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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时代悄然而至，数据正在逐渐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新生产要素，销售业务的
数量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迫切需要研究并构建销售业务智慧审计体系。本文根据智慧审计的研
究现状，借助大数据技术、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研究构建销售业务智慧审计，完成智慧审计在销售业
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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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a of big data is coming quietly. Data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production factor after
land, labor,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he number of sales business is increasing and the struc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It is urgent to study and build an intelligent audit system for
sales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mart audit,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technology,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studies and constructs the
smart audit of sales business, and completes the application of only audit in sales business.

文章引用: 邵蕊, 张紫萱, 牛迪, 孙邦媛, 李文锦. 智慧审计在销售业务流程中的应用[J]. 国际会计前沿, 2021, 10(3):
33-38. DOI: 10.12677/fia.2021.103005

邵蕊 等

Keywords
Intelligent Audit, Sales Business, Big Data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998 年，审计署首次提出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意见。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技术的
发展，全球数据爆炸式地增长，审计信息化越来越受国家的重视，传统审计工作面临转型发展压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提高社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十九大
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十九大后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
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在 2017 年发布《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要求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建设质量强国。

1.2. 研究意义
中国正在快步进入大数据时代，集团化企业的销售业务数据越来越多，销售业务的结构越来越复杂，
销售业务的开展与信息技术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销售是企业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环节，销售业务作为集团
化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企业和社会接触的桥梁，把控着集团企业的经济命脉。因此，对销售业务采用智
慧审计的内部审计风险控制模式，可以实时审计，控制销售业务合理有效进行，从而保障集团企业良性
发展。

2. 销售业务智慧审计平台构建
2.1. 平台设计
数据采集平台通过链接智能扫描仪、RIFD 射频仪等设施，在销售跟踪审计的过程中实时收集审计证
据，如询价过程中的文字信息，语音视频信息等重要信息，并进行储存，导入该项目专属数据库，实时
反映该项目进行状态，方便可视化监控。
信息交互平台是审计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存在方式，通过信息交互平台，审计证据、与审计相关
的各种信息、资料、数据、技术、前沿科技等便捷地传递与交流。在销售业务流程中，不同环节之间的
的信息共享在上下游环节中保证效益和公正的共同实现。
智能专家平台作为系统的专业财务处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专业的审计知识对现有材料作出充
分利用和分析，从而得出适合企业的最优建议。主要包括自动根据原始凭证填制凭证账簿，根据数据信
息提供智慧分析下的最优定价、物流方案、收款方式等功能。
智能预警系统通过与集团公司内不同业务系统的有效对接，能够及时、直接地查询到集团各下属企
业销售系统的进销存情况、物资采购情况以及合同管理系统的合同信息和执行情况等，还能对处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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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相关数据进行关联、对比和分析。此外，通过直接查询各类业务数据，能够进行分析性复核，而
且能够进行实质性测试。部分职能预警结果可以关联或推送到 ERP 系统，通过辅助审计信息系统进行进
一步的查询分析[1]。

2.2. 技术设计
智能扫描技术可以利用扫描仪将纸质文件扫描进入审计新信息库形成电子文件，并自动按照客户代
码和对应的文件种类明明，这样管理层直接搜索客户代码就可以对应的一系列纸质文件。
自动比对技术，通过简单的 Python 程序设计就可以实现文件间的自动比对，优化了传统审计中审计
人员一张张核实报价单，销售合同等。
RIFD 射频识别技术，每个货物都有一个标签，在仓库磁场内可以被准确读取，追踪到每个货物的具
体位置，出入库信息即可自动返回动态数据库。

