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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交易背后的业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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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解释

1 支付清算
在交易系统中进行处理之后，产生支付请求就进入到支付系统。支付系统内有各种支付场景的协议，对应协议发出支付指令就进入到财务系统和清算系统。支付指令进入到

清算系统就产生清算指令，进行两种方式的处理：文件处理和实时处理。实时处理就对应着各种与银行接入方式，常见的有网银接入、卡通接入以及银企直连

2 内外分户账户

外部分户账户是外围业务系统的账户系统，主要记录业务流水，为客户提供简单流水，外部分户账是对内部分户账的分层包装，以供外围系统调用。采用单式记账法。内部

分户账户是最核心的账户系统，采用复式记账法，主要记录结构账务，一方面便于统计分析报表，另一方面结构账务更容易计算借贷平衡和提供账户余额（为会计系统提供

稳定性）。外部分户账户是信息流同步；内部分户账户是资金流同步。

3 账务会计系统

账务系统主要是一个记账子系统，实时记录每一条财务交易流水信息。而且这里所使用的账户是外部分户账户，方便用户的财务实时查询，有完整的信息。而会计系统则分

为分录子系统和日终子系统。外部分户账户的流水信息通过消息系统异步准实时登记到分录子系统中的会计分录流水信息。然后同步到内部分户账户中。日终子系统就根据

分户日余额，在日切时间进行日结，对所有进行科目汇总

4 清算系统
A-交易清分，算出给每个账户打多少钱，同时从每个账户收多少钱；B-交易结算出款：调用银行/通道代付接口，自动出款。C-对账：核算通道与支付系统的应收应付（待

清算）。

5 核算系统
经过会计系统的分录以及汇总等操作之后，将这些数据通过消息系统异步准实时登记到流水登记子系统中的入账流水登记表里。此外，银行流水登记系统内有关银行流水的

数据也登记到流水登记子系统内银行流水登记表里。两者一起进入到核算处理子系统内，进行流水核算处理，然后进行归档，最后进行银存待结转统计

6 分录子系统
脱离具体业务本身，按照会计标准在一个账户内提供结构帐，以及对应的会计分录，如资产类账户、权益类账户、成本类账户等。那么在转入交易时就可以记：借 资产类

账户 贷 权益类账户，查资产就可以直接查资产类账户的余额，同时根据借贷平衡来保证账务不会出错

7 日终子系统 日切后批量统计，为数据报表分析提供支持，也可以处理一些历史数据或者数据处理量大（不适合白天运行）的需求

8 单式记账法

是指对于部分经济业务只在一个账户中进行记录，是一种不完整的记账方法。就是交易发生时，只记录账户的单边流水。譬如一笔现金充值业务，单式记账只需要记录一条

现金增加，客户账余额增即可。不能全面地、系统地反映经济业务的全貌，不便于检查账户记录的准确性，是一种不完整的记账方法。其实就是记录流水账，入金多少，出

金多少。

9 复式记账法 复式记账法是指对每一笔经济业务都要以相等的金额，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账户中进行登记的记账方法。 能够反映经济活动的来龙去脉。

