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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现有的基于孪生网络结构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大多将整个文档看成模型的输入序列, 易导致数据稀

疏的问题, 提出利用层级注意力机制来改进孪生网络结构中的文档表示。针对基于层级注意力机制的孪生网络计

算模型在输入时有可能忽略文档中重要句子的问题, 进一步提出一种引入文档内容压缩的两步骤文档相似度计算

方法。利用开发的法律案例文档相似度标注数据集进行实验, 结果表明所提方法明显优于基于长短期记忆模型的

孪生网络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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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about document similarity calculation methods based on Siamese network, 

the entire document is regarded as the input sequence of model that may lead to sparse data. Hierarchical attention 

mechanism is used to improve the document representation in the Siamese network. For the Siamese network computing 

model based on hierarchical attention mechanism may ignore the important sentence in the document when inputting, a 

two-step document similarity calculation method that introduces the compression of document content is further propos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e Siamese network computing model 

based on the Long Short-Term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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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法律数据库已经存储了大量电子格式数据。

由于数据库仅能做简单的案件分类, 所以通过数据

库查询相似案例显得费时费力。如何从海量法律案

例中更快、更方便地查询相似案例, 是一项值得探讨

的工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 一些学者已经

在研究与机器学习相关的法律案例检索技术。这些

法律案例检索技术可以更快地查询相似案例, 降低

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提高效率。 

文档相似度计算是法律案例检索的重要环节, 

旨在比较文档对的相似程度。文档相似度计算的研

究成果可以应用到很多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 例如

信息检索、机器翻译、自动问答、复述问题以及对

话系统等。在一定程度上, 这些自然语言处理任务都

可以抽象为文档相似度计算问题。例如, 信息检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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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结为查询项与数据库中文档的相似度计算问题。 

