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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条引用信息的抽取是研究法律相关文本的基础，与该任务相关的工作有命名实体识别与消岐、法律
文本检索和深度文本匹配等。然而法律法条引用信息的抽取具有其特殊性，一个是法律多版本的问题，另一个
是隐式引用的问题。目前的命名实体识别算法面向的是一般实体，由于法律法条抽取的特殊性难以适用；此外
法律法条匹配的稀疏性造成数据倾斜问题，无法直接训练出有效的深度匹配模型。大部分现有的方法无法解决
法律法条引用信息的抽取问题，尤其是属于大陆法系的中国法律。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融合确定有限自动机（DFA）、特征词序列和深度匹配的混合层次抽取

模型DS-LSTM，而不是单纯使用深度模型或者DFA进行简单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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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重点研究互联网文本中法律法条引用信息的抽取问题，主要任务是从互联网文本中抽取出内容中
引用的法律以及法条信息。由于文本引用法律内容时存在省略、跳跃以及转述等不规范方式，难以直接从文
本中获取引用的法律法条。针对这一难点，该文提出了基于DFA、特征词序列以及深度匹配的混合层次抽取模
型DS-LSTM，将法律法条的抽取问题转换为文本检索问题。基于确定有限自动机(DFA)，初步筛选出文本可能
对应的法律和法条集合；结合TF-IDF选取特征词来表示文本，能够进一步区分同一部法律不同历史版本的法
条；通过计算文本和法条的特征词序列相似度，生成候选的匹配法条，再将文本与候选法条通过MV-LSTM模型
计算语义匹配度，根据语义匹配度判断文本与法条是否匹配。实验结果表明，该匹配算法在法律、法条级别
的F1分别达到0.97和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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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blem of extracting laws and clauses mentioned in the web text. The main 
task is to match the web text with the corresponding laws and clauses. Due to the irregular expression such as 
omitting, skipping, and retelling,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laws and clauses directly from the text. For this difficulty, we
proposed DS-LSTM, a hybrid hierarchical extraction model based on DFA, feature word sequence and deep text 
matching model, this article converts the extraction of laws and clauses into text retrieval problems, and based on the 
Deterministic Finite Automaton(DFA), we preliminarily filtered out the set of laws and clauses corresponding to the 
text. Then we selected the feature words to represent the clauses according to the TF-IDF. The match of the feature 
words can distinguish different history versions of the law. By calculating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feature word 
sequences of the text and the clause, candidate clauses can be given, and then the text and the candidate clauses can be 
put into the MV-LSTM to obtain the semantic similarity. We used the semantic similarity to match the text and the 
clau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tching algorithm's F1 score at the laws and clauses level reaches 0.97 and 0.92,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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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DFA只能对明确指出法律名和
第几条的文本识别成功，对于多版本法
律的情形，DFA的判断只能作为一个初
步筛选的结果，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法
律法条匹配的准确度，在DFA识别模块
后添加了历史版本区分、特征词序列匹
配和深度文本匹配模块。

图 1 法律法条抽取流程图

定义 DFA M=(S, Σ , 𝛿, 𝑆!, F),法律名集合A={‘宪法’,’
刑法’,…}，法条名集合B={‘第(.*)条’,’第(,*)条到第(.*)
条’,’第(.*)条至第(.*)条’}，其中状态集S={𝑆!,𝑆",𝑆#}, 字
母表Σ=A⋃B, 终态集F={𝑆",𝑆#}，a∈A,b∈B。𝑆",𝑆#分别表示识别末
尾是法律名和法条名的终态，从𝑆!→𝑆"对应的是法律的识别过程
，从𝑆"→𝑆#对应的是法条的识别过程。

图 2 法律法条名识别DFA的状态转换图

图 3特征词序列匹配流程图

在匹配矩阵M上使用卷积
核kernel进行卷积运算，将计

算的结果使用最大池化得到
两个序列之间的匹配值。

seqscore s1,s2 = pl

图 4 特征词序列相似度计算示意图

两个特征词序列分别为s1={w1,w2,…,wm},
s2={t1,t2,…,tn}构建匹配矩阵Mm∗n，ci,j为M
中第i行，第j列的元素，1≤i≤m,1≤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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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文本分段匹配示意图

表 1测试集上DFA模型抽取效果

本实验采用了法律相关的微博文本数据约为370
万条，数据库中含有匹配对应的法律274部，司法解
释124部，包含历史版本共有596部，其中法条3万9千
多条，在法律级别匹配上约330万次，在法条级别匹
配上约32万次。

表 4法律法条抽取示例

编号 待匹配文本 匹配法律 匹配法条 对应法条文本 匹配结果

①

电影好看，但拒绝盗摄！尊重电影主创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电影

产业促进法》第31条指出：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

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第三十一条

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

影进行录音录像。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

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

拒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离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18修订版)
第十三条

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 （二）年满十八周岁 （三）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17修订版)
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　 公务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履

行职责应当具有的工作条件； (二)非因法定事

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

者处分；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条

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

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所

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第三条

本法规定的传染病是指检疫传染病和监测传染

病检疫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黄热病以及

国务院确定和公布的其他传染病。……

✓

报考公务员，除应当具备公务员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以外，还应当

具备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国家对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

、法律顾问的公务员实行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由国务院司法

行政部……

②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条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

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③

本文深入研究了互联网文本中法律法条的抽取问题，利用了DFA模型抽取文本中引用的法律和法条，使用
TF-IDF选取特征词来区分同一部法律中不同历史版本的法条，通过计算特征词序列之间的相似度来筛选可能
匹配上的候选法条，消除了数据倾斜的问题，将候选法条输入MV-LSTM[1]计算得到文本与法条的语义相似度，
根据语义相似度来判断文本与法条是否匹配，在法律以及法条级别匹配的F1分别达到了0.97和0.92。总的来

说，本文采用的基于DFA、特征词序列以及深度匹配的混合层次抽取模型DS-LSTM在法律法条引用信息抽取任
务中有较好的效果。本文的混合层次抽取算法DS-LSTM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区分中国和外国的同名法律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