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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息平台构建

【摘要】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带来新的变革。通过构建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

计信息平台，可充分利用计算资源，满足企业对海量数据信息实时动态存储和处理的需要，实现异构信

息整合，提高原始财务数据利用效率，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重要辅助。在构建动态会计信息平台的过程

中引入多媒体搜索引擎技术、区块链技术和访问控制技术，可进一步提升信息搜索效率，提高会计信息

相关性与可靠性，保障数据安全。

【关键词】云计算；动态会计信息平台；大数据；区块链技术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31-0024-4

谭 青（教授），赵佳佳

自 2006年谷歌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首次

提出云计算概念以来，国内外掀起了云计算研究热

潮。IBM、亚马逊、微软等公司相继提出云战略计划，

百度、阿里巴巴、用友和大华等公司也致力于云计算

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必然对企业

会计信息化产生巨大影响。鉴于传统会计信息系统

提供的会计信息存在及时性、相关性和共享性差等

缺点，本文拟利用云计算技术构建动态会计信息平

台，探讨平台内部层级结构及关键技术，分析其应用

价值，以期实现海量数据信息实时存储与整合，提高

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息平台体系架构

云计算是一种以提供 IT服务为主的商业新模

式。企业将传统服务器、会计操作系统、运营维护等

基础设施部署在云计算平台上，以降低企业信息化

建设与后期维护成本，进而实现会计信息去人工化

操作，将财务人员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层面。基于云

计算的动态会计信息平台将是会计信息化未来的发

展方向，其体系架构如图1所示。

1. 感知层。利用RFID（射频识别）、影像扫描、

B/S移动输入等设备实时采集企业日常活动产生的

各种视频资料、音频数据、位置数据、图像数据及财

务数据等，借助相应管理工具实现自动转化和预清

洗，提高财务原始数据信息的利用价值。数据采集的

节点是业务发生时间，有利于企业管理层实时监控

最新动态，针对异常情况快速决策与实时调整。

2. 数据层。将感知层实时采集的各类数据利用

特定管理工具进行确认计量后，使用数据分类与实

时迁移技术将来自感知层的数据存储在相应数据库

中，实现数据自动存储和智能放置，将热点数据和敏

感数据存储在优先级高的位置上，提高数据查询与

处理效率。

3. 应用层。该层级是云端应用程序的集合，为

用户提供特定信息接入通道和会计业务具体操作。

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息平台中的应用系统包括

实时核算与查询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等，同时引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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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技术，满足财务部门日常会计核算和资金管理

的需要。将财务决策、经营决策与战略决策模型引入

该层，实现实时财务分析、客户分析及战略分析，降

低企业机会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

4. 用户层。用户层是用户访问动态会计信息平

台的入口，利用多媒体搜索引擎技术为用户提供高

效率的信息搜索服务，用户通过Web浏览器、移动

与单机App等方式进入该平台。用户层有两方面的

作用：一是为用户提供数据查询服务；二是通过企业

用户接口和税务部门、金融部门的衔接，将企业会计

政策与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有效整合，实现财务信息

共享，降低信息沟通不畅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5. 实时监控层。该层级是对基于云计算的动态

