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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loitte's financial robot has made the prospect of financial 
robots optimistic. The financial robot as an accounting tool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era. Th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will bring a new round of accounting. Change, which led 
to the repositioning of accounting positions. In the past two years since the listing of  Financial  
Robot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robots an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robots on accounting positions and traditional accounting personnel, and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future financi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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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勤“财务机器人”的推行上市，使得目前对于财务机器人的前景市场一片看好，作为会

计核算工具的财务机器人，是智能化时代发展下的产物，财务智能化会带来新一轮的会计变
革，从而导致会计岗位被重新定位,通过分析财务机器人的功能特点及财务机器人对会计岗位

和传统会计人员的影响，阐述未来财务人员的发展方向和应对策略。

1．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财务智能工

具在智能时代下应运而生。从 2017 年 5 月份以来，德勤率先推出“财务机器人”，普华永道、

安永和毕马威也相继推出了财务机器人，财务机器人的推广上市在财会界及其他领域引起了

较大轰动，也使得财务人员及其相关领域人员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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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机器人

2.1 财务机器人出现的意义 

财务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在财务领域的应用之一，是将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在财务领域的应用简称为财务机器人，RPA 是通过执行重复的基于规则

的任务，来将手工活动进行自动化的一种技术，而财务机器人就是 RPA 在财务领域的应用。

简单说来，就是在电脑上装一个机器人软件，对这个软件根据需要设置财务操作规则，进行

简单的自动化操作，它以虚拟员工形式参与企业的财务活动，从而降低人力成本的投入。

2.2 财务机器人的作用 

“财务机器人”不仅可以处理一些简单的基础性任务，完成高度重复的业务工作，降低人

力资源的投入并减少对应工作时间，在处理相关数据的时候具有非常高的准确性，并且它有

着非常强大的存储空间，能够全面检查和记录相关数据，使得数据具有完整性和连贯性，以

满足不同时期的备查需求，确保数据真实可靠；还能够进行对账工作，每天可自动完成 15 家

银行的 80 个银行账号的对账以及调表打印工作，并且在操作过程中不需要任何人为干预，可

见其强大的自动化处理功能；1(P135)“财务机器人”不仅可以对增值税发票验证真伪，还能够将

需要查验的增值税发票验证后，将数据提交到国家税务总局官方查验平台进行备案核对，然

后将验证结果反馈给相关人员并且记录下数据结果。

2.3 财务机器人的功能及使用情况 

1.“四大”财务机器人主要功能对比。“四大”将财务机器人推广投入财务领域中，普华永道、

德勤宣称其财务机器人的主要功能是完成核算类、收集类等重复性高的、技能要求低的基础

性工作；安永宣称其财务机器人具有 RPA 认知、智能学习、数据分析等功能；毕马威推出的

财务机器人则有帮助员工制定多方面的战略和路线图，选择合适的合作商等功能。（如表一）
2(P4-5)

2.财务机器人使用情况。2017 年 5 月，德勤财务机器人推出后不久，便受到数十家大型

企业的青睐和支持；随后，普华永道推出了自己研发出的财务机器人业务解决方案，并在中

化国际等大型著名企业投入运营；安永推出了“安哥”智能财务机器人，并声称其适合企业各

项业务流程；毕马威利用微软 Azure 智能云技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推出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在

银行试点运用成功。除了“四大”推出的财务机器人亮相市场外，我国许多企业也纷纷看中智

能化的巨大市场潜力，开始投入财务机器人领域的开发研究。例如长沙智能制造总院研发推

出的“会计机器人”已经为五十多家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服务，金蝶研发推出的智能财务机器

人受到当下企业的追捧。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引入智能财务机器人的方式，开始迈入财务工

作系统向智能化领域转型的步伐，以适应未来企业的发展趋势。

3.财务机器人给财务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3.1 传统财务工作的弊端 

传统财务工作主要是对经济活动的事后记录，从对经济活动的核算，到审核录入会计凭

证，再在账簿上进行登记， 后过渡到财务报表对外批露的核算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很多的

基础性核算工作，人工处理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这些核算过程中存在很多缺

陷，主要包括：第一，报账核算方面。一个企业一般需要 2 至 3 位会计人员专职处理报账审

核业务、核算业务，进行原始发票的审核和汇总，工作较单一且重复性高。第二，凭证录入

工作。传统会计人员的工作大多在凭证录入上，只需要根据业务类型在记账软件上选好会计

分录，录入数字汇总，存在大量简单重复性高的工作。第三，编制报表。一个企业的财务部

门会面对大量的报表，不仅包含日报、周报、月报和季报，还要根据不同部门主管要求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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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列，通常一个报表的数据填完后还需要把这个数据填在另外一张报表上面，会计人员会花

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这类数据的收集和汇总。第四，其他基础核算类工作。一个企业的