p术语介绍



u买家在某购物平台上看中了一件商品，拍下该商品，购物平台会创建一笔交易订单

，金额为100元；之后进入收银台“去银行付款”，创建支付交易订单。

u在收银台上通过网银支付，假如选择外卡付款。系统提示使用外卡支付需要承担货

款的３%作为服务费。

u确认支付，点击“去网上银行付款”，进入某银行的外卡支付网关； 在通过用户信

息校验之后，提示支付成功信息，并通知支付系统支付成功信息。

u卖家发货后，如果买家确认收货无误，则向卖家的支付账户发起打款；如果买家对

货物不满意，则需要发起退款，和卖家协商一致后，将物品寄还给卖家，转向充退

流程。

u买家收到货之后，不满意货物，发起部分充退申请；假设在上述付款流程后，买

家与卖家协商一致部分充退，充退金额为 50元。买家寄还货物给卖家，卖家收到

货物，确认无误货物无误发起充退，充退金额会原路退回到买家支付所用卡中并

进行购汇。

u若买家拍下商品时对应的HKD结汇牌价为0.88，即１HKD对应0.88CNY，买家结

汇103元CNY花费了117.05HKD；卖家退还50元的货款，平台需要退

50*3%=1.5元服务费，合计51.5元到买家的外卡中，此时，CNY购买HKD的购汇

汇率为0.89，这意味结汇后买家只能得到57.87HKD，买家承担了HKD上涨0.01

元造成的汇率损益

p场景案例

交易打款 充值退回



1. 外卡担保交易

2. 向买家收取3%的手续费

3. 渠道向支付机构收取支付金额的2%作为手续

费

4. 如发生退款，退款金额打到原支付卡，不支持

支付转充值。

5. 小数点四舍五入，如出现账不平的情况，有财

务来人工控制。

6. 外卡支付因采用3D认证，不存在拒付的情况

7. 不考虑购物平台与支付机构的分润情况存在

1. 支付机构向买家统一收取交易金额的3%作为外

卡支付交易手续费。例如海外买家在购物平台

上拍下100元商品，如使用外卡支付，其需要

支付100*（1+3%）=103元。

2. 如出现退款情况，相关手续费需退还用户。则

退款部分收取的3%手续费退还买家。银行会退

还退款金额所收取的2%手续费。例如海外买家

在购物平台上拍下100元商品，如使用外卡支

付，其需要支付100*（1+3%）=103元。之后

发生退款20元，退款金额=20+20*3%=20.6

元

3. 向用户收取的3%手续费中，渠道会扣除2%

（该手续费渠道会在资金结算时直接扣除），

剩余0.94%为支付机构自留利润。

1. 交易收款：支付机构结余=（1-2%）*买家支

付总金额-购物平台拍下金额=0.94%*购物平台

拍下金额。

本例中：买家在购物平台上拍下100元商品，外卡
支付103元，渠道手续费=103*2%=2.06元。

支付机构结余=（1-2%）*103-100=0.94元

1. 交易退款：退款总金额=卖家退款金额*

（1+3%）。支付机构结余中扣除金额=退款

总金额-渠道退款金额=0.94%*卖家退款金额

本例中：买家在购物平台上拍下100元商品，外卡
支付103元， 需退款50元

退款总金额=50*（1+3%）=51.5元

支付机构结余中扣除金额=50*0.94%=0.47元

p 业务规则和收费策略

业务规则简要描述 收费策略描述 资金结算



p典型的账务清算平台应用架构

交易系统

数据持久

流程引擎 规则引擎

超时处理

资金处理产品账接入

交易引擎

收费系统

商户通知

统一时间

收费系统

消息系统

商户通知

销售记录

商户查询

信息沟通

积分

风险核查

同步交易事件处理

支付系统

充值协议

代付协议 内转协议

提现协议

支付指令

退款协议

。。。

收银台

清算系统

渠道管理

任务调度

文件处理

清算指令

实时处理

支
付
请
求

同步清算处理

文件

网银接入

快捷接入

银企直联

其他接入

银行往来

消息系统
异步清算处理

账务系统

账务交易驱动

记账凭证

外部分户账户

记账子系统

会计系统

内部分户账户

分录流水

会计前置

分录子系统

科目汇总

内部分户日余额

外部分户日余额

日终子系统

业务系统

消息系统
异步准实时登记会计分录

消息系统

核算系统

入账流水登记

银行流水登记

流水登记子系统

流水核算处理

流水归档处理

银存待结转统计

核算处理子系统日切

财务查询

银行流水登记系统

实时记账

日切

结果回调

核算报表

异步准实时登记入账流水

会计报表

在交易系统中进行处理之后，

产生支付请求就进入到支付

系统。支付系统内有各种支

付场景的协议，对应协议发

出支付指令就进入到财务系

统和清算系统。支付指令进

入到清算系统就产生清算指

令，清算指令就对应着各种

与银行接入方式

支付流程

Ø 用户通过API平台访问支付平台

Ø 连接成功后，将订单信息传给支付平台，进行订单处理

Ø 订单在收银台进行支付方式的选择，或者直接进入支付

环节

Ø 进行支付处理

Ø 支付成功后，分别进行清算处理和会计处理

Ø 清算处理会通过通信前置连接到银行的支付清算网络。

同时，清算处理和财务会计处理之后会进入核算处理

明细账

客户分户账户

实时

日切

日切

试算平衡



账务系统外部系统

账务系统交易驱动

日间登记账务流水

日间更新账务分户账

交易系统

其他系统

会计系统

会计前置

日间登记会计分录流水

日终更新会计分户账

p账务、会计处理流程

记账过程开始

交易主流程处理完毕

交易流水

记账有效性判断

调用计费系统进行计费

分配账务流水

是否需要实时记账

客户分户账户余额更新

发送会计记账请求

客户分户账户

实时/非实时记账

会计前置

会计分录流水

会计分户账

会计分户余额

定时发送批量记账文件

业务系统记账完毕
YN

余额核对



p账务清算的上下游系统交互

电商平台 交易系统

收银台

支付核心

金融交换系统

支付网关

账务核心

会计核心

清算中心 资金调拨中心 银行

对账核心

内部户账务

银行

跨机构的支付

会计中心，负责会计分录记账
资
金
流
水

入
账
流
水

1、账务核心系统记录用户余额状态，属于负债类；

4、清算核心会每日定期记录内部户账务，并记录会计分录；

说明

2、内部户账务系统，属于资产类；

3、交易跨机构支付时，账务核心记录单边账，异步报清算后续

机构清算；

5、对账核心会根据每日入账流水和银行的资金流水进行对账；

6、资金调拨负责支付机构在各银行的收款、存款专户和统一归

集专户的资金调拨



p账务系统

• 支付机构账户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为个人账户、企业账户和内部账户；

账户

账
务
系
统
主
要
内
容

账户分户账

账务流水

账务缓冲记账机制

• 个人账户是面向个人客户在支付机构内部开立的虚拟账户；企业账户
是面向企业客户开立的虚拟账户，就是前述的外部分户账户

账务

• 分户账务信息，就是分户账，记录该账户当前所有的状态信息，包括
账号，账户类型、余额、币种、冻结金额、账户状态、开户时间等

• 账务流水信息，就是流水明细，包括该账户历史所有账务变动信息，
例如在在什么时间通过何种支付方式充值一笔资金，又在何时通过何
种支付方式提现一笔资金，何时有资金冻结等等信息的记录

• 内部账户是根据支付机构本身的结算需要设立的内部虚拟账户，如备
付金账户、长款户、短款户就是前述内部分户账户



p账务系统

• 分户账包括一个账户当前所有状态的信息，主要信息如下表：

账务分户账

信息 说明

账号 Account_ID,用来唯一标识一个账户的ID

账户类型 个人、公司、内部

余额 该账户内的资金结余金额

币种 该账户的币种属性

余额方向

所有账户都有一个余额的方向，按照借、贷区分，从账务平衡的角度看，

所有余额方向为借方的账户余额总和应等于所有余额方向为贷方的账户余

额总和

冻结金额 被不同业务冻结的金额

创建时间 开户的时间

账户权限 是否可以充提退，是否可以余额为负

科目代码 账户隶属的会计科目代码

账务流水
• 账务流水包括一个账户所有状态变化的过程信息。是记录当日所发生的每一笔业务的信息，

按交易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系统对每一笔业务分配一个唯一的流水号作为标识，存
放于主机。对于会计系统，交易驱动方式产生的流水号是以一笔交易所产生的一套或者多
套会计分录为一个编号。

• 账务系统对外提供可建立账户（开户）、账户记录、账户信息变更、账户信息查询等一系
列的账户服务，主要信息如下表：

信息 说明

开户 个人、企业账户和内部账户分户账建立服务

修改账户状态 对分户账户状态进行变更服务，如冻结、正常

修改账户信息 分户账户信息修改服务，可修改户名等信息

更新客户号绑定关系 分户账户与客户关系信息变更服务，可以变更账户的归属客户号

单笔记账类 为个人账户或者企业账户提供单笔的记账服务

批量记账类 为批量账务处理服务

挂账记账类 为了挂账类业务处理服务

抹账、反交易记账类 为了抹账类业务处理服务

分户账信息查询类 当前分户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账务流水信息查询类 当前冻结明细查询和账务明细查询

历史信息查询类 历史冻结明细查询和账务明细查询



p账务系统

• 对于支付机构而言，每日都有大量的账务操作的账户，会存在并发处

理的系统瓶颈问题，也就是说实时的更新账户余额可能会不准确，甚

至因为锁表而无法处理，那么就需要一套缓冲记账的处理机制。

• 缓冲记账主要原理是对于有大量并发账务请求的账户进行特别账务处

理，不实时创建账务流水和更新账户余额，记账信息登记在缓冲区，

根据设置，定时对一段时间内的一批缓冲账务请求进行汇总记账并更

新账户余额。参与缓冲记账的账户在账务请求时系统先将记账信息登

记在缓冲区。缓冲记账分为普通定时缓冲记账和日终汇总缓冲记账。

• 日终汇总缓冲记账主要针对担保中间账户这样超大海量数据请求的账

户处理，采用日终汇总一次性记账的方式。一般会在每日凌晨固定时

间对担保中间账户的缓冲区中的前一日账务请求进行汇总记账。

• 而普通定时缓冲记账为每隔一定时间（一般5分钟）对于当日的缓冲账

务操作请求进行汇总记账并更新账户余额。为了保证缓冲区内的账务

请求不被遗漏，系统还会在每日凌晨固定时间，对缓冲区总前一日未

处理的所有缓冲记账数据进行批量汇总记账并更新账户余额。

• 这样即使有大批量业务数据的账户，账户余额和账务明细每5分钟更新

一次，能满足账户查询的需要，也能解决并发引起的系统问题

账务缓冲记账机制

• 以业务系统发起的A到B账户转账交易请求为例，账务系统处理的过程
与会计系统的关系如下：

账务系统

业务系统

会计系统

业务系统发送账户A向账户B

转账的交易请求

账务系统交易驱动模块

A账户为正常记账，登记

流水更新余额，通知会

计系统

缓冲记账任务定时扫描
缓冲区，将数据汇总，
登记流水，更新余额，

通知会计系统

B账户为缓冲记账，登记

缓冲区

会计系统为A账户记

录会计分录流水，更

新会计账户余额

会计系统为B账户记录

会计分录流水，更新

会计账户余额

• 会计系统的记账完全是遵从账务系统指令的，只有在账务系统真实记
账后才会向会计系统发起请求，所以会计系统没有必要建立单独的缓
冲记账机制。



会计原则：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会计恒等式：资产 = 负债 + 共同类（待清算）