3. 销售业务智慧审计案例应用
3.1. 询价
客户是企业实现利益的重要途经，同时，客户也是企业产生风险的主要原因。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
激烈，企业不仅需要保证客户资源充足，也要确保客户资源的优质性。因此，争取新的合作伙伴时，企
业需要及时对客户的经营与信用状况进行评估。
客户的经营、信用状况会随着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发生变化。公司需要时刻关注客户的经营
情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业界信用等，以此来确保销售货物交易中应收账款的安全，并由此制定合
理的销售策略。
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客户档案不健全完整，导致评估的偏见性与主观性的风险；也可能会出
现缺乏持续的评估，造成信息老旧的现象，最终导致判断失误。
传统的内部审计中，销售部门会建立并更新维护客户信用动态档案，关注重要客户的资信变动情况，
对待境外客户以及新开发的客户，则需要建立更严格的信用保证制度。
智慧审计系统建立以后，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企业就可以从海量的信息中迅速筛选获取有效信息。
对于重要客户以及新客户，智慧审计系统会自动更新相关信息，并及时提供重要性动态信息供系统使用
人员查阅。若有相关突发事件，审计系统会显示预警信息，提醒使用人员注意。
在与客户进行询价交流时，需要记录相关信息，包括文字信息以及语音视频信息等，汇总上传至智
慧审计系统，以备签订合同协议时提供参考。只有及时上传相关信息，才能进入价格审批步骤。
收到客户询价单时，可能会出现定价不合理，且不合理价格未经审批便通过的风险。传统审计中，
企业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销售策略，并依据成本提供价格变动幅度范围。制定价格政策时需要按
照规定的程序以及权限审批。
智慧审计系统建立后，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可以辅助工作人员获取最新的市场讯息，提供价格趋
势分析，快速确定价格区间，使得销售价格更具有竞争优势，并且能保证企业的利润空间。若选定的价
格与系统咨询提供价格以及企业往年销售价格相差过大，如(上下变化幅度超过 25%)需要销售人员提供
文件解释，上传至经理处复查审核。同时，智慧审计系统与企业存货系统对接，可以及时提供企业存货
类型以及数量，方便销售人员与顾客进行对接。
销售单价、数量确定好并如实填写报价单后，智慧审计系统会自动报送信息至审核人员处，将报送
顺序为：各级生产部门至各级销售部门。若在任一一级报价单被驳回，或者长时间处于未经审批状态，
报送单被拦截，无法进入下一层。若审批环节通过，报价单将被发往客户处进行最终的确认。如果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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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则进入后续程序，若有异议，则进行更改后重复上述过程。
根据双方协定好的报价进行销售订单的填写并录入 ERP 系统。之前协定的价格、数量，对接的客户
信息已提前被智慧审计系统捕捉提取，录入系统时只需要选定关键信息，例如客户代码等，就可以一键
录入系统，有效降低录入人员任意篡改信息的风险。同时，信息录入后，还需要上传订单附单据，以便
日后核查。

