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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审计心理对审计行为的影响
王秋菲ꎬ石

丹ꎬ周鲜华

( 沈阳建筑大学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以大数据为背景ꎬ分析了审计人员在审计活动中可能产生的心理状况ꎬ如

信息超载带来的心理压力、认知偏差等ꎬ进一步研究这些心理因素对审计行为的影
响ꎬ并针对这些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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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ꎬ越

从审计变革和计算机角度出发ꎬ并不能很好

来越多的企业运用会计软件进行业务记录ꎬ

地探究出大数据背景下审计人员的心理与行

网络交易日渐频繁ꎬ有关电子商务的业务不

为的关系ꎬ审计心理如何影响审计行为不可

断拓展ꎬ由此便会涌现出大量的业务数据ꎮ

得知ꎮ 因此ꎬ笔者以大数据为背景ꎬ从心理学

基于此ꎬ会计事务所仅仅使用审计软件对被

的视角出发ꎬ研究大数据给审计人员行为带

审计单位进行报表审计已经不能满足审计业

来的影响ꎬ希望通过对审计人员心理的分析ꎬ

务的需要ꎬ还需要借助数据挖掘技术等一系

研究大数据背景下审计心理如何影响审计人

列工具进行数据分析ꎮ 大数据的出现对审计

员的行为ꎬ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ꎬ为进一步

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ꎮ 从审计人员心理

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服务ꎮ

的角度看ꎬ他们在审计业务中面对的数据远
远大于传统审计中的数据量ꎬ这些纷繁复杂
的数据ꎬ对审计人员处理业务的心理和行为

一、审计心理与大数据 及 审 计 行 为 的
关系

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与影响ꎮ

审计心理受“ 大数据” 的影响ꎬ又反作用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ꎬ学者们从审计变革

于审计行为ꎮ 心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边缘

以及计算机技术等方面对大数据审计进行分

学科ꎬ主要强调人的心理活动ꎬ关注人的心理

析ꎬ如傅红英

[１]

、王雯婷等

[２]

、李秀菊

[３]

等学

者从大数据的特点出发ꎬ研究了大数据对注
册会计师审计思维、审计方法和职业建设的
影响ꎻＨｅｌｅｎ Ｂｒｏｗｎ － Ｌｉｂｕｒｄ 等

[４]

、秦荣生

[５ － ６]

等学者研究了大数据对审计模式、审计决策

特征、心理品质ꎬ思维能力与思维品质ꎮ 就大
数据而言ꎬ它具有数据量大( ｖｏｌｕｍｅ) 、类型众
多( ｖａｒｉｅｔｙ) 、处理速度快(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价值密度
低( ｖａｌｕｅ) 的 ４Ｖ [７] 特点ꎬ大数据代表的不仅
是数据的数量之大ꎬ更强调从大量复杂数据

等方面的影响ꎬ预测了大数据时代下审计的

中挖掘相关数据、释放数据价值、分析和解决

发展趋势与方向ꎮ

问题的方法ꎮ

现有的大部分关于大数据审计的文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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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人员在从事审计活动时有着多层次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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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需求及丰富的心理活动ꎬ这些心理需
求及心理活动受到审计人员所接触的业务的
影响ꎮ 在信息时代下ꎬ审计业务不受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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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辨认出对审计有意义与有价值的相关数
据ꎬ进而作出最佳的决策 [５ － ６] ꎮ 在这一系列
过程中ꎬ审计人员经历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变