目前, 有一些与法律相关的信息检索技术[1‒3]也

是基于文档相似度计算。Lau 等[1]开发了一个运用信

息检索和结构信息匹配进行法规相关性分析的系统, 

其中结构信息匹配采用的是向量空间模型。Ashley

等[2]研究纠纷判决的信息检索方法, 并提供在线纠

纷解决平台, 案例间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采用基

于关键特征的最近邻算法。Carneiro 等[3]研究从法律

案例文档中检索出与论据有关的信息, 其中涉及案

例文档相似度的计算, 采用基于词频的贝叶斯统计

方法。 

上述方法均基于关键词(特征)和统计信息进行

文档相似度计算, 由于特征是根据特定任务人工设

计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模型的泛化能力。深

度学习方法可以自动地从原始数据中抽取特征[4]
, 

根据训练数据的不同, 可以方便地适配到其他文档

相似度的相关任务中。有较多学者提出基于深度学

习方法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 其中一些与孪生网

络相关的计算模型已取得较好的实验结果。根据采

用的网络结构不同, 这些孪生网络计算模型可以分

为基于全连接的方法、基于卷积网络的方法以及基

于循环神经网络的方法。这些方法将整个文档看成

模型的输入序列, 由于不同文档的长度可能相差较

大, 容易导致数据稀疏问题。此外, 目前还没有公开

的中文法律案例文档相似度数据集或其他相关任务

的中文文档相似度数据集。 

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开发了法律案例文档相似

度标注数据集, 并提出一种能有效地避免数据稀疏

问题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本文的主要贡献有 3

个方面: 1) 开发法律案例文档相似度标注数据集, 

这是我们实验的基础; 2) 提出层级注意力机制的孪

生网络计算模型; 3) 提出一种引入文档内容压缩的

两步骤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 

1  相关工作比较 

孪生网络[5]是一类包含两个或更多相同子网络

的神经网络架构。这里的“相同”是指它们具有相同

的配置, 即具有相同的参数和权重, 参数更新在两

个子网上同时进行。孪生网络利用同质的网络得到

两个文档的向量表达, 然后通过向量表达的相似度

来衡量两个文档的相似度。 

目前, 已经有一些基于孪生网络结构的文档相

似度算法的研究。深度语义结构模型(Deep Struc- 

tured Semantic Model, DSSM)
[6]是最早将孪生网络应

用在文档相似度计算的工作之一, 该模型主要对查

询内容和文档的相似度进行建模, 每个文档对象都

是由 5 层的网络单独进行向量化, 最后通过计算两

个文档向量的余弦相似程度来确定两个文档的相似

度。DSSM 的子网络结构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部分, 第

一部分所做的处理是将查询内容和文档中的单词通

过哈希方式映射到单词级别的向量, 第二部分是在

哈希层之后连接 3 层的全连接神经网络来表达整个

文档的主题向量。该方法输入数据利用的是词袋模

型, 忽略文档中的词序关系, 对于文档相似度计算

这种任务, 无法将一些学习到的局部相似度信息应

用到全局。此外, 全连接神经网络的参数太多, 不利

于优化。Shen 等[7‒8]改进基于全连接神经网络的深度

语义结构模型, 提出基于单词序列的卷积深度语义

结构模型(Convolutional Deep Semantic Model, CD- 

SSM)。CDSSM 与 DSSM 的区别在于: 1) 将中间生

成主题向量的全连接层换成卷积神经网络的卷积层

和池化层; 2) 将查询内容和文档中的每个单词都表

示为一个词向量。虽然卷积神经网络减少了训练参

数, 但是无法捕捉句子长距离的依存关系。考虑到长

短时记忆网络[9]能够保持并利用长距离信息的特性, 

Palangi等[10]提出基于长短时记忆网络的文档相似度

算法(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LSTM 的查

询内容与文档分别经由长短时记忆网络得到其向量

表达。Neculoiu 等[11]提出基于多层双向长短期记忆

网络的文档相似度算法(Bi-Directional Long Short- 

Term Memory, BiLSTM), 孪生网络的每个网络分支

是多层双向的长短期记忆网络。 

用 DSSM, CDSSM 或 LSTM 等模型进行文档相

似度计算时, 都是将整个文档看成一个序列, 并将

其作为模型的输入。由于不同文档的长度可能相差

很大, 这样的简单处理容易导致数据稀疏问题。针对

这些模型的不足, 我们提出一种改进的基于孪生网

络结构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 

2  法律案例文档相似度标注数据集的 

开发 

实验数据集是我们验证文档相似度计算模型有

效性的基础。但是, 目前尚没有公开的法律案例文档

相似度标注数据集或者其他相关任务的中文文档相

似度数据集, 因此, 我们开发了一个中文法律案例

文档相似度标注数据集。 

2.1  数据集来源及标注过程 

中文法律案例文档相似度标注数据集来源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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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上的案例。

