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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式审计”使数据质量成为审计风险要素。文章论述了数据质量问题的研究价值 , 总结了对相关领域

的研究成果 , 从审计数据的生命周期角度分析了数据质量风险成因与对策 , 并以字段缺失为例提出一个数据质量检测的

概念模型 , 最后提出了审计数据资料研究这一领域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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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审计风险是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采用了没有意识到的不恰当的审计程序和方法 , 或者错误地估计和判

断了审计事项 , 做出了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审计结论 , 进而受到有关利害关系人或潜在的利害关系人的指控 , 乃

至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影响审计风险的要素很多, 如公司治理结构、内控制度、流程复杂性、管理风格、竞争

环境、审计人员素质、审计程序等。随着审计环境的信息化, 审计数据的日益成为影响审计风险的最重要的因素

之一。

本文论述的审计数据, 是指从被审计单位直接或者间接取得的, 审计师赖以进行审计分析、调查取证 , 进而

形成审计结论的一切数据信息。据此, 审计数据具备三个基本特征: 从使用目标上看 , 以审计取证为目的; 从数

据来源看, 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被审计单位; 从存储形式来看, 是以电子形式存储的。

审计过程可以看成一个持续的信息加工和专业判断过程。审计数据是重要的输入信息之一, 其质量对判断

结果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信息系统环境下, 由于交易的虚拟化、控制的程序化、信息的数字化 , 以数据处理为基

础的计算机审计成为必然。有学者甚至定义信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为“数据式审计”( 石爱中, 2005) 。可见数据

质量对审计的影响更加重要。

研究审计数据质量的意义在于: 第一, 通过研究审计数据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对审计风险的影

响 , 我们能够丰富和发展信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理论; 第二, 通过发现审计数据质量问题的产生规律 , 就能够通

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工具选择进行规避和防范 ; 第三 , 提供审计数据质量的评价和检验方法工具 , 为审计实务

提供指导, 提高审计工作效率, 控制审计风险。

二、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 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对审计数据质量的研究基本空白。在相关领域如会计学、统计、信息技术等领域对

数据质量的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 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在审计背景下研究数据质量具有参考价值。

( 一) 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

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和法律层面。刘峰( 2001) 从我国现有制度安排的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 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并诱发会计信息违法性严重失真。綦好东( 2002) 认为企业

是一个契约网络结合体 , 会计行为诚信是契约有效履行的基础 , 而经理人、注册会计师、股东、政府都是与会计

舞弊行为发生或制止相关的行为主体; 夏冬林( 2004) 则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及其特征方面进行研究 , 提出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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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计信息应当同时满足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艾伯伦·奇特提出企业舞弊的产生是由

压力、机会和藉口三要素组成。GONE 舞弊理论认为, 企业舞弊由四因子组成, 它们共同决定了企业舞弊风险的

程度。其中, G 指贪婪;O 指机会; N 指需要; E 为暴露。

( 二) 数据的内在规律

数据是存在一定内在规律的, 这些规律对我们测评数据质量有重要意义。

1.会计、税务、海关等行业数据存在固定的统计规律。Simon Newcomb 和 Frank Benford 发现 , 在大量统计数

据中 , 有效数字的分布概率是按照对数规律分布 , 这一规律被称为 Benford 法则。Ted Hill( 1995) 证明了这一法

则, 并预测了该法则在多个领域, 包括会计、税务、普查等领域的适用性。Nigrini 则通过经验数据证明会计数据

符合 Benford 法则。并应用这个法则进行舞弊检测, 检测人为因素对会计数据的干扰。

2.会计舞弊、造假是有规律可循的。陈信元等列举了会计造假的公司的特征例如 :( 1) 前两年连续亏损 , 本

年经营业绩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公司 ;( 2) 前两年平均净资产报酬率达到 10% , 本年公司行业不景气的公司

等; 美国 Coopers & Lybrand 会计师事务所 , 总结出 29 个警示标志 , 当出现这些标志的时候 , 就需要关注公司管

理当局是否存在财务报告舞弊, 例如现金短缺、负的现金流量、营运资金及 / 或信用短缺, 影响营运周转等。( 方

军雄, 2002) 则从财务报表分析的角度, 提出了财务报表舞弊与发现方法的分析。

( 三) 计算机领域关于数据质量的研究现状

Wang( 1993) 提出了数据工程中数据质量的需求分析和模型 , 认为存在很多候选的数据质量衡量指标 , 用

户应根据应用的需求选择其中一部分。绝大多数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认为, 要改善数据质量 , 一定要结合特定