空间的限制ꎬ灵活性高ꎬ且数据更好收集ꎬ提

化ꎬ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审计行为ꎬ具体而言ꎬ

高了审计的效率ꎮ 但收集到的数据是十分庞

有以下几点ꎮ

大的ꎬ且超越了传统财务数据的范围ꎬ包含了

１. 信息超载影响审计人员职业判断

许多来自被审计企业外部的非财务数据( 如

大数据会带来信息超载ꎬ审计人员在处

社交网络日志、电子邮件、报刊文章等) ꎬ传

理超载的信息时ꎬ由于选择性知觉和信息焦

统的审计工具( 如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 无

虑的存在ꎬ会影响其职业判断ꎮ 信息超载简

法对这些非财务数据进行分析ꎬ这就使审计

单地说就是接收的信息量过大ꎬ审计人员接

人员面临如何进行数据分析的问题 [４] ꎮ 大

收的信息量超过了自身的信息处理能力ꎮ 审

量纷繁复杂且类型多样的数据ꎬ会使审计人

计判断是运用相关知识和经验ꎬ根据审计准

员产生信息焦虑ꎬ所以说审计心理受大数据

则和职业行为守则的要求ꎬ在多种数据及各

的影响ꎮ

种备选方案中作出决策ꎬ选择有价值的信息

目前ꎬ大多数企业使用会计软件ꎬ进行有

的过程ꎮ 信息超载是通过影响个体的辨别力

关电子商务的业务ꎬ这就使审计业务必须紧

和判断标准ꎬ从而影响审计决策的ꎬ大量的会

随时代潮流ꎬ对企业的电子数据进行分析ꎬ而

计信息使他们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出重要的、

在分析的过程中ꎬ由于审计人员经验缺乏、模

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ꎬ从而不能有效地利用

糊容忍度低等原因ꎬ很可能会引发认知偏差ꎬ

信息作出判断ꎬ这一现象归因于审计人员在

如此ꎬ便会影响审计人员在审计判断、职业怀

进行审计判断时常常受到选择性知觉因素的

疑、分析程序等活动中的行为与决策ꎮ 所以

影响ꎮ 选择性知觉是指审计人员以审计目标

说ꎬ审计心理受大数据的影响ꎬ又影响着审计

为标准ꎬ依据自己的知识背景与实践经验等ꎬ

人员的行为ꎮ

从大量数据中主动地选择有关信息ꎬ作出相

二、大数据时代下审计心理对审计行为
的影响

关判断ꎮ 但是ꎬ选择性知觉带有较强的主观
能动性ꎬ可能会由于考虑不周而忽略相反证
据ꎬ也可能会由于信息选择偏差而影响审计

大数据时代下ꎬ信息技术的应用给传统

判断ꎬ从而导致次优的财务决策和审计判断ꎮ

的审计思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ꎬ审计要关注

信息超载除了通过审计人员的选择性知

全局而非局部ꎬ由微观操作向宏观管理转变ꎬ

觉影响审计判断外ꎬ还会给审计人员带来信

由抽样审计向处理全部数据转变ꎬ由事后查

息焦虑ꎮ 所谓信息焦虑ꎬ是指人们在短时间

处向事前预防与持续监督转变ꎮ 在这些转变

内接受大量繁琐复杂的信息ꎬ大脑中枢神经

中ꎬ要求审计人员转变审计的思维模式ꎬ树立

来不及消化分解ꎬ超出自身机体的承受能力

大数据审计思维ꎬ进一步推动审计的科学性、

而产生的一系列的自我强迫和紧张ꎬ而大数

合理性与准确性ꎬ为审计行业提供了新的发

据环境给审计人员带来的数据恰恰就是这种

展机遇ꎮ

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而又纷繁复杂的数据ꎬ这

大数据带给审计活动的是业务处理与审

些数据使审计人员产生了信息焦虑ꎮ 审计人

计思维的双向变革ꎬ审计人员需要顺应时势

员要利用这些数据作出有效分析就必须克服

的变化来适应数据处理模式及思维模式的变

信息焦虑ꎬ对数据的质量、相关性等有清楚的

化ꎬ不仅要能了解数据的采集以及数据处理

认识ꎬ并且需要在审计环境中对这些数据进

技术的变革ꎬ更要能挖掘数据、分析数据、驾

行测试ꎬ用数据说话ꎬ否则这种过度的信息会

驭数据ꎬ要及时、 准确地从大量复杂的数据

延长审计人员作出决策的时间ꎬ影响审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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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ꎬ降低审计效率ꎮ
２. 非相关信息引发审计人员认知偏差

