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various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increasingly depend
ent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operate. Internal audit has also 
gradually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onite audit t
o networked internal audit. However, at present, the internal aud
it of the grouped enterprises still has the problems that the audit 
work i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and the audit data is distorted. The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of the blockchain is a good match 
for the needs of group companies' internal audit. This article des
igns and implements a set of private cloud and distributed file sy
stems based o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internal audit mo
del of group companies. The auditing blockchain system solv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group internal audit, and provide
s an efficient auditing blockchain example fo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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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各项经济活动都越

来越依赖信息技术而运行。内部审计也逐步完成了传统的现

场审计至联网内审的转变。但是目前，集团化企业的联网内

审仍然存在着审计工作难以开展，审计数据失真等问题。而

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良好地匹配了集团化企业的联网

内审的需求.本文针对集团化企业现行内部审计作业流程存在

的问题，设计和实现了一套基于私有云和分布式文件系统的

审计区块链系统，解决目前集团化内部审计中的不足，为企

业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审计区块链解决方案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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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引内部审计是一种客观、独立的确认和咨询活

动。设立内部审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审查并评价企业

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合法性。同时，其也能对企业内

部控制流程进行审计，以评价企业内部控制模型的有

效性，最终为实现企业的组织目标服务。集团化企业

具有资源高度共享、各部分优势相互补充的经营模

式，其在产品研发、物料采购、产品制造、商品销售

以及管理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因此几乎所有集团化

企业均会形成自己的一套内部审计机制。我国《关于

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中办发[2015]58号)就在

提倡审计创新中要积极探索审计实时系统的建立，实

现高效的联网内审。目前集团化的企业几乎都建立起

了中心化的服务平台作为内部审计的底层技术支撑，

也遇到了很多数据取信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构建一套

稳定可靠，企业内部共享的新机制势在必行。

1	 现有集团化企业内部审计的特点和不足

1.1 数据高度集中导致数据联网使用效率降低

集团公司如果创建给所有子公司使用的数据系统，

这样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数据不一致问题。但是由于企

业软件的特性，系统很可能在使用中很快会达到性能

瓶颈，用户使用时会感觉响应慢和卡顿。通过升级架

构进行系统横向和纵向扩展又会带来很大的成本。

1.2 不同子公司间数据不统一，集团和子公司数 

 据不统一

这里的数据不统一情况是典型的数据不同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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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当一套业务数据分别存放在了两个业务系统时数

据在系统各自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产生不一致。其成

因包括如下几点：

1）各自业务系统更新迭代，可能导致数据不

一致。

2）各种异常情况，系统被攻击等，导致两边数

据不一致。因为中心系统没有共识机制，随着时间累

计，不一致的数据就会越来越多。

3）不同组织对于数据录入的标准执行的不一样，

所以当不同部门操作本来业务意义相同的数据时，关

注点会不一样，这样也可能导致数据不一致。

1.3 难以做到实时预警、实时监控

数字化审计预警体系就是审计人员基于电子数据

利用持续审计相关技术自动发现问题与风险的一种技

术实现机制。具体来说，这种机制是指审计人员借助

数据应用模块中的事件触发器，提前设置好审计预警

指标与模型对被审计数据进行自动转换、分析，审计

人员根据预警机制所发现的问题和风险与被监督对象

进行沟通后取得相关回复，以此达到持续审计实时监

督的目的。但实际应用中，发现有以下不足导致难以

做到实时预警与实施监控。

1）无论是嵌入式还是分离式的审计大数据应用

为了达到持续审计预警和实时审计效果，都不能脱离

被审计单位伺服器的场景环境。

2）海量的被审计原始数据存储于中心数据服务

器，对审计单位数据存储系统的容量与性能都是巨大

考验。

3）现阶段的持续审计数据传输环节与治理环节

过多影响数据真实性和完整性，传输治理路径过长导

致数据时效性有限，仅达到了亚实时监督，未能达到

真正的实时监督。

1.4 现行方案中，人为干预审计过程的风险较高

这里的审计风险指的是舞弊风险。审计很重要的

一部分工作就是验证审计证据的真实性，而上市公司

年报常常为增加投资者和各类股东的信心，在账目中

提供虚假流水和交易，增加收益，或者为股东提供利

益的其他呈现形式。舞弊风险是人为有意识有目的的

行为，实现公司财务和市场状态良好的一种假象。上

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通常是集体完成的，每个流程环

节都进行和缜密的处理，即使专业的审计公司或注册

会计师，也很难发现。

1.5 电子数据易篡改

持续审计的对象都是电子数据，这就导致被审计

单位更容易进行数据造假。因为现场审计的账簿、凭

证、资料等大多都是纸质的，进行篡改会留下修改痕

迹，而持续审计的对象是电子数据，这就导致被审计

单位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无痕修改电子数据，而审

计人员也很难辨别凭证的真假，从而增加了审计风险。

1.6 数据安全性较低

审计业务涉及的电子数据都是企业核心机密数据，

对被审计数据的应用、管理安全要求极高，一旦黑客入

侵数据库导致各类数据外泄或数据应用人员外泄，轻则

会使企业遭遇经济损失，重则会导致公司遭受重创。

1.7 信息化知识要求高

现有情况下，审计人员想要高效地完成审计工作，

对于复杂的业务系统也需要有比较深入的理解。这就在

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审计人员本该专注于审计业务的精力。

2	 兼具安全和高效的审计区块链实现

为了解决内部审计系统中存在问题，本文设计并

实现了如图1所示区块链系统。其具有一些现有系统

不具有的新特性。

图 1 审计区块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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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具体特点

