线图称为

会计网络图。

图14左端的“期初银行存款”点只关联着箭尾，

是贷方科目，是这一个流总的出发点，右端的“期末

银行存款”点只关联着箭头，是借方科目，是这一个

流总的到达点。除此两点外，其他各点均既关联借方

序
号

1

2

3

4

5

经济业务

×月 3 日，用银行存款 5
万元购入材料

×月 9 日，将 2 万元的原
材料投入生产，生产出
产品

×月 12 日，用企业基金
支付（托管银行）相关费
用2.5万元

×月 23日，销售商品，并
收回销售成本3万元

月末结算出23日销售商
品所获得的利润3万元，
并存入银行

会计分录

借方
科目

原材
料

产成
品

未分
配利
润

银行
存款

银行
存款

借方
金额

5

2

2.5

3

3

贷方
科目

银行
存款

原材
料

银行
存款

产成
品

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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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贷方
金额

5

2

2.5

3

3

借
贷

银行存款+
产成品+
原材料+

未分配利润-
合计

银行
存款-

5
2.5
7.5

产成
品-

3

3

原材
料-

2

2

未分配
利润+

3

3

合计

6
2
5

2.5
15.5

表 1 经济业务会计分录对照表 金额单位：万元

表 2 经济业务借贷账户矩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图 13 账户关系网络图

未分配利润

w14

w41
w31w12

w23

未分配利润银行存款

产成品 原材料

图 14 简化的交易循环业务会计网络图

未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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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又关联贷方科目，处在“流”的中间阶段。将每笔

会计分录的金额看作是账户上的流量，标在每条箭

线上，形成了会计网络流。复式记账描述了资金运动

过程，而企业运行的本质是从“期初银行存款”开始，

中间经过多笔会计分录，到“期末银行存款”结束，形

成一个封闭循环，期间每笔会计分录都是按照流量

来完成的。由此看来，会计网络流也有容量限制，由

企业的资源数量和经营能力决定，具体是指在每个

账户发生的实际（预算）金额等。

在网络中总的出发点称为源，总的到达点称为

汇，源与汇之外的点称为中间点。对于每个中间点都

有：全部流入的流量=全部流出的流量。井尻雄士曾

将复式记账的基本恒等式与电气回路中的基尔霍夫

第一定律相对应。用数学工具对会计网络流进行定

量分析，必须对全部中间点进行优化处理。

在简化的交易循环业务网络图中，流入“原材

料”账户的 5万元只有 2万元投入到生产过程，其余

3万元流到“材料库存”账户，会计分录为：借：材料

库存3；贷：原材料3。同理，流入“产成品”账户的1万
元，是因为本期完工产成品数量不足销售而从成品

仓库调入的产品价值。而在“期末银行存款”中包含

本期未分配利润0.5万元，这项资金最终会由银行存

款来支付，或者投入再生产过程，或者以股利形式分

配给股东。假定本期的未分配利润0.5万元在本期已

经被支付出去，会计网络图如图15所示。

图 15中有 1个源，即“期初银行存款”，有 3个
汇，即“材料库存”“成品库存”和“期末银行存款”。图

论对只有 1个源和 1个汇的网络流有成熟的定量分

析方法。在有多个源和多个汇的网络中放入两个点

作为新的源和新的汇，连接新的源和新的汇形成新

的网络图，从而将原来的网络转化为只有1个源和1
个汇的网络。结合网络账户容量的限制，找到一条扩

展和优化的路径①→③→④→⑤→⑧，扩展流量为

1万元，如图16所示。

对网络流求最大流量，要考虑每个流量账户的

容量。根据表 1、表 2简化的交易循环业务的账户容

量如表3所示。根据流量账户容量的要求，可得到在

不超过每个账户最大容量的情况下能通过网络的最

佳综合流量或者网络中关键账户的容量，关键账户

容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总的通过流量。

根据以上分析，该会计网络流的最大流量为：

2.5+6=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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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一个源和一个汇的会计网络图

未分配利润

图 16 最大流的会计网络图

未分配利润

账户向量

银行存款
→原材料

原材料→
产成品

产成品→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汇

其他账户
向量

最大容量

6

4

无穷大

无穷大

本期发生额，
现有流量

解释说明

受运输条件的限制，使每期最
多能购买6万元材料

受生产能力的限制，每期最多
投入4万元原材料到生产中

有多少就能销售多少

货款的收回是越多越好

取决于经营过程的分工与协作

表 3 简化的交易循环业务网络容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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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薪金”是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重要项目

之一，由于企业所得税尚未形成统一的立法框架，所

以在实务工作中仍存在很多难以协调与解决的问

题。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只有实际

支付给任职或受雇的员工合理的支出，才能予以税

前扣除。但是，企业所得税相关法规并没有建立起关

于工资薪金的概念框架体系，也没有协调其与其他

相关法规的关系，从而使得实际税务处理工作中存

在很多争议与纠纷。

一、“工资薪金”税前扣除相关税收法规存在的

问题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工资薪

金”要想在税前扣除，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支付

给任职或受雇的员工；二是必须是合理支出；三是必

须实际支付。但是，上述三个条件中，只有“合理支

出”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

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进行了原

则性认定。其他两个条件在实务工作中屡有争议，各

地区税务机关为了执行的方便，又制定了各自的具

体标准与口径。这就使得纳税人往往无所适从，不仅

有损企业所得税的公平原则，而且会给纳税人带来

涉税风险。

1. 没有合理界定“任职或受雇”。《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任职或者受雇员工是工资

薪金支付的客体，是工资薪金得以扣除的基本条件

之一。但是关于何为“任职或受雇”，税法并无明确界

定，而是把它当成了约定俗成的条件。各地区税务机

关在实际执行时自行确定了相关标准，例如河北地

税局将劳务合同的签订作为员工任职或受雇的条

件；而辽宁地税局将缴纳社会保险作为员工任职或

受雇的基本条件之一。各地区执行口径不同，必然会

对税收公平这一企业所得税基本原则造成损害。

由于没有合理界定“任职或受雇”，为了解决实

际工作中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又针对实际工作中

的具体问题颁布了相关公告，例如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34号），将企

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实际发生的费用，以支付

主体为标准，若由企业支付，则企业可将其作为“工

资薪金”项目予以税前扣除；若由劳务派遣公司支

付，则劳务派遣公司可作为“工资薪金”项目予以税

前扣除。该公告普遍被解读为国家税务总局将任职

或受雇的概念进行了外延，即工资薪金的支付也可

以作为界定任职或受雇的标准。但是，这一标准是值

得商榷的，因为与所得税相关的其他文件中，对于小

型微利企业，从业人数是包括劳务派遣员工的，而在

残疾人员工资加计扣除时，又将劳务派遣公司派出

的员工全部作为劳务派遣员工处理。

2. 对“实际支付”的认定值得推敲。关于“实际

支付”的认定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实际工作中对于工

资薪金支付的期间界定仍然有两点值得推敲：年末

计提次年支付工资归属期间的问题；计入资产成本

的工资薪金所属期间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企业习惯本月计提、下月发放工资

【摘要】在现行税法对“工资薪金”的相关规定中，未合理界定“任职或受雇”“实际支付”，导致其认

定较为复杂。通过建立企业所得税与其他税收法规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梳理配置文件之间的衔接关

系，解决以上问题并构建企业所得税法规逻辑框架。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税收法规；工资薪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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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关系视角看企业所得税法
——基于“工资薪金”扣除项目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