４９

数据相关性ꎬ减少认知偏差的出现 [１０] ꎮ

３. 模糊信息影响审计人员的业务决策

大数据中存在非相关信息ꎬ由于稀释效

模糊信息是指大数据带来的多样化信息

应、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对心理的影响ꎬ可引

由于具有不精确、非结构化、非定量化的特点

发审计人员的认知偏差ꎮ 非相关信息指有关

而使信息不易界定ꎬ产生模糊ꎮ 信息模糊对

某个问题的额外的无关信息ꎬ认知偏差是指

审计人员的工作提出了挑战ꎬ审计心理学中ꎬ

人们根据一定的表面现象或数据而作出的与

将审计人员对模糊、不确定的事物与信息的

判断对象真实情况不符的判断ꎮ 非相关数据

态度称之为模糊容忍度ꎬ还可称之为歧义容

的数量越多ꎬ决策者识别相关信息的能力及
决策能力就会越弱ꎬ这种现象被称为稀释效
应 [８] ꎮ 审计中的稀释效应是从心理学的角

忍度ꎬ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Ｆｒｅｎｋｅｌ －

Ｂｒｕｎｓｗｉｋ 于 １９４８ 年提出来的ꎬ后来一些学者
在审计领域也对模糊容忍度作了更进一步的

度出发ꎬ指在非相关信息影响下审计人员的

研究ꎮ 研究发现ꎬ信息模糊对不同个体产生

一种认知偏差ꎬ稀释效应会弱化人们对该问

的影响是不同的ꎬ这种影响程度取决于个人

题的判断ꎬ影响人们对主要信息的接受和理

在使用大数据时对信息模糊的容忍度ꎬ对信

解ꎮ 在信息超载的前提下ꎬ大量纷繁复杂的

息模糊容忍度不高的个体会通过一些简单的

数据使审计人员很难识别数据的相关线索ꎬ

解决方案来处理不明确的情况ꎬ减少信息的

加大了其决策的难度ꎬ因此ꎬ信息过度暴露的

模糊性ꎮ 一旦这种简单的方法使问题解决ꎬ

一个负面结果是审计人员不能忽略非相关的

那么这些模糊信息就会被忽略ꎬ相反ꎬ对信息

信息ꎬ且非相关信息越多ꎬ稀释效应越明显ꎬ

模糊容忍度较高的个人来说ꎬ信息的模糊、不

认知偏差就可能更加严重ꎮ

完整、不确定等都不会对他们产生压力ꎮ 因

根据非相关信息出现的不同时间ꎬ可以
将它对审计人员的认知影响分为首因效应和
近因效应

[９]

ꎮ 首因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

此ꎬ模糊容忍度高的个人比容忍度低的个人
更可能提前结束决策过程ꎮ

大数据中含有许多非结构化数据 [１１] ( 电

家洛钦斯于 １９５７ 年在实验中发现的一种效

子邮件、公司博客等) ꎬ这些非结构化数据不

中ꎬ出现在前的审计数据信息比出现在后的

员缺少一定的相关知识和经验ꎬ对数据模式

审计数据信息更能对审计人员产生影响ꎮ 首

的识别及解释能力比较差ꎬ所以对这些数据

因效应之所以会引起审计认知偏差ꎬ就在于

信息的界定比较困难ꎬ容易造成信息模糊ꎬ而

非相关信息出现较早ꎬ审计人员因不能很好

大数据能否很好地融于审计ꎬ则依赖于审计

地分辨信息而对审计对象作出判断ꎬ而且首

人员对信息模糊的容忍度ꎬ对信息模糊容忍

因效应一旦形成ꎬ就会扰乱审计人员的审计

度不高的审计人员在处理非结构化数据时ꎬ

方向ꎬ从而影响到审计行为ꎮ 近因效应则是

会尽量避免处理模棱两可的信息ꎬ从而不能

首因效应的对立面ꎬ是指在审计过程中最后

作出最佳的决策ꎬ尤其是当他们所忽略的模

出现的数据信息比最初出现的信息更具影响

糊信息是可以有效评价风险的信息时ꎬ审计

力ꎬ这一效应与审计人员的记忆因素相呼应ꎬ

决策的质量和效果会逐步下降ꎬ所以应针对

由于人们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往往记忆较清

审计人员的心理素质及职业素养加以训练ꎬ

晰ꎬ所以当非相关信息发生在近期时ꎬ便会使

提高审计人员的模糊容忍度以及专业素养ꎮ

应ꎬ审计中的首因效应是指在职业判断过程

审计人员对其留下深刻的印象ꎬ至于会产生
何种程度的影响则更多地取决于审计人员的
思维习惯ꎮ 所以ꎬ在审计过程中ꎬ审计人员应
对获取的数据有一个全局的把握ꎬ审慎判别