3.2. 销售订单
1) 销售订单自动比对
销售助理利用扫描仪将纸质的销售订单扫描进入计算机系统，自动保存为某项货物实际纸质销售订
单文件，利用 Python 程序将原来存档的电子销售订单与实际销售订单进行自动比对，当文件个数不够时，
程序会报错，即如果销售助理不将实际纸质销售订单录入计算机系统则该销售业务被拦截，提示销售管
理人员不进行授权；当两个文件的数据量不一致时，程序会突出显示数据多出的部分；当两个文件之间
的数据内容不一样是，程序会突出显示具体哪一行不一致。同时程序会将不一致的程度分等级，标黄部
分为另一个文件缺失的数据，标红部分为两个文件间严重不一致的部分，标为橙色的部分为较不一致。
销售助理利用扫描仪将客户相关信用材料扫描进入计算机系统，Python 程序自动将多个文件分类整
理，并以客户代码为名称保存在数据库系统中，同时 Python 程序将客户信用相关材料导入并形成《客户
信用等级评分表》的基本内容。
2) 审核客户信用
销售总监以及销售管理人员先对每个销售订单对应的销售计划进行审核，检查是否符合公司的规定，
是否经过授权批准。
销售总监以及销售管理人员在管理层页面对客户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分，评分完成后，Python 程序自
动将信用等级排名前 80%与后 20%分为两个动态文件。同时，利用 Python 的爬取数据功能在网络上爬取
客户的动态情况，如原信用好的某客户发生负面事件，程序将该客户标红，并向销售管理层发出预警提
示信息；如原信用差的某客户公司取得进步，程序将该客户标绿，并向销售管理层发出提示信息，销售
管理层再对该客户进行信用评分，分析其是否可以作为发展客户。
3) 审核报价单资格判断
销售管理层根据客户信用等级评分两个动态文件进行分析判断，对不符合公司的规定的订单不授予
进行下一环节的权限，该项订单被拦截；将可发展的客户订单授予权限，进入下一审核报价单环节。
4) 报价单审核
销售助理利用扫描仪将实际纸质的报价单扫描进入计算机系统，自动为保存客户代码 + 报价单文件，
利用 python 程序将实际纸质报价单文件与原来存档的可发展客户进行自动比对，当文件个数不够时，程
序会报错，即实际扫描进入计算机系统的报价单数量小于可发展客户数量，则缺失报价单的业务被拦截，
待销售人员补齐该项业务的报价单，该业务才恢复正常状态，进行下一环节；与可发展客户文件能够匹
配的报价单，利用 Java 语言编写数值判断程序，如果报价单上的货物价格在公司规定的可销售价格范围
内，该项业务继续进入下一环节；如果报价单上货物价格不在公司规定的可销售价格范围内，则该项业
务被拦截。
5) 授权制作销售合同
销售人员将编码完成的报价单打印下来，传至客户进行确认，经客户确认签字，若没有异议销售助
理将有编码且有客户签字的报价单再次扫描进入系统，扫描系统自动识别核对客户的签字，审核无误，
提示销售管理层予以授权制作销售合同；对于没有录入客户签字的报价单，系统自动拦截该项业务。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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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议，则销售人员再与客户沟通进行第二次报价，重复步骤 4，审核通过的报价单再取得客户签字，
回到步骤五，审核通过，业务拦截解除，销售管理层予以授权制作销售合同。
6) 制作销售合同
销售助理页面获得可制作销售合同的客户代码，以及系统自动生成相应的规范销售合同基本内容，
销售助理完成销售合同的填制。智慧审计系统会自动按照数据库审核销售合同，关键词比对发现可能存
在的不规范甚至违法条例，进行标红并附上相关公司规定以及国家法律规定条文。智慧审计系统将给出
审核意见的销售合同传送给销售管理层，销售管理层对没有问题的销售合同予以授权打印。对有问题的
合同，销售管理层可以直接在标红部分根据系统提供的相关条文给出修改意见，传至销售助理从新修改，
智慧审计系统继续审核，直至没有问题，销售管理层予以授权打印。
7) 审核销售合同
销售助理将签字完成的销售合同利用扫描仪扫描进入计算机系统，扫描系统可以自动识别管理人员，
客户等必要的签字、盖章是否齐全，保存为完整，不完整两个文件。智慧审计系统将完整文件下的销售
合同提交给财务部门审核。不完整文件下对应的业务暂时被拦截，系统将签字盖章不完整的销售合同返
还之销售人员端，销售人员补全签字盖章，重复扫描上传审核，直至系统审核无误，进入下一环节，提
交给财务部门。