财务不仅仅只包括凭证审核、编制凭证和填制报表，还包含很多其他工作，例如开税票、装

凭证、数据统计等日常工作，周而复始基础性工作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3.2 财务机器人带来的机遇 

1.提高财务工作效率。在传统会计时代，大多数会计人员手工审查和填制会计凭证、登

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报表，不断重复进行基础性的财务会计核算，其工作量不仅大且运算

和记录效率也较低。在上线财务机器人后，它可取代财务作业流程中的手工操作，监督和控

制各自动化财务流程、录入会计信息、合并会计数据等，因此财务工作中这些大量基础性业

务都可由财务机器人完成，把会计人员从不断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只需要财务人员把增

值税发票放入扫描仪中进行扫描验证，剩下的工作可全部都由机器人完成，完全可以顶替多

个财务人员的日常基础性工作，大大提高了财务的日常工作效率。

2.减少会计信息不实。公司经营的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对一家公司的信息披露至

关重要，是企业管理层、投资者做出正确投资经营判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数据的汇总、填

制、报送人为操作的错误率因素有很多方面，和会计人员的环境影响、工作能力、细心程度、

熟练程度及心理因素有关；其次，出于特殊盈利目的考量，会计人员会对某些亏损金额数据

进行调整，出现舞弊做假账的情况。但是财务机器人可利用其强大的数据收集、记忆功能，

其完成任务的每个步骤都可被系统监控和记录，留有工作痕迹，从而可作为审查证据以满足

审计合规性审查，真实性更加可靠，可避免出现虚假的会计信息。

3.业务稳定性能好。会计人员在日常工作当中，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

对工作环境、薪酬标准、晋升空间及工作氛围有一定要求和标准，在内外部环境没有达到预

期目标值时，或者内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而自己难以适应或接受时，会造成人员流动，对企业

岗位的日常工作业务的正常运转造成一定影响。但是财务机器人在日常工作中，基本不会因

为内外部环境而影响日常工作，在工作之余不会抱怨，产生消极情绪，破坏企业员工的团结

凝聚力，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作的稳定性。

4.工作时长优势大。面对财务人员的 5×8 的法定工作时长，以及婚假、产假、及法定节

假日，可利用的规定工作时间并不多，且遇到特殊的业务忙碌期需要加班时，还需要支付加

班费、交通费甚至补贴等费用，会增加企业一定的加班成本，而财务机器人每周可工作时长

是 7×24 小时的可连续工作时间，并且没有一些个人因素的请假、加班等费用成本，因此在工

作时长方面，财务机器人的优势较大，作为虚拟劳动力进入企业，广受企业家欢迎。

5.适应多样化岗位时效短。财务机器人可进行一些录入凭证、数据汇总、纳税申报等基

础性工作，根据这些工作内容，可代替多个不同财务岗位，一个财务岗位正常上岗周期是二

至三周，且是在业务不太庞杂的企业，如果一个会计人员需要同时适应以上机器人能取代的

工作岗位，那么少则八周多则十二周，而财务机器人的快速上线操作优势，只需要二至六周

即可，极大的提高了岗位的上线效率。 

3.3 财务机器人弊端 

“财务机器人”虽然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但它仍处于智能开发的初级阶段，还不具备机器

自主学习功能，自动化流程还是基于特定单一流程的程式开发，仅仅是人工智能技术和会计

的业务流程初步结合。根据目前“财务机器人”具备的功能以及使用情况来看，其主要作用是

帮助财务部门进行基础核算工作，它的优势只适合一些高重复性、业务标准化程度高和业务

规则明确的企业进行，因此，在需要根据复杂情况进行人工判断、人工分析的财务管理范畴，

而且对于大多数制度流程不太完善甚至不太健全且业务量不多的小企业而言，这些企业的财

务人员大多在本职财务工作以外又要协助处理人事管理、客户沟通等工作，因此财务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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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对于小企业就没那么大，它的使用范围对于小企业而言就极其有限了。

人工智能减少了人对数据信息的参与操作度，财务机器人在网络环境中就难免被恶意操

控和利用，所以在机器人自动化处理模式下，如果网络信息安全工作不到位，给企业和国家

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是灾难性的，财务机器人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不可估量的风险。

当前财务机器人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国内相关法律的更新范畴，这就难免会在提供智

能便利的同时，也相继带来相应的法律风险。从法律角度上看，如果财务机器人以“员工”的
身份出现，那么它通过流程设定得出的数据结果产生的法律纠纷，这个经济后果和法律责任

该由谁来承担，这个法律问题还待解决。

4.财务机器人下会计人员的应对策略

4.1 财务人员的应对措施 

1.财务人员转型。财务共享中心、大数据的应用、互联网+等出现，使得传统财务会计的

以规范为核心的会计核算向成本管理、预算管理、绩效管理、投融资管理等管理会计领域转

变，财务通过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从价值的参与者向价值的创造者转变。国内企业超过 85％
的财务人士担任基础核算会计职位，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记录与核算，充当着“账房先生”
的角色，因此不能再将眼光局限于账簿表面的数据，而要借大数据多角度分析其背后的实际