同于传统的结构化的财务数据ꎬ由于审计人

三、减轻审计心理对审计行为负面影响
的对策建议
审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ꎬ大数据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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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审计人员的心理状况较为复杂且容易

开展的重要性ꎮ 经过培训ꎬ审计人员可以有

发生变化ꎬ针对审计人员的焦虑心理、模糊容

针对性地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ꎬ提高自身的

忍度等心理情况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克服

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和

一些心理引起的审计失误ꎬ提高审计判断质

协调能力ꎬ从而对审计判断中可能产生的判

量

[１０]

ꎮ 一方面ꎬ可以从审计人员入手ꎬ丰富

断误差有更清醒的认识ꎬ减少心理学中稀释

他们的知识经验ꎬ加强他们的心理素养ꎻ另一

效应、首因效应、近因效应对认知的影响ꎬ并

方面ꎬ可以从硬件入手ꎬ通过大数据审计处理

运用这些能力保持谨慎的职业态度ꎬ自觉克

软件的开发与应用来减轻审计人员的心理负

服审计认知偏差ꎬ向有利于作出高绩效审计

担ꎬ达到减少审计误差ꎬ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

判断的方向发展和改变ꎬ提高审计质量ꎮ

的目的ꎮ

３. 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及数据分析工具的运用

１. 开发与运用大数据审计软件ꎬ帮助审计人
员克服心理焦虑

培训
信息时代背景下ꎬ大数据带来的审计数

借助大数据审计软件的开发与应用ꎬ可

据量十分庞大ꎬ且都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ꎬ

以帮助审计人员克服心理焦虑ꎬ提高职业判

数据中包含了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ꎬ审计人

断能力ꎮ 审计人员对审计中复杂的数据容易

员在处理这些数据时会产生信息歧义ꎮ 针对

产生心理焦虑ꎬ为更好地帮助审计人员克服

这一情况ꎬ审计行业应进行审计人员信息素

心理焦虑ꎬ审计行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审计软

养教育ꎬ提高审计人员处理业务、面对复杂信

件的开发应用帮助审计人员克服心理问题ꎮ

息时的心理素质ꎬ并开展运用数据分析工具

一方面ꎬ可以建立大数据审计分析平台及审

的培训ꎬ提高审计人员应用数据分析工具的

计专家系统ꎮ 以审计大数据为核心ꎬ实现跨

技能ꎬ培养审计人员发现和研究大数据的能

区域的移动互联网存储与计算ꎬ构建跨行业、

力ꎮ 审计人员只有拥有了良好的信息素养ꎬ

跨领域的审计平台ꎬ提高审计效率ꎬ并借助审

具备一定的大数据分析技术ꎬ才能在审计工

计专家系统ꎬ将大量的专家知识和推理方法

作中更好地进行数据分析ꎬ提高处理模糊信

用一种知识表达模式存入计算机系统中ꎬ由

息的能力ꎬ将数据利用发挥到极致ꎬ作出最优

系统对输入的审计事项进行推理ꎬ作出判断

的审计判断ꎮ

和决策ꎬ可以帮助审计人员识别模糊信息ꎮ

４. 实施大数据人才储备计划ꎬ用心理调查和

另一方面ꎬ可以研发具有审计特色的数据分

检测的方法选拔人才

析和预测模型ꎬ将数字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

由于大数据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ꎬ所以

据分析上ꎬ并在其基础上预测事情未来发生

大数据审计所需的人才不同于传统审计中的

的可能性ꎬ这一模型的建立可以减少审计人

人才ꎮ 传统审计中ꎬ大部分审计人员的知识

员处理大量数据的工作量ꎬ帮助他们进行数
据分析ꎬ引导他们注意异常现象ꎬ避免受到偏
见和成见的影响ꎬ提高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结构较单一ꎬ或可称其为专才 ( 精通与审计
相关的专业知识) ꎬ而在大数据审计中ꎬ所需
的审计人才应该是复合型专业人才ꎬ不但要