我们通过自动爬虫程序, 下载裁判文书网上的部分

案例文档。文档覆盖 3 个较常见的法律案例类别: 借

贷案、离婚案、劳务纠纷案。该数据集的文档长度

为 126~344 字。我们标注的法律案例文档相似度数

据集共有 2500 对文档, 去掉自身匹配对文档后, 还

有 1225 对文档。 

我们借鉴 Lee
[12]的 50 标准文档相似度测试数

据集(该数据集集合来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文档)的

标注方法。为了提高标注速度和质量, 首先设计一个

文档相似度标注辅助工具, 用于展示待标注文档的

全文。评分者被要求阅读并判断成对展示的文档的

相似性, 并在系统提供的文本框中输入相似度值。我

们设定的文档间的相似度值是 1~5, 其中 1表示两个

文档最不相似, 5 表示两个文档最相似。标注系统界

面中左右侧同时展示的文档随机出现。对标注结果

中置信度低的文档对, 重新进行标注。最后, 对结果

相差较大(例如相似度差值大于 1)的文档对, 采取投

票法标注。 

2.2  标注数据集的统计分析 

所有实验的评级分布显示, 标注结果严重倾向

低相似度值, 文档标注的相似度值1, 2, 3, 4和5出现

的频率分别为 0.4, 0.2, 0.2, 0.1 和 0.1。 

为了测试相似性等级的个体差异, 计算一个主

题下的每对文档对的评分与该文档对的评分总平均

值间的差异。在 5 点量表上, 显示平均绝对差约为

0.44, 超过 92%的差异小于 1。我们还通过对每一对

文档随机选择一个评级, 并测量其与其余评分者判

断的平均值的相关性, 从而产生评分者之间的相关

性。1000 对文档相关系数的平均值为 0.615, 说明个

体差异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 

为了测试标注系统界面中文档所处位置不同是

否影响文档对的相似性判断, 我们计算不同位置平

均相似度的差异。在 5 点量表上的平均差异是 0.4, 

差异在 1 以内的占比 93%以上, 说明可以忽略文档

所处位置的影响。 

以上结果表明, 在不同的主题之间, 相似性判

断没有显著的差异, 也不受标注系统中文档出现的

位置的影响。将所得的 5 点相似性评分标准化为 0~1

尺度, 即 0.2, 0.4, 0.6, 0.8 和 1, 以便与各种相似性模

型进行比较。 

3  改进的基于孪生网络结构的法律案 

例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 

在现有的研究中, 大多将整个文档看成模型输

入序列, 易导致数据稀疏的问题。针对这些模型的不

足, 我们提出利用层级注意力机制改进文档的向量

表示。考虑到文档的层级特性(单词组成句子, 句子

构成一个文档), 我们在构建一个文档表达的时候, 

首先构建句子的向量表达, 然后将它们聚合成一个

文档表达。其次, 由于单词和句子的重要性高度依赖

于上下文, 即同一个词或句子在不同的上下文中重

要性不同, 因此在单词层级和句子层级, 我们的模

型分别采用注意力机制[13]。由于基于层级注意力机

制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是选取文档中的部分句子

作为模型的输入, 如果采用随机或其他简单方式, 

将导致文档中部分关键性句子被忽略的问题。我们

进一步提出引入文档内容压缩的两步骤文档相似度

计算方法。使用文档内容压缩方法, 选取文档中一些

重要句子, 将这些重要句子作为层级注意力机制模

型的输入。为验证我们改进的基于孪生网络结构的

法律案例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选取基于

多层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11]

作为基线(baseline)系统。 

3.1  基于孪生网络结构的法律案例文档相似 

度计算的基线系统 

全连接神经网络参数过多 , 导致训练时间长; 

卷积神经网络无法捕捉句子长距离的依存关系; 循

环神经网络能够保持并利用长距离信息的特性。因

此, 我们选取长短期记忆模型作为孪生结构网络的

一部分, 设计并实现基于多层双向长短期记忆模型

的文档相似度计算[11]的基线系统。  

3.1.1  孪生网络结构 

在文档相似度计算任务中, 将文档表示成一个

向量, 称为文档的向量表达。如图 1 所示, 基于孪生

网络结构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利用相同子网络得

到两个对象的向量表达, 然后利用向量表达的相似

度来计算文档间的相似度。 

3.1.2  基于多层双向长短时记忆网络的文档相似度 

计算 

Neculoiu 等[11]提出基于多层的双向长短期记忆

网络孪生结构计算文档相似度的方法, 其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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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孪生网络结构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document similarity calculation 

based on Siamese network structure 

 

分为两部分: 1) 由两个平行的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

构成的特征抽取部分; 2) 由全连接词构成的分类/拟

合层。最终, 通过能量函数组合这两个网络分支。选

取的能量函数为余弦相似度函数如式(1)所示。将最

终输出的实数作为文档间的相似度值。 

𝐸𝑊(𝑥1, 𝑥2) =
〈𝑓𝑊(𝑥1),𝑓𝑊(𝑥2)〉

‖𝑓𝑊(𝑥1)‖‖𝑓𝑊(𝑥2)‖
。       (1) 

其中, fw(x1)和 fw(x2)分别代表文档对的特征表达向量。 

模型的输入是中文文档序列 

𝑥 = (𝑥0, 𝑥1, 𝑥2 … 𝑥𝑛), 𝑦 = (𝑦0, 𝑦1, 𝑦2 … 𝑦𝑛)。 

通过词嵌入矩阵 𝑾𝑒 , 将词映射为向量 

(𝑰𝑖 = 𝑾𝑒𝑥𝑖 , 𝑱𝑖 = 𝑾𝑒𝑦𝑖)。 

假设数据集 𝑋 = {𝑥1
(𝑖)

, 𝑥2
(𝑖)

, 𝑦(𝑖)}, 损失函数可以

简写为 

ℒ𝑊(𝑋) = ∑ 𝐿𝑊
(𝑖)

