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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司法量刑中的应用沿革与技术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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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智慧司法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智慧量刑是人工智能为智

慧司法赋能的重要环节。国内外实践案例从应用场景、算法设计上有所突破，但仍存在重点

难攻克、算法不明确、效果不明晰的困境。本文聚焦智慧量刑问题，深入挖掘以随机森林算

法、IP&MV算法、BERT算法为核心的解决方案，打通算法体系与法律体系的屏障。未来，

智慧量刑系统将坚持司法审判的辅助性角色，实现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的全流程渗透，维护

司法审判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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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量刑是智慧司法的核心环节，指利用人

工智能算法学习司法数据知识，提出精准化量刑

建议的过程。自《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发布以来，司法领

域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最高人民

法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智慧法院建设工

作的通知》，将智慧司法从高层的战略部署落地为

具体的实践指南。近年来，多地也都对智慧司法的

实践问题进行了尝试与深入思考。智慧量刑属于智

慧司法的一部分，无论是从量刑科学化、精准化和

个性化角度上，都能够展现独特的优势。

智慧量刑的科学化优势，在于妥善处理法律规

定与自由裁量的关系。从法律规范上看，《人民法

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

干问题的意见》对量刑步骤和程序进行说明，体现

了量刑规范本身“可计算”的特点。从司法实践来

看，量刑过程呈现出程序性、重复性的特点，这与

智慧量刑的算法本质不谋而合。人工智能通过对法

律规则和大量司法案例的学习，可以迅速提取案件

要素并得出量刑建议，将机械的重复劳动简单化，

优化司法业务流程，减少司法工作人员的诉累负

担，大大提高司法效率。

智慧量刑的精确化优势，体现在尊重同案同判

的司法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司法的重要

原则之一，同等案情同等情节要求获得同等对待。

传统的司法量刑中，案件的审理除了需要依据成文

的法律规范，还受到形势政策、价值判断、法官的

认知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智慧量刑系统通过算

法对法律法规进行学习，对不同的量刑因素进行考

量，能够有效减少同案异判的司法不公现象，客观

上使量刑结果更加公正、均衡。

智慧量刑的个性化优势体现在对案件具体情节

的全面考量。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发展，我国司法系统实现了法条检索、类案参

考、文书生成等功能，开始向人工智能算法判断案

情、法律咨询等功能进化。传统司法实践中，过

于规范化的量刑程序和实体规定可能会忽略刑罚的

个别性，而人工智能赋能下的量刑系统通过全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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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案件，避免了遗漏特殊情节。

本文立足于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为智慧量刑提供

的积极效用，扎根法律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与量刑

预测问题，总结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探讨人工智能

解决智慧量刑的多种可能方案，为日后智慧量刑的

实现提供路径参考。

一、国内外智慧量刑实践经验

近年来，国内在智慧司法、智慧量刑领域产

生了很多实践案例。2017年，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的“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系统”实现了推送关联法

条、建立智能审判数据库等功能。2018年，上海市

虹口区检察院建立“量刑过程可视化系统”，勾选

案件在各个量刑因素上的表现即可生成量刑结果。

2019年，河北省保定市检察院开发“智能比对系

统”，通过智能抓取并对比文书中的关键词，呈现

既判类案中刑期、缓刑适用比例、罚金数额的最多

判决结果，供法官参考。2020年，安徽省怀宁县检

察院建立“小包公智能量刑辅助系统”，通过选择

区域和罪名、敲定量刑情节，即可生成量刑预测 
报告。

国外对于智慧司法与智慧量刑的实践研究先

于我国。2014年，澳大利亚“SIS量刑系统”能够

提供法律数据查询等服务。2016年，人工智能律

师“ROSS”出现，能高效地进行案例检索、回答

法律问题等。2017年“E-DISCOVERY系统”出

现，它能提供服务更快、价格更低廉的法律分析服

务，主要用于卷宗分析及电子取证。2018年出现的

“COMPAS信息系统”通过罪犯实施犯罪行为的画

像，提取诱发犯罪行为的因素并评估罪犯再犯的可

能性。

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司法已经在多个环节起到

有效的推动作用，从以上示例可以看出，国外对于

智慧量刑的尝试主要聚焦于“法条检索”“类案推

荐”“文书自动生成”“电子证据与电子取证”

等；国内除以上提及的应用外，另有“量刑计算

器”等产品的开发。不难发现，智慧量刑中鲜少涉

及有关量刑结果预测的内容。原因主要有二，一是

诸多算法的选择不明确、效果不明晰。人工智能发

展至今，能够处理智慧量刑问题的算法有很多，但

机制不同、逻辑不同，效果自然也不同。二是量刑

预测的实现难度较大，这里的难度主要包含两大方

面，不仅是算法实现的难度，还涉及背后的法律问

题。以下，作者将提出三种采用人工智能算法解决

量刑结果预测问题的方案。

二、随机森林算法解决智慧量刑问题

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算法由Leo Breiman
在2001年提出，算法主要基于决策树算法进行改