能力ꎮ

懂得会计资料的判定和分析ꎬ而且要具备计

２. 定期组织审计人员学习心理学ꎬ克服审计

算机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法律的适用能力、

判断偏差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能力ꎬ还需要社会行为

组织审计人员学习心理学ꎬ可以转变审

心理、生态、地理、数学、统计和社会网络等领

计人员的思维模式ꎬ克服审计认知偏差ꎮ 审

域的知识ꎮ 审计人员的素质对审计工作效率

计人员通过学习心理学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

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ꎮ 为了应对大数据审计

同环境中工作人员的心理变化理论ꎬ清楚审

的变革ꎬ审计行业应实施大数据人才储备计

计工作中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于审计活动顺利

划ꎮ 由于审计人员的心理活动对审计工作的

第１ 期

王秋菲等:大数据时代下审计心理对审计行为的影响

成效有着直接影响ꎬ所以在审计人员的选拔
中ꎬ除了要有政治和业务标准外ꎬ还应从心理
学的角度出发ꎬ提供选拔的标准和方法ꎮ 国
内外的实践证明ꎬ这种选拔人才的工作方法

[３]
[４]

会使人才选拔更加科学化、现代化ꎮ

四、结

行ꎬ审计人员的心理活动便不会停止ꎬ而审计
人员的心理活动对审计活动的顺利开展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ꎮ 从审计活动主体的心理出
发ꎬ研究审计人员心理对大数据下审计行为

[５]
[６]
[７]

[８]

心理活动的影响ꎬ可以通过理论分析预测审

示审计人员的心理活动规律ꎬ有针对性地采
取措施ꎬ从而达到优化审计决策、提升审计绩

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ｚｏｎｓꎬ２０１５ꎬ２９(２) :４５１ － ４６８.

秦荣生.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审计的影响研
究[ Ｊ] . 审计研究ꎬ２０１４(６) :２３ － ２８.

秦荣生. 大数 据 时 代 的 会 计、 审 计 发 展 趋 势

[ Ｊ] . 会计之友ꎬ２０１４(３２) :８１ － ８４.

维克托迈尔 － 舍恩伯格ꎬ肯尼思库克耶.

大 数 据 时 代: 生 活、 工 作 与 思 维 的 大 变 革
社ꎬ２０１３.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 Ｄ Ｒ.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ｄｅｂｉａｓ ａｕｄｉｔｏ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Ｄ] .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计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ꎬ也可以通过审计行
为及时总结分析其中折射出的心理原理ꎬ揭

ＢＲＯＷＮ － ＬＩＢＵＲＤ Ｈꎬ ＩＳＳＡ Ｈꎬ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

[ Ｍ] . 盛杨燕ꎬ周涛ꎬ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质与职业素养ꎬ还可以帮助审计人员优化审
计实务中ꎬ应该关注大数据时代对审计人员

李秀菊. 大数据时代下 ＣＰＡ 审计的机遇与挑

战[ Ｊ] . 中国内部审计ꎬ２０１５(３) :９３ － ９６.

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Ｊ ]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ｏｒｉ￣

的影响ꎬ不仅有利于提高审计人员的心理素
计行为ꎬ提高审计的质量和效率ꎮ 所以ꎬ在审

影响[Ｊ]. 中国注册会计师ꎬ２０１６(７):１００ － １０５.

ｏｎ ａｕｄｉｔ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

语

在心理学的视角下ꎬ只要有审计活动进

５１

[９]

Ｊｅｒｓｅｙꎬ２０１２.

李嘉明ꎬ李兰芬ꎬ胡志涛. 基于行为心理理论
的审计判断模式构建[ Ｊ] . 审计与经济研究ꎬ

２００８ꎬ２３(６) :２６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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