(𝑥1
(𝑖)

, 𝑥2
(𝑖)

, 𝑦(𝑖))𝑁
𝑖=1 ,      (2) 

损失函数 𝐿𝑊
(𝑖)

 是交叉熵损失函数。模型优化算法采

用自适应矩估计算法(adaptive moment estimation), 

简称 Adam 算法, 模型的正则化方法采用 dropout 

技术。 

3.2  利用层级注意力机制的孪生网络模型计 

算法律案例文档相似度 

目前已有一些基于孪生网络结构的文档相似度

算法研究, 这些方法的研究主体是整个文本。从内容

来看, 文本可能是短语、句子或文档, 但训练模型时

都是将整个文本看成一个序列, 将其作为同质网络

的输入。这种做法虽然简单, 但存在明显的问题, 即

对于长度相差较大的文档, 由于是两个相同的网络

分支, 它们具有相同的参数规模, 从而会出现数据

稀疏问题。根据经验可知, 文档中不同的单词和句子, 

其重要程度是不同的; 相同的单词和句子, 在不同

的上下文中重要程度也不同。 

基于以上事实, 我们提出层级注意力机制的孪

生网络模型。在构建一个文档表达的时候, 首先构建

句子的向量表达, 然后将它们聚合成一个文档表达。

在单词级别和句子级别, 采用注意力机制。孪生网络

结构中每个分支如图 2 所示。 

 

 

图 2  层级注意力机制结构 

Fig. 2  Hierarchical attention mechanism structure 

 

该孪生网络是一个 4 层的结构, 先是通过双向

GRU (gated recurrent unit)层[14]得到单词的编码, 连

接一个注意力机制层, 得到一个包含重要信息的句

子向量表示。将文档中句子的向量表示连接起来, 作

为下一层(双向GRU层)的输入, 双向GRU层的输出

可以看成句子的编码。与单词编码层相同, 再连接一

个注意力机制层。权值共享的孪生神经网络结构包

含上述提到的单词编码层、单词级别的注意力机制

层、句子编码层和句子级别的注意力机制层。基于

句子级别的注意力机制层得到的向量连接一个前馈

神经网络是整个文档的向量表达, 这个向量有 128

个维度。 

3.2.1  编码层 

单词编码层和句子编码层都利用双向 GRU 模

型, 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单词编码层的输入是句子

中每个词通过词嵌入矩阵映射的二维向量, 而句子

编码层的输入是由单词级别注意力机制向量连接 

而来。 

给定一个句子 , 由一个序列组成 , 即  𝑤𝑖𝑡, 𝑡 ∈

[0, 𝑇], 𝑇 为句子长度。通过词嵌入矩阵 𝑾𝑒 , 将词映

射为向量, 𝑋𝑖𝑗 = 𝑾𝑒𝑤𝑖𝑗。 

通过双向 GRU 模型, 获取单词或句子的向量表

达, 可以提供给输出层过去时刻和未来时刻两个方

向的信息。双向 GRU 模型包含一个向前隐藏层

GRU 𝑓 和向后隐藏层 GRU 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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ℎ𝑖𝑡
⃗⃗⃗⃗⃗⃗ = GRU(𝑥𝑖𝑡)⃗⃗ ⃗⃗ ⃗⃗ ⃗⃗ ⃗⃗ ⃗⃗ ⃗⃗ ⃗⃗ ⃗⃗ ⃗, 𝑡 ∈ [1, 𝑇/𝐿],       (3) 

ℎ𝑖𝑡
⃐⃗ ⃗⃗⃗⃗ = GRU(𝑥𝑖𝑡)⃐⃗ ⃗⃗ ⃗⃗ ⃗⃗ ⃗⃗ ⃗⃗ ⃗⃗ ⃗⃗ ⃗⃗ ⃗⃗ , 𝑡 ∈ [𝑇/𝐿, 1],       (4) 