记录资金的去脉，说
明资源又往哪里去

记录资金的来龙，说
明了资金从哪里来

p会计系统

• 会计科目按其反映经济内容的不同一般分为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

权益类、收入类、费用类、利润类六大类科目。由于支付机构主要核

算客户资金和备付金资金账户，没有直接采用所有者权益类、收入类、

费用类和利润类科目，仅仅设置资产类、负债类、内部户（待清算）。

严格遵循会计恒等式。

• 资产类科目余额方向一般在借方，负债类科目的余额一般在贷方，共

同类既具有资产也具有负责属性，属于双重科目。

会计科目

• 为了既能够提供总额核算，又能提供明细核算，会计科目一般更具体

需求设置层级。按照提供指标的详细程度不同，可以分为总分类科目、

明细类科目。总分类科目就是我们说的总账科目或者叫一级科目，是

总体反映会计要素具体内容的科目。

• 明细分类科目，也就是明细科目，是对总分科目所含内容做详细分类

形成的会计科目。明细科目根据会计核算和经营管理需要还可设置二

级、三级科目。没有下级科目的会计科目为叶子科目，即底层科目，

底层科目下按照实际账务处理设置会计账户，会计账户与资金账户一

一对应。只有叶子科目下才能开立账户，非叶子科目下不可以开立账

户

科目层级

科目和账户的关系

一级科目110

二级科目11001

二级科目11002

三级科目1100201

三级科目1100202

账户A（个人账户）

账户B（企业账户）

账户C（内部户）

账户D



p会计系统

• 在一级科目110银行存款下，针对不同银行可以设置多个二级科目：11001

A银行存款科目， 11002 B银行存款科目；

• 在每一个银行存款二级科目下，根据收付业务母目的不同，又可以设置多

个三级科目：1100101 A银行存款_收款专用科目，1100102 A银行存款_

付款专用科目，1100103 A银行存款_归集专用科目，

资产类包括：

110科目_存放银行活期款项

120科目 _存放银行定期款项

167科目 _在途调拨款

180科目 _其他应收款

负债类包括：

201科目_个人帐户存款

202科目_公司帐户存款

203科目_自有资金帐户存款

204科目_交易担保金

205科目_其他业务资金

280科目_其他应付款

负债类包括：

401科目_待清算充值款项

402科目_待清算提现款项

403科目_待清算充退款项

404科目_待清算购汇款项

410科目_资金调拨

资产类 负债类 共同类
• 1、叶子科目余额=该科目下所有账户余额总合

如：1100201科目余额=1100201科目下所有账户的余额总和；

• 2、科目汇总余额=该科目下所有叶子科目余额总和

如：110一级科目余额=110一级科目下所有叶子科目的余额总和；

• 3、总账余额=该科目下所有同级科目汇总余额总和

如：资产类总账=资产类所有科目的余额总和；

科目平衡关系

• 201和202科目属于客户账科目，其余科目均属于内部账科目，即201

和202科目下的账户属于客户账，其余科目下的账户属于内部账



p会计系统-会计资金平衡关系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401待清算充值款项 201个人客户存款 110银行存款 202企业客户存款 404待清算提现款项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客户A充值100元

银行向支付机构入账100元

个人客户A向企业客户B付款

企业客户B申请提现

银行从支付机构备付金扣款

余额

资产 （借方余额）= 负债（贷方余额） + 待清算（借方余额）

平衡关系：资产0（借方）=负债100（贷方）+待清算100（借方）

平衡关系：资产100（借方）=负债100（贷方）+待清算0（借方）

平衡关系：资产100（借方）=负债100（贷方）+待清算0（借方）

平衡关系：资产100（借方）=负债0（贷方）+待清算100（贷方）

平衡关系：资产0（借方）=负债0（贷方）+待清算0（贷方）

原始平衡关系：资产 （0）= 负债（0） + 待清算（0）

个人客户向支付机构充
值100元，支付机构负
债增加100元，同时备
付金银行不会立即向支
付机构的银行账户入账，
所有只能将资金放入待
清算类目

企业客户B申请提现100
元，银行不会立即从支
付机构账户扣款向企业
银行账户入账，只能将
资金放入待清算类目

采用复式记账法，保证会计核算资金的平衡关系，复式记账法是指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以相等的金额，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账户中间同时进行登记的方法。

借：401待清算充值款项 100元

贷：201个人客户存款 100元

借：110银行存款 100元

贷：401待清算充值款项 100元

借： 201个人客户存款 100元

贷：202企业客户存款 100元

借： 202企业客户存款 100元

贷：402待清算提现款项 100元

借： 401待清算充值款项 100元

贷：110银行存款 100元

注意：账务系统完成账户的余额更新和流水明细登记，会计系统根据会计分录的需要分别更新会计系统账户余额并登记会计分录流水

为什么从待
清算充值款
项出款？？
资金调拨



p会计系统-会计资金流体系
支付机构的资金管理体系是在银行资金管理体系基础上建立了，为了能清晰的理清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关系，保证收支两条线，支付机构一般会在每家合作银行分别开设收款专用户和付款专

用户。其中收款专户是专门用来归集充值流入的资金，付款专户专门用来归集提现流出的资金。

当充值业务发生时，银行直接从客户的银行账户进行扣

款，但是并不会立即向支付机构的银行账户入账，而是

先挂入银行内部过渡账户，在日终处理时统一将当日累

计充值资金一次性向支付机构收款专业银行账户入账。

充值业务资金流动机制

当提现业务发生时，支付机构并不是立即通知银行扣款，

而是在每日定时将一段时间内同一家银行申请提现的请

求汇总提交给银行，由银行负责从支付机构付款专用银

行账户进行扣款，向客户的银行账户入账。

提现业务资金流动机制
为了保证每家银行的收款专户资金得到统一的调度支配，同时满足每家银行

付款专户的资金需求，支付机构会指定唯一的一家合作银行开设统一归集账

户，每日将各家银行收款专户内充值业务资金汇总归集到这个唯一的归集账

户内，并根据各家银行付款专户提现业务需要支付的资金，从归集账户向各

家银行付款专户划转调拨资金，确保提现支付成功。

资金调度机制

银行资金体系

各银行收款专户

客户充值资金流入

各银行收款专户

客户提现资金流出

归集专户

银行资金体系

各银行收款专户

客户充值资金流入

各银行收款专户

客户提现资金流出

归集专户

紧急调拨

左图是从银行资金管理角度的资金流过程，但是由于

资金从归集账户调拨可能比较慢，要是在紧急情况下，

也可以直接从同行的收款账户向同行的付款账户进行

资金调拨，如右图所示

每日在向银行提交提现申请前，务必首要保证银

行付款专户的资金充足，如果不足，则通过归集

账户进行资金调拨，或者从收款账户紧急资金调

拨



p会计系统-会计资金流体系
支付机构在银行的资金管理体系的基础上，从自身的资金管理需求出发，搭建了自己的资金调度体系，其资金流基本和银行类似，典型的资金体系如下：

由于支付机构内部待清算充值款项是当晚核心系统日终后才能结转到银存

收款账户后，才能进行调拨，而每日下午在产生给银行的提现数据时，就

需要保证银存付款专户上的资金到位，这样资金调拨就会存在时间差，为

了解决这个时间差问题，于是内部设置了一个调拨户进行资金中转。

支付机构资金体系

待清算充值款项

客户充值资金流入

待清算提现款项

客户提现资金流出

归集专户

银行收款专户

日终结账

各银行付款专户

提交提现

资金调拨

调拨专户是一个虚拟的账户（过渡户），不是与真实资金账户对应的账

户，余额方向可以是借方或者贷方。每日在向银行提交提现数据前，先

内部从银行收款账户进行调拨，如果由于时间差原因收款账户资金余额

不足（因为当日的充值资金要到晚上日终才能入账），则直接从调拨专

户上调拨资金到收款账户，再从收款账户向付款账户调拨。

支付机构资金体系

待清算充值款项

客户充值资金流入

待清算提现款项

客户提现资金流出

归集专户

银行收款专户

日终结转

各银行付款专户
资金调拨

调拨专户

日间透支 日终抹平



p会计系统-会计资金流体系

客户流入资金150万

当日调拨100万资金提现

收款账户向付款账户调拨

银行付给客户

当日结转待清算充值款项150万

调拨专户余额结转到银存收款账户

日终调拨专户资金轧差抹平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410调拨专户 110银行存款收款专户 110银行存款付款专户 401待清算充值款项 404待清算提现款项 201个人客户账户