会计信息平台的管理和监控，具体包括安全管理、访

问权限管理、计费管理、预警管理、服务项目管理和

服务质量管理等。引入软件实时保护和报警装置，对

资源设备运行状况进行检测，对恶意软件与病毒等

予以实时拦截和及时处理。通过记录和分析服务器

响应时间、用户满意程度等指标，对动态会计信息平

台的服务质量进行监控。

6. 支撑层。支撑层为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

息平台的构建提供技术支撑，由基础设施层和平台

层两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层是通过虚拟化和服务封

装技术将各类硬件资源、数据资源和硬件设备等进

行虚拟化，为流程自动化和资源管理提供重要保障。

平台层的主要功能是为用户提供财务软件定制开

发、测试、在线升级与后期维护等服务。企业可以根

据自身实际需求，借助平台层提供的各类开发、测试

环境定制特定财务软件；同时，当国家政策发生变化

时，企业还可根据政策变化实时升级财务软件。

二、关键技术应用

1. 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是借助密码学原理对全

部资金账务流向进行记录的分布式数据库，是比特

币的基层技术。将智能合约和区块链技术进行组合

建立分布式账簿，用于记录企业日常经济交易活动，

并保存在相应区块中。区块链内部存在许多节点，当

一项交易被记录时会通过其他节点进行核实匹配，

若匹配成功，该项交易会被成功记录在账簿中；当出

现重复记账或信息有误（如报销凭证不真实、数据错

误等）的情况，此时匹配失败，该笔交易不会被录入

分布式账簿中，既降低人工成本，又提高数据录入的

准确性。采用特定加密方式对分布式账簿进行加密，

形成账务副本和特定密钥。用户提出访问请求，系统

根据请求类型发放密钥和账务副本。同时，个人不允

许对账簿已有内容进行修改，从而有效防止财务舞

弊的发生，降低信息滥用风险。

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动态会计信息平台，不仅可

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还能确保信息的动态

性和及时反映。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通过会计信息

平台实时查询被投资企业的各项信息，降低因信息

不对称造成的投资风险。会计信息实时记录与披露，

有利于企业所有者实时掌控企业经营状况，形成有

效的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双向制衡机制，缓解委托

代理矛盾，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由于会计信息准确性

与及时性大幅度提高，将削弱企业对内部审计机构

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依赖，降低企业内审和外审成本。

2. 搜索引擎技术。传统会计信息搜索引擎有两

方面的缺陷：一是用户进行信息搜索的结果大多以

文档形式呈现，文字信息的可理解性较差，且要求阅

读者有一定的财务会计知识背景，相关语义信息不

能充分展现；二是为用户呈现的是结构化数据分析

结果，无法整合诸如研究数据、图像数据和供应链数

据等非结构化数据。然而，大数据时代，以视频、音频

和图片为代表的多媒体文档日益成为企业进行决策

图 1 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息平台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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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信息，与结构化数据相比，非结构化的数据信

息更能增强决策相关性。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平

台的最大特点是实现异构信息整合。将多媒体搜索

引擎技术引入该平台中，帮助信息使用者分析和挖

掘非结构化数据背后隐藏的特殊价值信息。

用户可以借助相似性和视觉信息实现快速索

引，提高信息搜索结果的相关性与准确性，同时，搜

索结果以动画、音频和图表等形式展现，便于用户理

解和使用。另外，用户可以对数据搜索结果进行评

价，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设置检索环路，形成

以“人在环路”为主要方式的交互式检索系统及交互

式反馈信息，为后续改进提供重要指引。

3. 访问控制技术。储存在“云”端的数据信息具

有较高商业价值，随着Google、亚马逊和微软等云

计算服务商接连爆出数据丢失和信息泄露等事件，

“云”端安全问题困扰着企业。云计算环境下企业、云

服务供应商和用户两两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不同的，

有必要借助三者均信任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密钥生成

与管理及数据信息交换与相关访问控制。基于可信

任第三方机构的企业、云服务供应商和用户间结构

关系如图2所示。

可信任第三方机构借助对称加密技术对企业数

据信息进行加密，得到相应数据密文和密钥，使用

CP-ABE技术对密钥进行加密得到密钥密文并将密

钥密文存储在第三方机构。数据拥有者将数据密文

储存在“云”端，并设置相关访问控制策略。根据使用

者获取信息类型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属性，

同时限定属性与访问信息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用户

发出访问请求时，需要向可信任第三方机构提供特

定属性集合，由该机构负责判断属性集合的有效性、

真实性以及是否满足相关条件。对于符合相关要求

的属性集合由该机构负责发放与访问信息相匹配的

密钥，进而实现加密文件的访问。由于数据信息以密

文的形式储存在“云”端，且相关密钥存储在第三方

机构，从而可有效解决数据被黑客攻击或云服务供

应商滥用等问题。

综上，随着区块链技术、多媒体搜索引擎技术在

动态会计信息平台中的成功运用，会计信息的可靠

性得到显著增强，数据检索结果相关性得以提高，因

信息不对称对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得以降低。借

助区块链技术，实现账簿去中心化，其账户录入的不

可逆性能有效抑制财务舞弊的发生，提高账户记录

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多媒体搜索引擎技术将冗杂与

难懂的会计信息转化为图像、动画和视频等形式，能

显著提高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借助CP-ABE技术

对储存在云端的数据信息进行加密，并赋予访问者

不同的属性，根据属性的不同设置相应访问权限，可

有效遏制数据信息的滥用，保障数据安全。

三、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息平台应用价值

基于云计算技术、网络技术等构建的动态会计

信息平台，实现了会计信息云上录入、核算与传输。

在大数据和云时代，企业需要大量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数据用于日常经营管理，信息整合、管理和共享成

为企业当下的迫切需求。会计部门要充分发挥其作

为管理部门的职能，借助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

息平台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及时、准确和全面的信息。

1. 异构信息的整合与管理。当前会计信息系统

输入和输出的信息经过严格计量和确认，仅记录与

业务活动相关、能用货币计量的会计信息。经济全球

化和企业发展多元化使得企业用于经营管理和投资

决策的数据不限于结构化数据，还包括经营管理过

程中产生的及与之相关的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因此，

需借助动态会计信息平台进行整合和集中管理。

对通过动态会计信息平台采集层采集的各类视

频数据、音频数据以及事态现象数据等，采用特定管

理工具进行整合、记录与计量。借助虚拟化技术，构

建虚拟化资源池，将此类信息、资源以服务形式提供

给决策者。利用Web.Service技术和FTB技术对不同

会计服务进行逻辑封装，同时应用环境与封装逻辑

呈对应关系，利用MQ消息机制进行通信，以 SOA
架构为分布式计算框架，建立异构信息整合中心，实

现自动化管理和信息共享。

2. 数据的分布式存储与优化。大数据时代，用

户访问量是巨大的，用于决策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是海量的，但当前会计信息系统对会计信息的