其中,  𝐿 表示句子数量。 

3.2.2  注意力机制层 

句子中每个词项的重要程度不同。同样地, 不同

的句子, 由于其在文档中所处的位置和内容不同, 

其重要程度也不同。此外, 相同的单词和句子在不同

的上下文中重要程度也不同。在进行单词编码和句

子编码后), 分别采用注意力机制获取文档的重要信

息。本文采用的注意力机制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𝑢𝑖𝑡 = tanℎ(𝑊𝑤ℎ𝑖𝑡 + 𝑏𝑤),         (5) 

𝛼𝑖𝑡 =
exp(𝑢𝑖𝑡

T 𝑢𝑤)

∑ exp(𝑢𝑖𝑡
T 𝑢𝑤)𝑡

,            (6) 

𝑠𝑖 = ∑ 𝛼𝑖𝑡𝑡 ℎ𝑖𝑡。            (7) 

式(5)~(7)的含义是, 先将输入向量 ℎ𝑖𝑡  送入一层

的MLP (multi-layer perceptron), 获得 ℎ𝑖𝑡 的隐层表

示 𝑢𝑖𝑡 , 词的重要程度用 𝑢𝑖𝑡和 𝑢𝑤 的相似度来衡量; 

然后利用Softmax函数做归一化处理, 获得attention

矩阵 𝛼𝑖𝑡; 最后输入向量 ℎ𝑖𝑡 , 通过attention矩阵加权

求和。 

3.3  引入文档内容压缩的两步骤文档相似度 

计算 

基于层级注意力机制的孪生网络计算模型在输

入时可能产生忽略文档中重要句子的问题, 为此我

们提出引入文档内容压缩的两步骤文档相似度计算

方法, 计算框架如图 3 所示。首先将文档内容压缩, 

从案例文档中抽取部分重要的句子, 然后将压缩后

的内容分别送入相同的层级注意力机制网络中。 

 

 

图 3  基于两步骤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框架 

Fig. 3  Two-step document similarity calculation framework 

 

我们采用的文档内容压缩方法是一种用于文本

处理的基于图的排序算法——TextRank 算法[15]
, 其

基本思想来源于谷歌的 PageRank 算法, 通过将法律

案例文档分割成若干组成单元(单词、句子)来建立图

模型, 法律案例文档中的重要成分通过投票机制进

行排序, 仅利用单篇法律案例文档的信息, 就可以

实现关键词提取。TextRank 算法与 LDA 和 HMM 

等模型不同, 不需要事先对多篇文档进行学习训练, 

因其简洁有效而得到广泛应用。对案例文档使用

TextRank 算法进行文档内容压缩, 可以提取重要句

子, 删除冗余内容。通过文档内容压缩, 可以解决层

级注意力机制孪生网络模型容易忽略文档中关键句

子的问题。 

TextRank算法将每个句子看成图中的一个节点, 

若两个句子之间有相似性, 则认为对应的两个节点

之间有一个无向有权边, 权值是相似度。两个句子相

似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Similarity(𝑆𝑖 , 𝑆𝑗) =  
|{𝑤𝑘|𝑤𝑘∈𝑆𝑖,𝑤𝑘∈𝑆𝑗}|

log(|𝑆𝑖|)+log(|𝑆𝑗|)
 ,    (8) 

其中, 分子表示两个句子中都出现的单词的数量 , 

|𝑆𝑖| 和 |𝑆𝑗| 分别表示两个句子的单词数量。 

TextRank 算法提取重要句子的计算公式如下: 

WS(𝑉𝑖) =

(1 − 𝑑) + 𝑑 × ∑
𝑤𝑗𝑖

∑ 𝑤𝑗𝑘𝑉𝑘∈Out(𝑉𝑗)
𝑉𝑗∈In(𝑉𝑖) WS(𝑉𝑗),   (9) 