150 15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50 150

150 150

100 100

科目 余额方向 金额

银行存款收款专户 借方 100

银行存款付款专户 借方 0

调拨专户 贷方 100

科目 余额方向 金额

待清算充值款项 借方 0

调拨专户 借方 50

银行存款收款专户 借方 0

科目 余额方向 金额

银行存款收款专户 借方 0

银行存款付款专户 借方 100

调拨专户 贷方 100

资金调拨专户上的缺口部分需要在日终结转时予以轧差抹平，即现将待清算充

值资金结转到调拨户，再从调拨户结转到银行存款收款账户

科目 余额方向 金额

待清算充值款项 借方 0

调拨专户 贷方 100

银行存款收款专户 借方 150

借：110银行存款收款专户 100元

贷：410调拨专户 100元

借： 410调拨专户 150元

贷：401待清算充值款项 150元

借：110银行存款付款专户 100元

贷： 110银行存款收款专户 100元

借： 110银行存款收款专户 150元

贷：410调拨专户 150元

借：410调拨专户 100元

贷： 110银行存款收款专户 100元

科目 余额方向 金额

待清算充值款项 借方 0

调拨专户 贷方 00

银行存款收款专户 借方 50

余额50余额50

调拨专户的资金需要在当日予以轧差

抹平归零

应付客户的账户余额等于实际银行余额，对账平衡

1

1

2

3

4

5

2 3 4 5



p会计系统-会计驱动的入账机制

业务系统 账务系统

业务系统发送H银行

向账户A充值的请求

会计系统为账户A登记单边的会计分录流水，更新账户A会计账户余额，登记银行H充值标识

账务系统
交易驱动模块

A账户正常记账，登记流水，更新余额，通知会计
系统，同时向会计系统说明充值银行为银行H

会计系统

会计系统日终时，根据银行H标识获取银行H对应的待清算充值款项所属的会计科目以及对应
账户，汇总当日该银行所有的单边充值分录，登记待清算充值款项的单边分录流水，更新会计
账户余额，通知账务系统

登记H银行待清算充值账户的账务流水，更新账
务余额

充值业务再会计系统中单边汇总的流程

业务系统 账务系统

业务系统发送账户B

向银行K提现的请求

会计系统为账户B登记单边的会计分录流水，更新账户B会计账户余额，登记银行K提现标识

账务系统
交易驱动模块

B账户为正常记账，登记流水，更新余额，通知会
计系统，同时向会计系统说明提现银行为银行K

会计系统

会计系统日终时，根据银行K标识获取银行K对应的待清算提现款项所属的会计科目以及对应
账户，汇总当日该银行所有的单边提现分录，登记待清算提现款项的单边分录流水，更新会计
账户余额，通知账务系统

登记H银行待清算充值账户的账务流水，更新账
务余额

提现业务再会计系统中单边汇总的流程

账务系统作为会计系统的前置，一般的业务请求都是由账务系统先完成记账再向会计系统发送请求进行会计记账。但是有两项特殊业务是会计系统独立处理，并是由会计系统向账务系统发起

请求进行最终账务记账处理的，这就是涉及银行资金结算的充值、提现业务的待清算账户单边归总记账和日终的会计结转记账。



p会计系统-会计日终处理

准备阶段 处理阶段

更新对账中心会计日

平衡检查

资产负债自动轧差记账

检查与日切阶段

日终汇总单边分录记账

日终通知对账中心对账
获取对账数据

根据充值对账数据结转

结转资金调拨户

根据提现对账数据结转

资金调拨户清零

合并会计分录
更新会计账户余额

科目每日发生额汇总 科目总分检查

会计日余额表日切

更新会计日

第一阶段：日终前的账务准备阶段，完成日

终前必须的账务处理
第二阶段：日终的轧差与汇总处理阶段，

完成轧差记账和各级科目的余额汇总
第三阶段：日终平衡检查和日切阶段，完

成借贷平衡检查和科目总分检查，保证会

计平衡关系，完成日切，进入下一会计日



p会计系统-会计日终处理

1、向对账中心通知会计日终处理开始；

2、针对充值业务和提现业务的日间单边记账进行汇总，完成待清算款项的汇总单边记账；

日终前的账务准备阶段

3、通知对账中心日终对账，并获取对账中心返回的银行对账结果数据；

4、根据各家银行充值业务的对账结果数据，汇总结转各银行待清算充值资金到各银行存

款账户（若有资金调拨，则结转到资金调拨账户）；

借方

结转

5、对于有资金调拨的银行，根据充值业务的对账结果数据，汇总结转各家银行资金调拨资

金到各银行存款账户；

6、根据提现业务的对账结果数据，汇总结转各银行待清算提现资金到各银行存款账户；

7、因为资金调拨专户需要在日终时归零，所以对于差额部分需要轧差记账，即结转各家

银行资金调拨余额到各家银行存款账户；

待清算充值款项 银行存款

借方

结转
待清算充值款项 资金调拨

汇总

单边充值/提现分录

个人客户账户A

个人客户账户B

个人客户账户C

…….

待清算充值/提现款

项

借方

结转
资金调拨 银行存款

贷方

结转
待清算提现款项 银行存款

贷方

结转
资金调拨 银行存款

1、检查所有账户当日会计发生额是是否借贷相等，即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

若不相等，则自动登记轧差金额的会计分录，保证借贷发生额平衡，对于导致借

贷发生额不平的原因事后查询解决；

日终的轧差与汇总处理阶段

2、对账户的会计分录按借贷进行汇总，同时根据各账户上日余额和当日的发生

额计算得到每个账户当日余额；

3、按照科目对科目账户的会计分录进行汇总得到科目当日发生额，同时根据各

科目上日余额和当日的发生额计算得到当日科目余额；

账户上日余额 账户今日发生额+ = 账户今日余额

账户今日会计分录

汇总

账户上日余额 账户今日发生额+

=

账户今日余额

同科目汇总

账户上日余额 账户今日发生额 账户今日余额+

=

1、平衡检查主要保证借方科目余额等于贷方科目余额；

2、科目总分检查保证下级科目余额总和等于对应的上级科目余额；

3、会计日余额表日切主要保证每日的账户余额数据得到保存；

4、更新会计日，保证下次日终处理的是下一个会计日；

日终的平衡检查和日切阶段



p清算对账系统

账证核对 账账核对

账实核对 账表核对

业务层 账务层

订单明细 账务明细

订单发生额 账户发生额

订单余额 账户余额

银
行
对
账

明细对账

支付公司 银行

入账流水 资金流水

支付账单 银行账单

头寸余额 实存余额

账单对账

余额对账

会计报表

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

会计归类码 会计归类码 会计归类码

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

账务层（分户账） 会计层（总账）

主账务 微账务 内部账

数仓清洗结果

…

科目总账

会计分录

用
户

数仓

商户账单

收支明细

交易

账务

收费

商
户



p清算对账系统

会计系统将每笔成功的

充值业务请求转发给对

账中心

从银行流入的资金是由银行侧控制资金结转清算与对账时间，即每日客户通过银行向

支付机构充值的资金是由银行实时通知支付机构充值指令的发生，银行在每日晚间经

过汇总后向支付机构的银行收款账户入账，同时提供入账清算文件。支付机构获取该

文件后，与业务数据进行核对

资金流入与银行的对账

对账中心进行逐笔勾兑
银行提供充值入账明细

文件

输入 输入
会计系统将每笔提现业

务请求转发给对账中心

从支付公司流出的资金是由银行侧控制资金结转清算与对账时间，即每日客户向支付机构申请

提现的资金是在每日支付公司批量向银行发起提现请求时，从支付公司银行存款账户扣转，但

扣转的结果一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从银行侧得到反馈，当银行侧提供扣转成功和失败的清算文