3.3. 销售货物出入库
在企业销售业务内部审计中，销售合同审计无疑是重要的一环，实际上，在商业活动中，合同的重
要性始终占据首要位置。从销售合同审计入手，对销售合同的合法性、规范性以及内容的合理性进行详
细地内部审查，为销售业务的审计提供最基本的保障[2]。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目前大数据已
深入应用到各行各业，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审计作为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活动，
与大数据技术的相互融合不可避免。运用大数据数据处理技术对大量审计数据进行分析查证，从海量数
据中提取有效数据，在不同类型的数据资源中，寻求自身所需信息，将实际业务中采集的客户信息、商
品信息、库存信息、市场信息等，将所需信息整合归集出对于销售事项有关的交易信息；同时参考计算
机定义符号，确定数据之间所对应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不同系统不同渠道来源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
销售合同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向负责人员发出风险预警，若经过分析对比，销售合同确无问题，则将销
售货物信息同时发送给出入库管理中心准备出货。
随着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即射频识别技术在仓储和物流行业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一技术的应用也给审计工作带了诸多便利。在实际应用中，每个物品单元都有其独
有的电子标签，电子标签中存有该项物品的相关信息，阅读器通过扫描电子标签获取数据。在销售合同
审核通过后，销售部门已将需出库物品信息发出入库管理中心存档，出库物品经 RFID 技术扫描后获取
的电子信息在系统中自动与合同信息对比，若对照分析显示无误后，生成出库单由仓库管理人员与销售
业务负责人签字后出库，同时将出库信息发送给物流管理中心，准备进入物流环节。
随着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货物运输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智能物流体系正在构建，“互联网+”物流
深入行业内部纵深发展中，借助“互联网+”平台结合企业数据分析优势，出入库管理中心将出库数据发
送至物流管理中心时，根据物流路线起点、终点、线路长度、所经区域、市场价格、运输方式等信息进
行分析，系统生成最 3~5 项优化方案供管理人员选择，优化方案应在价格合理、运输方式选择恰当、合
作伙伴长期关系等多个维度考量下的性价比最优。管理人员需在系统生成的方案中进行选择，若不采用
系统生成方案，则需向上级提交说明，待上级批准后方能进入运输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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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收款智慧审计
在销售业务流程中，收款是极其容易发生审计问题的一环。某些企业会通过虚假提供发票、收款未
入账、坏账记录不合理来进行舞弊，在内部审计中，收款容易造成结算方式不合理、收款不利导致现金
流短缺、坏账情况过多等财务风险。在传统审计的概念中，收款过度依赖人工，但其中诸多环节均可引
入智慧审计的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智能分析等数据化信息处理方式，从而提高收款效率的同时又能对
企业内部控制做出准确把握[3]。
企业签订合同选择结算方式时，可以使用智慧审计系统中的数据库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平台对客户
的基本信息做出研究和对比，尤其是客户信用方面和偿债能力方面，将客户按信用等级排序。将客户信
息与订单具体情况相结合，通过智慧审计系统的智慧专家对收款结算方式做出最优选择。根据客户的信
用等级及订单额度选择恰当的收款结算方式，根据客户的还款日期数据计算出恰当的现金折扣，最大程
度上降低坏账的风险。
企业在进行销售业务的开发票和登记凭证环节时，可充分利用 erp 系统的便捷，提高准确性和效率。
设置系统强制性连号开具发票；同时在智慧审计系统中建立销售合同和发票的勾稽关系，相关专业人员
选择销售合同，系统就能自动爬取合同上的必要信息，自动对应的生成电子发票；建立原始单据和凭证
和账簿的勾稽关系，相关专业人员选择原始凭证即可自动爬取信息并生成各项凭证；同时在权限设置上
要划清界限，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或串通舞弊等风险发生。
关于坏账情况，智慧审计一方面建立催账管理系统，一方面建立坏账预警机制，共同致力于将坏账
发生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搜集整合重要数据，建立提醒状态。催账管理主要功能是在应收账款页面上，
将各项业务应收款及客户信息列出，已收款和未收款有不同的条件格式，界面清晰明了；同时未入账的
款项进入催账环节，列入催账管理系统，提醒催账。坏账预警机制是通过网络爬虫系统爬取公司的近期
信息，了解公司的最新动态决策等，对于即将发生坏账或者到期未归还的账款进行预警提醒。

4. 结语
智慧审计系统的使用是新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极速发展的必然现象，各种信息数据化的发展趋势
推动企业内部审计走向转型之路，国家也发布了相关文件号召企业审计走向智慧化、信息化。我们顺应
时代发展，提出企业内部审计向智慧审计发展的想法。我们通过对已经初步实行信息化审计的公司的案
例的分析、社会审计和国家审计已有的信息化审计基础，文献资料，应用调研、案例分析、数据分析等
方法研究出一套具体的智慧审计系统，将其主功能的三平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智慧审计主要目的是充
分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优势，降低人工操作、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进而使各行各业的审
计工作实现从人工到智能的转变，提高企业审计工作质量，保证企业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促进企业经
济实力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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