应用领域的知识。因此, 人们通常将领域知识用规则的形式表示出来。至于质量的问题的表征形式, 根据处理的

是单数据源还是多数据源以及问题出在模式层还是实例层 , Aeb( 1993) 将数据质量问题分为四类 : 单数据源模

式层问题、单数据源实例层问题、多数据源模式层问题和多数据源实例层问题。Rahm( 2000) 以形式化的方法定

义了数据的一致性( consistency) 、正确性( correctness) 、完整性( completeness) 和最小性( minimality) , 而数据质量被

定义为这四个指标在信息系统中得到满足的程度。

( 四) 信息系统领域对数据质量的研究

信息系统承担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存储、分配、输出等任务, 对信息或数据的质量有重要的影响。从信息系

统控制的角度来看, 数据的质量是信息系统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许多专业组织都提出了数据质量控制的准则

和指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 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和控制协会 ( ISACA) 提出的 COBIT( IT 控制目标) 、COSO、

ISO19977、ESAC 等。以 COBIT 为例, COBIT 标准中有专门关于数据质量的控制标准和审计指南章节, 要求从输

入、处理、输出、文档管理等环节进行严格控制和验证措施, 以保证信息的质量。

三、数据质量问题的形成

造成审计数据质量问题的原因众多而复杂 , 例如系统设计、功能故障、采集失败、传输、程序失当都可能造

成的数据质量问题。要系统地研究质量问题的成因, 必须从审计数据的全部生命周期来进行分析。

审计数据的生命周期, 是指一个审计项目中, 审计数据从生成到使用结束的整个过程。笔者认为, 从审计应

用和质量控制的角度观察 , 数据的生命周期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 数据生成阶段、数据采集阶段和数据使用阶段

( 见图 1) 。在审计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 数据的所有者、位置、结构

都可能发生变化。生命周期的各个缓解构成一个串联系统, 在任何一个阶

段发生的数据质量问题, 都将传递到下一个环节, 并最终影响审计风险。

数据生成阶段是数据的源头, 是审计数据质量控制的第一环节 , 如果

缺乏必要的控制, 原生系统的数据质量将难以得到保证。系统设计问题、

人员舞弊、管理造假、操作失误、外部入侵、病毒破坏等等都有可能造成质

量问题。

数据采集阶段产生的质量问题比较敏感, 因为这一阶段涉及到所有

者的变更以及责任主体的更替。我国目前的审计大部分仍旧是合法、合规

性审计, 审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存在利益冲突, 审计是在被审计单位和审计

师间发生的博弈过程。博弈两方信息不对称, 审计师处于信息劣势 , 被审
图 1 审计数据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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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质量检测系统

计单位为了隐瞒可能存在的问题, 可能故意修改、隐藏数据, 使得数据失真。此外 , 数据采集过程可能涉及到数

据的格式、存储位置和存储系统的变化, 也可能由于技术因素导致质量问题。因此, 审计师必须合理地设计审计

程序, 控制风险。

在数据应用阶段, 也就是审计过程中, 由于数据使用的技术方法不当 , 或者缺乏必要的控制 , 可能对数据的

质量产生影响。例如, 审计师对数据类型进行转换, 就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在分析过程中修改了数据 , 使之发生

失真。

四、数据质量检测

为了控制数据质量风险, 需要对数据质量进行检测。由于数据质量问题的成因和表现存在差异。在数据质

量检测之前, 必须充分认识数据的质量症状, 再采取对应的检测方法。本文以常见的字段缺失检测为例, 论述如

何进行数据质量检测。

所谓字段缺失, 是指采集的数据某些记录的部分或者全部字段不包含有效值, 导致该记录就无法反映原始

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对于字段缺失的检测, 应先评估每一条记录的缺失程度 , 计算出数据中每一条记录的字

段缺失率。根据缺失率判断数据是否可用。

假设一条记录可表示为:

R={f1, f2, ⋯, fn} ( 1)

如果:

rmi=
m
n

> φ, φ∈[0, 1] ( 2)

则表示该记录比较完整, 数据可用。

在公式( 1) 和( 2) 中 , f1, f2, ⋯ , fn 表示记录 R 的 n 个字段 , m表示记录 R 中字段值缺失的数目( 包括字段 值

取缺省值的字段) , rmi 表示第 i 条记录 Ri 中字段值缺失的比率, φ 为记录 R 中字段值缺失比率的阈值。

那么该数据的总体缺失率 Rm 可以表示为记录可用率的函数:

Rm=

n

i = 1
!f( rmi)

N
( 3)

其中 f( rmi) =
1 rmi< φ

0 rmi≥
"

φ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检测审计数据字段缺失率, 估测总体数据缺失的情况。

得出数据是否可用的结论。一个通用的质量检测框架见图 2。

五、结语

在所谓的“数据式审计”背景下, 电子审计数据质量风险成为审计风险的一

个重要构成, 展开相关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 并从审计数

据的生命周期角度分析了风险的来源以及控制和检测对策。关于审计数据质量

的研究刚刚开始, 该领域中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其中亟待研究的包括:

1.建立审计数据质量标准和评价指标 , 包括的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和指标体系。为了完成这一目标 , 需要

分别依赖国家 / 内部 / 社会审计框架 , 归纳审计数据的可能类别、内容、形式 , 结合审计真实、合法、效益等审计

目标, 研究审计数据质量如何定义, 形成质量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 以行业知识和审计经验作为背景 , 调查

数据的具体内容、来源、形式。结合审计目标定义审计质量, 研究可能的数据质量质量问题 , 并试图进行量化的

指标体系研究, 这就是数据质量的具体标准。

2.建立审计数据质量相关的审计风险模型。实际上, 审计数据质量对审计风险的影响可以转化为特定环境

下的决策理论中的模型。也可以转化为具体条件下的条件概率问题。通过研究, 我们能够进一步完善在质量数

据环境下的审计决策模型。在审计数据质量指标的基础上, 本课题需要解决审计数据相关的风险评价的问题。

按照风险评估理论, 风险能够通过事件发生的概率和事件造成的后果进行定量计算。在审计风险评估领域 , 我

们也能够进行相似的评估 , 利用数据质量的定量指标 , 结合具体审计事项 , 能够将该指标与审计人员在数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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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11 页) 属性的基础上 , 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集群化

发展战略 , 以达到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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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情况下进行正确判断的条件概率, 审计的重要性水平 , 我们能够对由于数据质量性的缺陷造成的审计决

策实务进行定量风险评估。

3.结合具体行业审计领域, 研究数据质量检测、评价、处理的技术方法和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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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view of economics

JIA Li- jun

Social harmony is an ideal state of the structure, function, effect, m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ystem. This treatise gives out the view, choosing from the main points of liberal economist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now- mainstream economists, that the economists research the social harmony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o research from the social harmony or practic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other is to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 of concret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truct ion of new county and systemat ic reform of county economy

LAN Ho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y is supported by economy. It is proved that financial system of present cannot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y at all. Therefore, the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for county is necessary, which

is not only on several aspects but for all the system.

The analysis of Bohai indutr ia l fund operat ion mechanism

GAO Yong- gang

Bohai industrial fund is the double first of the chinese - captial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and large - scale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whose set- up and operation will drive the making and improving of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in China, and inpact the trend of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in Chin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fund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form, financing mechanism,

Investment mechanism and withdrawal mechanism.

Date quality audit : a new perspect ive of aduit research

ZHU Wen- ming, WANG Hao, HU Han- hui

“Date- based audit”makes the date quality be a risk factor of audi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earch value fo

thre date quality problem, summe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related fields, analyzes the causes of risk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erms of the aduit date life- cycle, proposes a conceptual mode for date quality checking, and

raises some problem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field of audit date material researchment.

A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cap ita l

CAI Xiao- chen

Economists began to have a try to put the social capital into the economic analytical framework, since World

Bank had developed a series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programs. This treatise generally gives a description on the

aspect of economic analysis to research the new development, from the concept, form and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 in economics field.

Translated by Sun 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