件，支付公司获取这些文件进行明细核对，对于提现失败的申请，由支付公司后台发起直接将

资金回充入客户账户，不在对账中心进行对账处理。

资金流出与银行的对账

对账中心进行逐笔勾兑
银行提供提现成功/失

败明细文件

输入 输入

支付公司提供的所有金融服务是建立在银行资金体系之上的，支付公司账务系统内账户的资金都与其在银行的存款资金一一对应，为了保证真实的资金账户和虚拟账户的资金转

换正确，支付公司必须及时与银行进行各类业务的资金核对，所有资金核对都依赖于银行的系统。



p 案例的整体业务架构

电商平台 收银台 支付核心 清算核心 银行网关

中行网关

渠道逻辑系统

计费系统运营系统

1、创建交易

2、
请求
获取
总支
付金
额

3、支付协议申请 4、清算协议申请

6、交易支付请求

5、获取请求参数

8、银行返回后通知

7、
银
行
返
回

9、返回结果（异步）11、推动交易

10、通知收费

账务系统 会计系统 对账系统

触
发
账
务
系
统

传
充
值
流
水

发送会计指令

发
送
清
算
流
水

生成入账流水

会计结转

待清算款项 个人支付账户 银存专户

日
终
结
转

借/贷

借/贷

业
务
对
账



拍下货物 创建平台侧交易 创建支付侧交易

内卡收银台 外卡收银台

取消支付/其他支付
方式

银行外卡网关

用户身份验证

银行返回支付成功

N

Y

N Y

Y

N

买家账户充值CTU规则校验

交易失败，进行充退

扣除手续费到收益账
户

货款转账到交易中间
账户

通知交易中间账户打
款

N

Y

更新交易状态确认收货无误

更新交易状态 打款到卖家支付账户

确认支付？ 银行提交用户外卡信
息

卡组织信息转发发卡
行

发卡行校验信息

买家 购物平台 支付公司 银行

p付款业务流程图



p支付交易时序图
交易节点简要描述

1. 钱充值进来后，支付层冻结全部充值金额，防止因买家

进行其他交易时使用了该笔金额导致后续业务处理失败。

2. 对于购物车交易，因为同一笔订单对应的购物车的不同

物品具有相同的属性，每一个物品的交易金额都不能少于

1元，否则该购物车的物品无法进行外卡支付。

3. 由于前面我们已经把钱已经冻结，所以在通知收费系统

进行收费之前要对手续费进行解冻。交易核心内部处理时

也需要对本金进行解冻，然后再进行交易支付处理。交易

核心的解冻和交易支付需要在一个事务完成。假设交易支

付失败，整个事务回滚，解冻也相当于没做。钱继续冻在

那里。保证用户的钱不能用于其他。

4.交易返回后，银行网关解析某银行网关支付结果并调用

清算核心的过程是同步的，但清算核心调用支付核心是采

用异步模式。清算核心发送消息之后等待1-2秒钟，然后

从收银台获取处理结果并显示页面。

5.和计费系统的交互都通过业务逻辑系统进行，也就是说，

针对外卡收单业务，无论收银台还是支付核心需要调用收

费接口，都只是调用渠道逻辑系统。

6.通知收费系统进行收费的过程，是在推交易前进行的。

如果推交易失败，需要通知收费系统进行退手续费，并且

退到买家支付账户中的手续费也是处于冻结状态的。充退

相关逻辑后面退款交易再进行说明。

购物平台 收银台 渠道逻辑系统 计费系统 支付核心 清算核心 银行网关 银行网关

1交易请求

2请求获取总支付金额

3请求获取总支付金额

4返回总支付金额

5返回总支付金额

6支付协议申请

7清算协议申请

8获取请求参数

9返回请求参数

10清算协议完成

11支付协议完成

12交易请求

13支付完成返回

14通知支付结果

15通知支付结果

16对充值的资金
进行冻结

17支付渠道勾兑和业务处理

18通知收费

19处理完成

20推动交易
21完成返回

22获取处理结果

23返回处理结果

24返回显示最终处理结果



电商平台 支付公司
账户体系 某银行 Visa卡组织

国外发卡行

1、创建购物平台交易100元 2、创建支付交易103元，跳转某行网关

3、用户输入外卡信息

拍
下
商
品

4、返回支付成功结果

待清算充值账户 某行手续费备用金账户

5、向待清算充值账户转入103元 6、银行手续费记账 100*（1+3%）*2%=-2.06元

买家支付账户

7、充值100元

支付公司收费账户

交易中间账户

8、转账100元

8、买家支付手续费3元

9、买家确认收货无误

9
收
到
货
物

10、交易成功，通知向卖

家支付账户打款100元

卖家支付账户

11、向卖家账户转账100元

卖家银行账户

12、提现100元

1、如打款资金流向图所示，买家通过外卡成功支付后，某行会

将外币结汇成人民币，向“某行待清算账户”转入货款和服务

费，合计103元。之后，对买家支付账户发起货款和服务费的充

值，合计103元。支付成功之后，这笔金额会以“转账”和“支

付服务费”的方式分别进入“交易中间账户”和“支付公司收

费账户”。

p付款信息流程图

2、买家确认收货无误后，即交易成功后，“交易中间账户”的

金额会流入卖家的支付账户，之后，卖家可能会通过提现通道

将该笔资金提现到自己的银行账户。

关键节点简要说明



支付公司

收费账户

+3元

某行待清算

充值账户

+100.94

某行手续费

备用金账户

-2.06元

支付公司

银行账户群

某行

国外发卡行Visa卡组织

银行
网关

买家

卖家

1、买家支付103元至某行

2、某行扣除2%的手续费后，向支付公司在某

行的银行账号打款100.94元

A:支付公司收费账户计入3元

B:某行手续费备用金账户计入-2.06元

3、卖家提现100元至其银行账户

p付款资金流程图



达成退款共识 创建退款交易 创建退款交易

外卡退款流程 内卡退款流程

退款本金到交易中间
账户

发起充退

向付款卡使用外卡充
退

N

Y

Y N

确认充退成功更新交易状态

充退到支付卡开户行

退款手续费

合计退款到买家支付
账户

+

N

Y

卖家 电商平台 支付公司 银行

p退款业务流程图

1. 能充退到外卡的前提是充退金额不小于１元人

民币，且交易时间不超过60天。另外，应保证充

退金额不大于支付金额

3. 退到买家外卡里面的人民币会按照当日外币牌价

进行购汇，购汇汇率与买家购买商品时结汇汇率之

间的汇率损益由买家承担。

2. 充退以人民币进行，货款和服务费会充退到买

家付款所用的外卡中。如果是部分充退，则按照所

充退占总体货款的百分比进行充退，服务费也按照

此比例进行充退。只支持一次充退，不支持多次充

退。

关键节点简要说明



p退款交易时序图
购物平台 前台 交易核心 paytask 支付核心 渠道逻辑系统 计费系统

1退款请求
2申请本金退款

3调用账务核心把钱退款到买家支付账户，并冻结该笔金额

4提交充退申请

7请求退手续费

8请求退手续费

10返回退手续
费成功

5返回成功

12返回手续费金额

9退还手续
费到买家支
付账户

13累计增加本金和手续费金额，缓存充退前置

6返回成功

11对买家支付账户内的手续费
进行冻结

14发起充退任务

15解冻货款+手续费，调用充退接口对货
款+手续费进行充退

交易节点简要描述

1.退款交易主要有四个步骤：(1)把本金退还到买家支付账户并冻结该笔金额。（2）

把手续费退还到买家支付账户并冻结该笔金额。（3）对本金发起充退申请。（4）

对手续费发起充退申请。（5）对本金进行充退。（6）对手续费进行充退。这四个

步骤的执行顺序是（1）（2）（34）（56）。

2.对于本金小于1元的，只是把本金和手续费一起退到买家支付账户，不作后续的充

退处理。本金大于1元的，我们会把本金和手续费合在一起充退，这样就不会出现因

为充退金额小于1元导致充退失败。

3.退款支持部分退款，如购物车（同一笔订单的多个商品）中其中一件商品的退款。

收费系统也支持多次退手续费。

4.交易核心发起充退申请，申请成功后返回。支付定时任务在每天日终的时候发起

充退任务，提交支付核心进行正式充退，对于外卡收单的情况特殊处理，需要对本

金和手续费一起进行解冻再充退。

5.本金和手续费在退到买家支付账户后，都是冻住的。先解冻冻结金额，然后再进

行充退处理。paytask发起退手续费请求，渠道逻辑系统同步调用收费系统申请退费，

收费系统调用帐务退费成功后，渠道逻辑系统此时在一个事务内冻结退费资金（收

费系统告诉退了多少钱），再调用充退申请。paytask调渠道逻辑系统的接口在实现

上要做到等幂性处理，也就是多次调用都会返回成功，但实际上只成功一次。

6.把充退文件提交到银行，银行返回充退失败时，钱会回冲到买家支付账户，这样

的充退失败是不会再走充退了，所以这些钱是不能冻结的。此时，因为充退失败，

中行收的手续费不会退给我们，而我们又没有收买家的手续费，所以这些手续费的

损失是需要支付公司承担。



p退款信息流程图

电商平台 支付公司
账户体系 中国银行 Visa卡组织

国外发卡行

我
要
退
款

6.提交退款申请

待清算充值账户 中行手续费备用金账户

4.退款51.5元 5.银行退还手续费记账 50*（1+3%）*2%=1.03元

买家支付账户

3.退款51.5元

支付公司收费账户

交易中间账户

2.退货款50元

3.退手续费1.5元

发起退款申请

1.
通
知
向
买
家
退
款

6.退款至买家外卡51.5元

如充退流程图所示，充退遵守“原路返回”原则，

充退到买家用于支付的外卡中，而不是买家的支付

账户中，这样做能够避免充退成为可提现金额而带

来的套现风险。如果充退不成功，比如买家注销支

付所用卡的情况下，会充退到买家支付所用外卡开

户行。

关键节点简要说明



类型 商户订单状态 后台订单状态 交易状态

待处理 1 成功 初始/失败

重复支付 2 成功 初始/失败 失败（等待买家付款）

支付失败，金额不等 3 成功 初始/失败 失败（等待买家付款）

Ø 重复支付：对同一内部订单号进行了二次或二次以上的支付。

Ø 支付失败，金额不等：买家实际支付的金额与交易金额不等。一般产生的原因是，买家在支付时，产生了掉单，卖家随后修改了交易价格。 在进行网银对账的时候，即会出现订单金额和交易金额不等的

情况，且是一笔掉单。2、3两类情况只发生在支付上

Ø 还有一类异常，偶尔有发生：支付成功，金额不等：商户订单状态为成功，后台订单状态也为成功，并且交易状态是买家已付款，等待卖家发货。（金额不等，支付成功，是因为会员对一个交易进行支付

，但由于网络或银行系统等原因头条支付未接收到银行扣款信息，头条支付侧交易状态未予以变更，后卖家对该交易修改了价格，买家又对该修改过的价格进行了支付，但该支付成功的信息仍然没有被头

条支付侧接收到，该交易状态仍未变更，后头条支付后台人员先对后面的那笔意外数据进行了恢复，后再对前面那笔意外数据恢复，就会出现这种“金额不等，支付成功”的数据；）

类型 恢复逻辑

待处理 1 以商户状态为准，变更后台的订单状态为成功，若充值，则充入会员头条支付账户，若支付，则推进交易状态；

重复支付 2 以商户状态为准，变更后台的订单状态为成功，推进交易状态，重复支付的一笔或多笔充入会员的支付宝账户中；

支付失败，金额不等 3 以商户状态为准，变更后台的订单状态为成功，但由于订单金额与交易金额不符，无法推进交易，采取给买家的头条支付账户充值的方法来恢复该笔掉单。

支付成功 ，金额不等 支付成功 ，金额不等的数据目前比较少，正常情况下应该也是给用户的头条支付账户充值，如没有充值，则需要查看交易明细和账户明细，联系技术查明原因