其中, WS(𝑉𝑖) 表示句子 𝑉𝑖的重要程度, 𝑑 是阻尼系

数, In(𝑉𝑖) 是与句子 𝑉𝑖存在连接边的节点。 

4  实验 

4.1  评价方法 

为了判断不同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的优劣, 需

要对比实验结果与评分者提供的文档对相似度量值

的相关性和差异性, 实验中分别采用皮尔逊相关系

数(r)和均方误差(MSE)来衡量相关性和差异性。r 取

值范围为[−1, 1], r > 0 表示实验结果与标准观察者

所提供文档对的相似度量值正相关。MSE > 0, 值越

小, 表示预测模型描述实验数据具有更好的精确度。

实验中, 通过将标注数据集按照 7:3 的比例分割, 获

得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文档相似度

分布与标注数据集相同。实验中设置一些超参数, 取

值如表 1 所示。超参数值的设定依据经验和实验 

验证。 

4.2  评价结果 

通过实验 , 验证层级注意力机制孪生网络

(Hierarchical Attention Semantic Model, HASM)结构

的可用性以及文档内容压缩方法的有效性。 

4.2.1  验证层级注意力机制孪生网络结构的可用性 

为了验证层级注意力机制孪生网络结构的可用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李兰君等  基于改进孪生网络结构的相似法律案例检索研究 

 6 

表 1  超参数设置 

Table 1  Super parameter settings 

超参数名称 取值 

embedding 维数 50 

Bi-LSTM 输出向量维度 100 

Bi-GRU 输出向量维数 100 

学习率 0.01 

单句字数 15 

选取句子数 10 

 

性, 将层级注意力机制孪生结构网络与基线系统基

于长短时记忆网络的方法进行实验对比, 结果表明, 

前者可以学习到文档中的重要信息。我们适当修改

基线系统的方法, 在长短时记忆网络层之后连接注

意力机制层(与 3.2.2 节的做法相同), 最后与我们的

THSM 方法进行对比, 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实验

中, 基于长短期记忆模型的方法取所有案例文档长

度均值 180 作为模型输入序列的长度。 

 

表 2  层级注意力机制孪生网络与基线系统的实验结果对比 

Table 2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attention mechanism and baseline system 

方法 r MSE 

baseline 0.86 0.020 

baseline+attention 0.95 0.007 

THSM 0.96 0.007 

 

表2显示, 与原有方法相比, 结合注意力机制的

基线方法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均方误差结果分别提升

0.09 和 0.013。与结合注意力机制的基线方法相比, 

层级注意力机制的孪生网络模型皮尔逊相关系数提

升 0.01。实验结果表明, 结合注意力机制的基线方法

明显优于原有方法, 层级注意力机制的孪生网络模

型优于结合注意力机制的基线方法。 

4.2.2  验证文档内容压缩方法的有效性 

对于本文提出的层级注意力机制的孪生网络

结构, 我们分别设置不包含文档内容压缩方法和包

含文档内容压缩方法的两组实验, 每个文档选取的

句子数为 10, 单句字数为 15, 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可以看出, 结合文档内容压缩方法的层级注意力机

制网络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方法在皮尔孙相关系数和

均方误差指标上均优于层级注意力机制网络, 分别

提升 0.01和 0.001, 说明在进行层级注意力机制孪生

网络训练前先进行文档内容压缩是必要的。 

表 3  验证文档内容压缩方法有效性的实验结果对比 

Table 3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results of valid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ocument content compre- 

ssion methods 

方法 r MSE 

THSM 0.96 0.007 

THSM+TextRank 0.97 0.006 

 

5  结论及下一步工作 

本文采用基于孪生网络结构的文档相似度计算

方法, 对相似法律案例的检索问题进行探索性的研

究。首先通过搜集实际法律案例文书, 开发一个法律

案例文档相似度的标注数据集; 然后将层级注意力

机制的孪生网络结构与文档内容压缩相结合, 提出

一种改进的基于孪生网络结构的文档相似度计算方

法。首先对案例文档进行文档内容压缩处理, 同质网

络采用层级注意力机制网络。通过压缩文档内容, 可

以获得文档中关键性句子, 解决了基于层级注意力

机制的孪生网络计算模型在输入时可能忽略文档中

重要句子的问题。层级注意力机制模型较好地解决

了已有研究中将整个文档看成模型输入序列, 易导

致数据稀疏的问题。在法律案例文档相似度标注数

据集上的实验结果显示, 该方法可以提高文档相似

度计算的准确率。 

目前, 我们的法律案例文档相似度标注数据集

规模相对较小。在下一步工作中, 我们计划扩展该数

据集。另外, 后续工作中将进一步对神经网络结构进

行调整(例如在循环网络层之外再设置卷积层), 以

期更好地提高文档相似度计算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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