处理和存储范围有限，长期存储和实时查询受到限

制。然而，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息平台则采用分

布式存储技术，能够大幅度降低主服务器荷载，实现

I/O高度并行工作，保障系统有序正常运行，进而有

图 2 基于可信任第三方机构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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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决访问量剧增对系统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借

助冗余存储技术和容错技术实现数据信息的准确、

可靠存储。

与此同时，建立数据仓库是数据存储的关键环

节。云计算环境下，将基于企业级别收集的数据存储

在MongoDB 中，同时设置不同级别的数据层。例

如，将会计原始数据储存在Ⅰ级数据层中，用于会计

日常核算、审核与查询等；将分析和决策用数据存入

Ⅱ级数据层中，同时将实时采集的非结构化数据也

存入该层级，为管理者进行分析、决策提供辅助；将

涉及商业秘密的重要信息储存在Ⅲ级数据层中，并

采用加密、权限设置和身份验证等方式对该层级数

据进行保护。

3. 大数据挖掘与模型分析。云计算背景下，利

用分布式技术储存的数据信息零散而孤立，不足以

满足日常分析需求。因此，需利用大数据技术将上述

零散、抽象的数据与相应运算方法、分析模型进行有

效整合，为企业日常管理和财务决策提供直接、可靠

和有价值的信息，提高决策效率和质量。

由于数据本身特性不同、操作不当等问题，在数

据采集和储存的过程中往往会引入和产生一定量的

噪声数据，诸如重复数据、异常数据等。因此，在进行

数据挖掘和分析之前，需要借助相关技术对数据进

行清洗，以提高预测分析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常用的数据分析技术有Hadoop、RapidMiner、
R语言和Mahout等，先利用上述技术对不同类别的

数据进行预处理，之后运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等技

术手段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挖掘隐藏在数据背后

的有效价值，得到用于决策的关键数据。例如对不同

来源、杂乱无章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得到相应政府

监管信息、纳税信息、审计信息等，从而为预算、投

资、筹资、成本费用等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尚待解决的问题

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在会计行业中

的应用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虽然动态会计信息平

台能增强数据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降低企业信

息化建设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但其在会计行业

中的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云计算法律法规不完善。基于云计算的动

态会计信息平台提供了一种新型会计信息服务模

式，国家针对该服务尚未出台一系列标准。其次，会

计谨慎性与实时报告需求的艰难抉择。基于会计谨

慎性原则，企业出具的财务报告需要根据会计准则

及其他方面的要求进行调整，并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后才能向外界披露。然而，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

息平台使得实时报告成为可能，基于此形成的财务

报告是否清晰明了、是否便于利益相关者使用？有关

企业对于实时报告系统的可行性提出质疑。与此同

时，“会计+计算机”复合型人才缺乏。

另外，经济全球化加快了企业跨地区、跨国界的

扩张步伐，如何实现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规范

计量与记录，如何实现会计信息平台跨地区的良性

健康发展，如何增强财务报表和经营决策的可比性，

需要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

五、结论

云计算环境下，企业需处理和使用的数据量越

来越大，对企业财务部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企业

当前的会计信息系统带来了新变革。鉴于此，本文提

出构建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息平台，探讨其内

部层级结构。同时，动态信息平台的构建需要多媒体

搜索引擎技术、区块链技术和访问控制技术等的支

撑。多媒体搜索引擎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高会计信

息决策相关性。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促进实时会计

和连续审计的发展，保障数据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

性，同时其特有的不可逆性能有效防止财务舞弊的

产生。基于CP-ABE技术建立的访问控制技术能提

高储存在“云”端的数据的安全性。

基于云计算的动态会计信息平台能够实现海量

信息实时存储、分析以及异构资源整合，提高原始财

务数据的利用效率，为利益相关者利用非结构化信

息进行辅助决策提供依据，为不同信息使用者提供

全面和共享的信息。

主要参考文献：

秦荣生．．云计算的发展及其对会计、审计的挑

战［J］．．当代财经，2013（1）．．

Wyslocka E.，Jelonek D.．．Accounting in the
Cloud Computing［J］．．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2015（3）．．

程平，何雪峰．．“云会计”在中小企业会计信息

化中的应用［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Lansiti Marco，Karin R.．．Lakhani．．The Truth about
Blockchai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7（1）．．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杭州

31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