p意外数据恢复逻辑
掉单类型

恢复逻辑



用商户上的成功订单与后台的订单来核对：

Ø 若商户订单为成功，后台为初始或者失败，则更改后台状态为成功；

Ø 若后台为成功，商户成功订单中无该订单（时间差），则不更改后台状态；

Ø 若后台为初始或失败，商户成功订单中无该订单，则不更改后台状态；

T＋1日恢复T日的订单，并且在T＋1日后不再下载T日的订单进行二次或多次恢复。（为考

虑会员感受，T日下班前恢复T日0点到下班时点的订单）

由于各家银行系统日切点均不同，并且大多不会在每日的24点（或早或晚），所以下载到

的T日的订单流水与我后台T日（0：00－24：00）的订单流水并不能全部对应上。将商户

订单流水与我后台订单流水核对，会出现商户有，后台无；商户无，后台有；商户有，后

台有三种情况。对于1,2两种情况为我们所说的时间性差异。

商户数据与后台数据的关系为：

商户数据－（商户有，后台无）＋（商户无，后台有）＝后台数据

以下所述的“支付机构订单状态”、“银行订单状态“仅指金额支付成功与否，不是交易状态。对

于实时查询可能存在银行订单状态为“支付失败”的情况；对于业务对账，只下载银行订单状态为

“支付成功”的文件。具体恢复逻辑如下表所示

p业务对帐逻辑以及对账异常恢复逻辑
以商户成功订单为准

不重复恢复

时间性差异

订单状态 银行订单状态 对账结果 后续处理

支付成功 支付成功 成功 无

支付成功 支付成功，但重复支付 失败 充退重复支付的交易

支付成功 支付成功，但金额不等 失败 人工充退交易差额

支付失败 支付成功 失败 支付机构侧订单状态更新为“支付
成功“，由系统调用充退该笔交易

支付失败 支付成功，但重复支付 失败
支付机构侧订单状态更新为“支付
成功“，由系统调用充退该笔交易
及重复支付的交易

支付失败 支付成功，但金额不等 失败 支付机构侧订单状态更新为“支付
成功“，由系统调用充退该笔交易

支付成功 支付失败 失败
支付机构侧订单状态更新为“支付
失败“，系统会纪录差异数据，不
再推进交易状态



1.0恢复订单请求入账

1.1登记分户流水

1.2更新分户余额

1.3.1实时登记借贷分录

1.3登记分录

1.3.2更新内部分户

1.3.2.1更新内部分户余额

1. 被支付充值账户在账务中心登记一条充值业务流水

2. 实时更新被该充值账户分户余额

3. 发送该充值业务数据到会计核心

4. 会计核心根据账务系统提供的会计科目做一条客户帐

的贷方分录

5. 会计前置系统将该条充值业务订单发送之对帐中心数

据库

6. 日终处理程序根据对账中心当日的充值数据按业务类

别（不含人工恢复数据）汇总分别借记一条某行银行

待清算款充值账户的分录，同时更新相应科目下的内

部户余额（注：该分录入账时间与被充值账户的贷方

分录中登记的入账日期保持一致）（业务要求：汇总

的几条分录能分别查看到相应的明细流水）

掉单恢复应用 分户流水 分户 分录 对账核心

p记账逻辑-充值类业务记账处理

由于掉单数据恢复可能存在跨天，也就是说上一天的某些订单

数据在第二天才入账，造成本应确认到某行银行款项的这些余

额需推迟到第二天才能处理，所以需要对掉单恢复的数据实时

做分录并更新某行待清算充值款账户余额

系统先记客户单边帐，晚上系统日终处

理时结转待清算，同时更新内部户余额

系统实时做分录，实时更新内部户余额
充值业务记账处理 充值业务订单的恢复处理



Ø 充值订单对账主要是核对支付系统已做入帐处理的商户订单与银行实际帐户上入帐流水进行勾对，勾对的结果分别加以处理的业务。由对账中心出具对账报告，具体

内部分户余额的调整有工作人员依据对账中心的报告通过结算平台做分录的手段进行内部分户余额调整。

晚上系统日终处理时结转待清算，

同时更新内部户余额

p记账逻辑-充值类业务记账处理

1.0根据对账结果处理已经确认的款项

1.1.借记某行银存账户（登记分录）

1.2更新余额

1.2.1增加某行银存分户余额

1.2.2返回

1.3贷记待清算充值账户--某行（登记分录）

1.4更新余额
1.4.1减少待清算充值账户某行分
户余额

结算平台 会计核心 分户

充值订单对账处理



p记账逻辑-提现类业务记账处理
晚上系统日终处理时结转待清算，同时更新内部户余额

1.0生成提现文件指令

1.1.逐笔检查复核生成文件的单据

1.2.单据处理

1.2.1登记分户流水

1.2.2更新分户余额

1.2.1.1扣除分户余额

1.2.1.1.1返回

1.2.3分录请求

1.2.3.1借会员支付账户
1.2.3.1.1返回

1.3.生成文件

1.2.3.1.1.1返回

1.4.汇总分录请求

1.4.1贷记某行待清算提现款账户

1.4.2更新某行待清算提现账户

1.5.提现文件生成成功

结算平台 提现订单 分户流水 分户 分录

提现业务记账处理



1.0银行提现文件回导

1.1.逐笔勾兑

1.2.将成功的数据同步到对账中心

1.4.1借记某行待清算提现账户

1.4.本次回导提现失败数据汇总借方分录

1.5回导处理 成功

1.2.1登记
提现数据

1.3反馈提现失败处理

1.3.1登记分户流水

1.3.2更新分户余额
返回

1.3.3贷记会员支付账户

1.4.1.1更新内部分户余额

结算平台 提现订单 分户流水 分户 分录 对账中心

1.0根据对账中心数据汇总人工处理

1.1.1.1减少内部户余额

1.1
借记
某行
待清
算提
现账
户

1.1.1返回

1.3.1减少对应内部户余额

1.3返回 1.2
待记
某行
银存
账户

结算平台 分户 分录

提现流水是在提现文件生成时发送流水到对帐中心的，提现文件回导的时候对于成功的提现流水系统不再发送流水到对帐中心，只发送

失败的提现流水

p记账逻辑-提现类业务记账处理
提现业务处理记账逻辑 提现业务对账后账务处理



p对账流程图

贷51.5元 某行待清算账户

接收退款文件
返回退款业务对账文件

资金对账

借50元 交易中间账户

借1.5元 支付公司收费账户

贷50元 买家支付账户（货款）

返回资金对账文件

贷1.5元 买家支付账户（服务费）

业务对账
驱动掉单会计分录

借51.5元 买家支付账户

贷50.47元 某行银存账户

借51.5元 某行待清算账户

贷1.03元 某行手续费备用金账户

发送对账结果

中行商户端 账务核心 结算平台 对账中心

业务对账

恢复掉单交易

下载打款业务对账文件

驱动掉单会计分录

借100元 买家支付账户（货款）

借3元 买家支付账户（服务款）

借103元 某行待清算账户

贷103元 买家支付账户

贷100元 交易中间账户

贷3元 支付公司收费账户

借100.94元 某行银存账户

借2.06元 某行手续费备用金账户

资金对账

贷103元 某行待清算账户

返回资金对账文件