经济意义。3(P91-92)实现从传统会计到管理会计的转型方向是大势所趋，也是在财务机器人时

代不得不进行会计行业改革的大方向。

2.提升专业技能。财务机器人目前还只能处理一些固定基础化的信息处理工作，还不具

备学习思考的能力，财务人员应该抓住机器人的这一弱势，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接纳和利

用机器人，利用机器人分析获得更准确的数据，更好地进行决策、预测等，使长期处于基础

岗位的会计人员不再局限于账簿表面的数据汇集工作，让他们参与企业的规划、决策、预测

中。因此要制定职业规划，学习各方面知识和工作方法，建立完善全面的知识体系，拥有发

展的战略眼光，使财务工作向着高端方向发展，才能在未来财务市场上占据主导权。未来会

计人员要深入地了解公司业务，拥有透过市场与公司数据看到更深层次问题与机会的能力，

战略型、管理型的会计是财务人员在新环境下的努力方向。4(P233) 
3.转变思维模式。我们已经迎来了大数据时代，财务机器人在智能时代的发展下应运而

生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作为财务人员应该积极拥抱和接纳，主动参与到各种新型技术的学

习和掌握之中，用正确的观念来审视财务机器人给会计人员在财务工作中带来的便利，让会

计人员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关注基础核算工作以外的事情，而

不是一味的拒绝和恐慌财务机器人夺走了会计人员的“饭碗”，要转变思维方式，建立自动化

思路，树立起机器人管理者的意识，积极的做出改变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4.2 企业的应对方向 

1.完善财务管理模式。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目前财务机器人在会计领域的使用还是比

较新颖的概念，一些规章制度、体系完善的大中型企业应主动拥抱财务智能化，推动传统财

务管理向智能财务管理的方向发展，利用财务机器人先进的智能技术支持，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和发展特点，完善企业财务制度管理，实现财务智能化和公司业务特点紧密融合，进一步

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2.增加信息安全防范。随着技术网络的发展，数据信息的泄露也是企业面临的一大问题，

企业在利用技术信息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其商业信息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网络公开化。财务

机器人的应用也是推进了财务信息数据网络化的发展，这就要求企业在信息网络安全方面，

做好财务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防范工作，在准备上线财务机器人之前，多方位的收集财务机

器人的信息，多次测试软件处理业务流程过程中的可靠性、保密性及稳定性，在启动后实时

监控其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增强企业的财务信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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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财务机器人性能。目前市面上的财务机器人还仅限于一些基础化的核算工作，上

升不到高端的分析预测方面，且使用范围有限，价格十分昂贵，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则上线

财务机器人的性价比不高，因此对于软件开发厂商而言，应该针对不同企业需求和市场环境

特点，设计出不同类型、不同功能、不同价格的财务机器人供企业选择，同时也要在机器技

术上做出一定提高，多设定出高质量的机器人，满足市场不同的需求。

4.3 国家层面的策略 

1.加强会计人员教育。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企业对于会计岗位职能需求发生了极

大的变化，传统会计职能与现代企业运营要求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异，会计岗位在企业

中的职能范围正在不断拓展。各高校在开设会计专业的相关课程时，要顺应时代潮流推陈出

新，不应局限在过去单一式的专业知识技能培养，应该根据学生就业方向进行分析和预判，

找准市场会计岗位上的需求对症下药，将具体岗位要求和专业技能结合起来，不仅要学习会

计基础理论核算知识，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体系，还要学习新型的技术管理知识，如计算机

技术、财务管理、预测分析等，为企业和社会培养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多技能型人才。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当前财务机器人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未来经过不断地更新改

造之后，能够进入一定领域的分析、预测和管理，不仅具备财务人的专业知识，还具备了思

维学习能力，发展到强智能阶段时，那时的财务机器人就相当于独立的“企业员工”，则现阶

段的法律原则和规范已不再适用，通过财务机器人得出的会计结果而产生的经济纠纷，应该

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界定和规范，以免破坏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相关机构应该紧密关注人工

智能对会计领域产生的影响，既要完善会计标准体系及配套机制，又要加快修订有关会计法

律法规制度。5(P5-6)以便立法者从法律的角度可以结合 新的会计相关制度，更有效、更精确

地对未来强智能化财务机器人的法律风险进行风险规避，达到事前控制的目的。

5.结语

财务机器人的出现是人工智能技术下的产物，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体现。它为会计行业的

发展和进步带来了巨大变革，提高了工作效率，推动了传统财务人员对职业发展的进一步规

划，促进会计人员的职业架构转型，充分利用财务机器人带来的便利，完善自身知识体系，

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为成为复合型人才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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