2.1.1 通过私有云实现企业计算资源的虚拟化管理

通过虚拟化技术，实现计算资源和物理环境的隔

离。当提供可信数据服务的区块链因为意外原因停止

服务的时候，私有云架构可以快速地使得系统从故障

中恢复，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和高效性。私有云的技

术方案为底层系统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保证了

系统不会因为黑客攻击，硬盘意外损坏等原因导致的

数据丢失。

2.1.2	 引入分布式的IPFS文件系统来实现企业生产	

数据的分布式存储

在传统的中心化服务器场景下，当生产数据集中

存放在某些集中服务器上时，其在业务高峰期通常只

能提供一个较低的数据访问速度。而联网审计中关注

的相关数据项可能会很大，这样联网审计的过程就会

因系统性能的不足而受到影响。另外，当存放某些资

料的中心化服务器因意外原因损坏时，其数据将会发

生丢失，也就可能导致审计业务中关注的核心数据丢

失。本系统采用了IPFS分布式文件系统来存储审计相

关各项数据，从数据安全性和效率两方面解决了现有

内审业务系统的问题。

2.1.3	 Fabric区块链引擎保证良好共识效率和数据

安全性

区块链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数据的透明和不可篡

改性。但是不同的共识策略设计的系统中，各自均

存在可能出现安全隐患的地方。本系统采用开源的

Fabric区块链引擎，可以更好地借助开源社区的力量

不断提升区块链底层共识的效率和整体安全性。目前

Fabric的安全性已经得到良好的数学认证，在较长的

一段时间内，该系统设计将能提供稳定可靠的底层安

全数据库环境。

2.1.4	 核心业务数据和生产数据摘要上链

审计业务数据拥有非常庞大的体量，所以将其完

整上链将使得区块数据量级陡增。当数据量过大时，

查询的效率就会显著下降。本系统通过将审计业务数

据划分为结构化的核心数据和非结构化文件数据，通

过IPFS文件系统和区块链的结合，既保证了业务系统

中数据的不可篡改，又显著提升了系统的效率。

2.1.5	 智能合约支持

本系统基于Fabric区块链引擎开发时，完全兼容

其智能合约。为后续拓展除审计之外的业务开发提供

了零成本的接入环境。

3	 系统性能测试

将本文实现的Fabric区块链结合IPFS文件系统的

存储方案和传统的区块链（仅仅Fabric）存储方案进

行了对比。实验结果如图2所示。图表的横轴为每分

钟向系统提交的交易数量，纵轴为系统实际每分钟能

够完成并实现存储的交易数量。结果表明，Fabric和
IPFS结合的的存储方案显著提高了存储效率。

图 2 Fabric区块链结合IPFS文件系统与传统的区块链存储方

案对比

在业务请求数据量很小的情形中，本文实现的存

储方案和传统Fabric区块链的存储方案存储效率相近。

但是，随着单位时间内业务请求数的上升以及业务字

段数据量的提升，传统区块链实现的存储方案很快达

到了性能的瓶颈，其单位时间存储的数据量不再随业

务请求的提升而提升。而相较来看，本文实现的存储

方案仍可保持一定速率的增长并在一个较高的请求量

下达到性能瓶颈。从理论上来讲，本文实现的存储方

案可以满足大型集团网络环境下，企业的可信区块链

数据存储需求，相较于单一区块链存储方式具有明显

的优势。这也就解决了中心化服务器在面临峰值的请

求时，服务器时延高的问题。

4	 系统安全性和可用性测试

考虑到企业内网环境下，节点几乎不存在流失的

可能。仅仅模拟某些节点因为宕机导致无法响应请求

的情况下，随机模拟节点掉线、掉线后完成重连或者

不再重连，使得节点平均在线时间为23.5小时/天。节

点可用率仍然可以达到99%。在加入私有云的自动备

份支持后，测试环境节点可用率始终高于99.99%。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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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当前系统具有极高可用性。

由于在内网环境中，本文并没有过多讨论存在欺

诈节点的情况。如果存在少量的欺诈节点，则其无法

完成数据的篡改并将数据同步到网络。同时在内网中

统一计算平台的监控下，异常行为的节点将很快被发

现而被禁入网络。

5	 结论和展望

本文针对现有审计业务系统的问题，设计并实现

了基于Fabric区块链核心引擎和IPFS文件系统的审计

业务系统，并通过实验论证了系统在安全性上的可靠

和效率的提升。当前系统的架构设计可以帮助集团化

企业完成内部审计流程改造，为企业的基于可靠数据

的实时审计提供有力的支持。系统拥有良好的层级结

构，为后续审计业务数据的分享、基于大数据的AI分
析也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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