发送对账结果

借100 元 交易中间账户

贷100元 卖家支付账户

借100元 卖家支付账户

买家确认收货

贷100元 卖家银行账户

某行商户端 账务核心 结算平台 对账中心

交易打款对账 交易退款对账

在用户通过外卡成功支付并结汇后，某会立刻扣除2.06元的手续费，支

付公司会开设相应的“某行手续费备用金账户”与之对应。某行会将剩

下的100.94元打入支付公司在某行开设的“某行银存账户”。最终对账

的时候，对“某行待清算账户”“某行银存账户”和“某行手续费备用

金账户”实行轧差对账，如充退对账流程图所示，即

“某行待清算账户”：借103，贷50，贷1.5，合计：借51.5

“某行银存账户”：借100.94，贷50.47，合计：借50.47

“某行手续费备用金账户”： 借2.06，贷１.03，合计：借1.03

由于51.5=50.47+1.03，对账持平



时间 节点 账务处理

T日 买家支付成功
借：某行待清算充值账户 103元 103=100*（1+3%）

贷：买家支付账户 103元

借：买家支付账户（货款） 100元

贷：交易中间账户 100元

借：买家支付账户（服务费） 3元

贷：收费账户 3元

T+1 
中行清算资金，

资金对账

借：某行银存账户 100.94元 100.94=103*（1-2%）

借：某行手续费备用金帐户 2.06元 2.06=103*2%

  贷：某行待清算充值账户 103元

T+3
买家确认收货无误，

交易成功

借：交易中间账户 100元

贷：卖家支付账户 100元

T+4 若发生交易退款50元
借：收费账户 1.5元

贷：买家支付账户（服务费） 1.5元

借：交易中间账户 50元

贷：买家支付账户（货款） 50元

借：买家支付账户 51.5元

贷：某行待清算充值退回账户 51.5元

T+5
退款成功，资金清算

对账

借：某行待清算充值退回账户 51.5元

贷：某行银存账户 50.47元 50.47=51.5*（1-2%）

贷：某行手续费备用金账户 1.03元 1.03=51.5*2% 

p会计分录



序号 名称 解释

1 缓冲记账 帐务记账时,由于某些账户会在短时间进行大量操作,账户锁定互斥造成系统性能缓慢.通过缓冲记账,只记录账户的账务日志,不更新账户余额.到一定
时间之后再根据发生的账务日志,统计账户余额.提高高并发账户的吞吐量.

2 会计规则 会计核心在记录分录或者日切过程中,根据提供的账务请求转化成分录所需要要素.这个转化所定义的规则.

3 会计分录规则 账务请求转化为会计分录要素的规则

4 会计汇总规则 对多条客户方分录进行汇总，并得出待清算一方分录要素的规则

5 会计结转规则 由待清算科目结转到银存的规则。如果有调拨，则包括待清算到调拨，调拨到银存。

6 会计流转规则 会计汇总规则和会计结转规则。这两个规则都是用来制定资金流转的规则。包括客户方到待清算，待清算到调拨，调拨到银存。

7 会计日 会计进行核算和统计的最小单位.表示业务责任发生的日子.目前会计日和自然日相同.

8 日切 会计日是系统最小的会计单位.每个会计日终结时需要统计账户,科目发生额和余额,并进行试算平衡.最终作为本会计日业务发生的正确性检查依据.并
为下会计日准备初始余额.这些计算和统计都需要在日切过程中完成.

9 汇总记账 充值,提现等业务的分录是一借多贷或多借一贷。白天只记多方分录,日切时根据多方分录汇总,生成对应的一方分录。

10 结转 日切过程中，把对完账的已清算流水，通过分录，转成银行存款。

11 调拨 由于资金清算T+1，系统银存账户比实际银行账户晚。而提现打款账户需要使用这部分银存，所以采用调拨方式，先从调拨户转给银存，增加银存
的借方余额。等进行日切结转时，才用待清算回补调拨户。

p会计结算业务相关术语



日间交易

针对日间所有的充值类、提现类交易代码的操作，其下每一个子交易

码对应的每一个涉及该业务的科目代码都需要配置一条对应的参数记

录，来确定日间该科目下的该交易代码进行怎样的单边会计记帐处理

；参数重点说明该科目该交易记帐的方向、是否需要汇总记帐、是否

需要发送对帐中心处理、是否需要cache；

如400301交易代码，业务涉及201001个人账户科目和2002001公司

账户科目，则需要对应的两条参数记录

日终处理

日终批量处理时，有一步是专门针对缓冲记账的处理，会计系统会根据

参数表中充值、提现相关的每一个子交易码对应的银行代码不同，分类

统计日间的单边会计记账数据，按照汇总后的数据会计系统单边记账处

理；完成缓冲记账的剩余部分；

如400301交易代码，日终时按照参数表中的银行代码分别统计日间

400301交易的单边会计记录，产生另一边的待清算户的会计记帐记录；

sub_trans_cod
e bank_type title_code direction

子交易码 银行代码 科目代码 余额方向

400301 ('ICBC', '中国工商银行'), 4010010002 D

400301 ('CCB', '中国建设银行'), 4010010002 D

结转

日终批量处理时，有一步是专门针对银行存款结转的，即将经过对帐的

资金从待清算账户结转到银行存款账户，以保持与银行真实资金变化的

一致。会计系统会根据与银行的对账结果数据进行结转记账处理，参数

表中记录了每家银行从待清算户到银行存款户进行结转的具体记账参数

中充值；因为存在两种结算方式（对于开立结算户头的银行可直接从待

清算户结转到银行存款户；对于未开立结算户头的银行，是通过存管行

调拨结转的，需要从待清算户结转到调拨户，再从调拨户结转到银行存

款户，需要两步处理），所以存在两套记账参数：

Ø 从待结算资金户结转到银行存款户的会计记帐参数；

从待结算资金户结转到资金调拨户的会计记帐参数；

Ø 从资金调拨户结转到银行存款户的会计记帐参数；

会计业务相关参数

trans_
code

sub_tra
ns_code

title_co
de

direc
tion

need_
sum

need_se
nd

need_
cache

trans_ba
nk_type

交易
码

子交易
码

科目代
码

余额
方向

是否需
要汇总

是否需要
发送对账
中心

是否需
要
cache

充值1 
提现2

4003 400301 201001 C Y Y Y 1
4003 400301 202001 C Y Y Y 1

交易
码

子交
易码

银行
代码

科目
代码

余额
方向

会员
账号

是否
需要
汇总

汇总
方向

是否需要发
送对账中心

是否
需要
cache

交易
类型

Ø 缓冲记账是指针对频繁需要进行账务操作的部分帐户提供一种缓冲记账模式（含汇总记账），可以将该账户在一段时间内的账务操作请求放在一次性账务操作中进行处理，避免系统性能瓶颈。

Ø 账务核心系统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该表的配置内容，并在每日首次被使用时刷新加载数据。也就是说，任何一项的修改，都将在次日生效。不选择实时生效的原因是缓冲记账必须在完整的

账务日内实现，如果中途随时加载，会造成当日一部分数据是实时记账，一部分数据是缓冲记账，从而导致日终时无法统一处理。

Ø 会计系统作为核心中重点负责清算、结算会计平衡的系统，在每增加一家银行时，都需要配置相关的会计结算关系。

Ø 会计系统的日间记帐处理包含两种模式：即时模式和缓冲模式，具体采用何种模式由账务系统触发时决定。即时模式需要会计系统严格按照账务系统发送的指令进行会计记帐处理，缓冲模式

需要会计系统根据相关的参数配置进行会计记帐处理，一般日间都是单边的会计记账处理，如充值与提现业务，日间会计系统根据参数配置仅记录客户帐的变化部分，不记录内部账的变化部

分，内部账的变化部分在日终时根据相关参数和日间的单边账务记录，进行分类汇总后再分别记帐处理。

p会计结算业务介绍



流转环节 配置要素

客户方分录汇总成一笔待清算

分录
需要配置一方的借贷方向，账户和科目

待清算结转到银存
需要配置双方的借贷方向、账户和科目。待清算方的账户和科目在汇总入

账中清楚，借贷方向跟汇总入账一方科目的方向相反

待清算结转到调拨 跟待清算结转给银存类似

调拨结转到银存 跟待清算结转给银存类似

会计流转规则描述了从客户账最终变成银存各个环节分录的生成规则

会计业务规则在整个会计核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计核心的几个重要

功能（记录分录，发送对账中心数据，汇总记账，日切结转）中，都有他的

用处。目前来讲，会计规则主要有三个地方应用：

Ø 日间生成分录。这部分规则叫做会计分录规则。

Ø 日切汇总记账。这部分规则叫做会计汇总规则。

Ø 日切资金结转。这部分规则叫做会计结转规则。

会计汇总规则和会计结转规则同属于会计流转规则。

这个规则把整个资金如何流转描述出来了。所以配置会计流转规则也是按照

这个思路来操作。

业务方一般是两种情况需要添加这个规则。一个是新增银行。需要把相关的

交易代码都配一套资金流转情况。一个是新增交易代码。需要把相关的银行

也都配一套资金流转规则。

借贷方向 科目 账户 银行 金额

日间记账分录与汇总分录

借 待清算充值款项-A银行 待清算充值款项-A银行 A银行 300

贷 个人帐户存款 张三 A银行 100

贷 个人帐户存款 李四 A银行 200

日切结转分录

借 银行存款-A银行 银行存款-A银行 A银行 300

贷 待清算充值款项-A银行 待清算充值款项-A银行 A银行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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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生成分录

在日间过程中，会计核心主要负责把账务请求转化成分录要素并记录下来，同时根据需

要发送给对账中心。在这过程中, 会计分录规则起如下作用(左边是账务请求已知信息，

右边是通过会计分录规则得到的信息)：

账务请求 分录要素或其他

SubTransCode TitleCode 是否汇总

SubTransCode TitleCode 分录要素中的银行是从账务请求中的bankType
获取

SubTransCode TitleCode 是否发送到对账中心

借贷方向 科目 账户 银行 金额

日间记账分录与汇总分录

借 待清算充值款项-A银行 待清算充值款项-A银行 A银行 300

贷 个人帐户存款 张三 A银行 100

贷 个人帐户存款 李四 A银行 200

日切汇总记账

在日切过程中，需要把充值、提现等业务的多方分录进行汇总，得到一方分录，并记

录下来。会计汇总规则在由多方分录转化成一方分录时，起如下用途：

多方分录 一方分录要素

SubTransCod
e BankType

Remark
(SubTransC
ode)

TwAccountNo TitleCod
e 借贷方向

借贷方向 科目 账户 银行 金额

日间记账分录与汇总分录

借 待清算充值款项-A银行 待清算充值款项-A银行 A银行 300

贷 个人帐户存款 张三 A银行 100

贷 个人帐户存款 李四 A银行 200

而相应的分录如下（灰色底纹加粗部分）： 而相应的分录如下（灰色底纹加粗部分）：

通过会计分录规则的转化，就可以知道是否要进行汇总记账，从而决定是记单边分录

还是也要记录待清算方科目的分录。可以知道会计要素中的银行是从账务请求的哪个字段

取。也可以知道是否要发送给对账中心。有了规则得到的这些信息，再加上能从账务请求

直接拿来的会计要素（如：账户，科目，金额，会计日，不过借贷方向是通过另外一个固

定规则转化处理的），就可以生成分录，并发送给对账中心。

通过会计汇总规则的转化，得到一方分录的账户，科目和借贷方向要素，再加上其他

一些会计要素（SubTransCode，会计日等），就可以生成一方分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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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切资金结转

在日切结转过程中，需要把已清算款或调拨户结转成银行存款。这些结转所使用

规则叫做会计结转规则。日切资金结转有两种情况：

Ø 待清算结转：对账中心对账完毕之后,在日切过程中,需要把待清算数据结转成

银存或调拨户，一般银行是银存账户,有些产品由于没有真实的银存账户,需要

结转到调拨户上面.所以需要建立一套会计结转业务规则,来约束如何从待清算

结转到银行或调拨户。在结转过程中,他是依赖会计结转规则的如下参数来查找

规则: Ø 调拨结转：调拨结转是日切过程中,把调拨户的钱结转到银存账户上.会计也需

要配置这些结转规则来结转：

而相应的分录如下（黑色加粗部分）：

待清算汇总信息 结转分录要素

SubTransCo
de

BankTy
pe

Remark
(SubTransCo

de)

待清算方分录 借贷方向 TwAccount
No

TitleCo
de

银存方（或调
拨方）分录 借贷方向 会员账户 科目代

码

借贷方向 科目 账户 银行 金额

日切结转分录

借 银行存款-A银行 银行存款-A银行 A银行 300

贷 待清算充值款项-A银行 待清算充值款项-A银行 A银行 300

根据已清算汇总数据得到的SubTransCode，TitleCode，Remark（＝

SubTransCode），从会计结转规则中得到两条规则，一条是存放待清算方分录规

则，一条是存银存方（或调拨方）分录规则。我们根据这两条规则，然后再其他分

录要素（SubTransCode, 会计日等），就可以生成两条分录。

待清算汇总信息 结转分录要素

SubTransC
ode（＝

701105）

BankT
ype

Remark
(＝

701105)

银 存 方
分录 借贷方向 TwAccou

ntNo
TitleCod
e Memo

调 拨 方
分录 借贷方向 TwAccou

ntNo
TitleCod
e

（银存方
科目）

把SubTransCode和Remark都是结转子交易类型（701105）的规则查找出来。

对应如果有Memo值，则表示结转规则，同时Memo保存得是银存方的科目代码，

根据科目代码找到银存方的规则。从而获得银存方分录需要需要的titleCode, 

twAccountNo, 借贷方向。

同时要说明得是，这种情况的结转规则，都是成套的。成套的含义是指用相同的

SubTransCode，BankType，Remark取查找会计规则，如果能找得到，就是两条。这两条

是成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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