进。决策树，顾名思义，是利用树形分类进行决

策。决策树根据决策因素或特征进行分叉，每一次

分叉的叶子标识为决策结果。随机森林即建立数百

棵决策树组成的“森林”，每一棵决策树都会对同

一问题进行根节点的选择并进行结节分裂，生成决

策结果。最后统计每棵决策树的决策结果，投票

决定该问题的最终决策结果。随机森林算法的应用

较为广泛，能够解决多分类问题、预测问题等，在

金融领域、市场营销领域、视觉跟踪领域等均有应

用。以下将介绍随机森林原理中主要涉及的算法 
核心：

一是根节点的选择。决策树算法中由于通常仅

有一棵树，每次分支都会选择最优的特征作为根节

点。而随机森林在根节点的选择上，往往随机选择

数据中的样本特征。该特征节点往往能够产生较大

的信息增益，其判断方式为信息增益或信息增益

比，涉及公式如下所示：

H(D)= –∑k
k=1 log2D

Ck

D
Ck                                                  （1）

H(D|A)= –∑n
i=1 H(Di)= –∑n

i=1 log2D
Di

D
Di Ck∑k

k=1 Di Di

Cik （2）

其中D为训练数据集，|D|表示样本个数，|Ck|为
属于类别Ck的样本个数；设特征A有n个不同的取值

a1、a2、a3……an，根据特征A的取值将D分为n个子

集D1、D2、D3……Dn，其中|Di|为对应样本个数，

|Dik|为Di中属于Ck类的样本集合个数。

二是投票机制的融入。随机森林是由上百棵决

策树组成，需要对决策树的结果进行统计处理得到

最终的算法结果。投票机制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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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投票；二是相对多数投票；三是加权投 
票法。

目前，随机森林算法组合应用于智慧量刑系统

构建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得益于随机森林的算法

特征，系统可以高效处理大样本数据，拥有较为明

显的速度优势。采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智慧量刑系

统可以分为三大步，即获取裁判文书、挖掘量刑因

素与裁判结果预测。

（一）获取裁判文书

案件的审理过程涉及海量文件与数据，此处

的数据源将决定未来算法学习的效果，通常选择裁

判文书作为系统的训练文本。其原因有二：一是裁

判文书的格式较为标准；二是裁判文书会记录案件

基本情况、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链等全面的案件

信息，有利于提取完整的案件信息从而提高系统

准确率。裁判文书的获取渠道主要为中国裁判文书 
网，网站上具有上亿篇文本可供下载。下载后的

文本储存到数据库中，便于采用文本挖掘算法进行

预处理。

（二）挖掘量刑因素

以上提取的文本为非结构化数据，算法无法

进行学习。因此，需要建立词库利用文本挖掘对其

进行分词、去停用词、去冗余化等处理，构建词向

量，而后挖掘主要的量刑因素。构建案件量刑词库

指寻找在法律案件中经常出现的作案时间、作案空

间、相关人、相关行为以及相关物等词汇。以抢劫

类刑事案件为例，其所构建的词库中应当包含犯罪

人信息与抢劫案件特定量刑因素两大部分。犯罪人

基本信息中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等，而特定量刑

因素中则包含抢劫次数、抢劫方式、抢劫金额等差

异化的量刑因素。

分词、去停用词、去冗余化、标注词性等方式

都是对非结构化文本的预处理手段，经由以上处理

的非结构化文本将转化为词汇或短语。分词过程经

常采用Jieba分词，标注词性经常采用POS-Tagging算
法。通常抽取10%作为训练集，训练适用于不同案

件类型的POS算法进行词库的读取，对训练集的文

本进行标记。

至此，长篇文本已经转化为一个个具有词性的

词汇或短语。为能够利用随机森林进行预测学习，

需要将非结构化文本转变为结构化数据。这里通常

用到的方式为Word2vec词向量生成算法。Word2vec
将生成的词汇或短语转化为计算机理解的稠密向

量，词向量可以包含更丰富的信息并且体现词之间

的相似关系。

（三）裁判结果预测

量刑结果预测阶段主要利用以上生成的词向量

并结合随机森林算法实现。该部分经历两大步骤：

一是训练随机森林生长。历史的裁判文书生成

的词向量组成样本集，分为训练集与测试集。训练

集用于随机森林算法的训练，测试集用于准确率的

测试。由于每棵决策树的生长都需要训练集，因此

进行随机有放回的抽样工作，生成若干训练集分别

进行决策树的训练。决策树读取历史裁判文书词向量

进行生长，生长过程遵循信息增益原理随机生成根节

点，逐渐提高裁判能力。决策树长成后形成完整的随

机森林，森林中每棵决策树都相当于一位法官。

二是测试随机森林的预测准确率。该部分通过

输入测试集的案例信息部分词向量至训练好的随机

森林算法中，各位“法官”采用投票机制，票数最

高者为最终的预测结果。最终该方案的准确度由测

试集生成准确结果的比率决定。

通过以上处理步骤，成熟的随机森林算法能够被

利用至司法实践中。法官将案件信息输入至算法系统

中，系统将给予在该案件背景下可能的量刑结果。

三、IP&MV算法解决智慧量刑问题

基于区间划分和多模型投票方法（ In te rva l 
Partition and Multi-Models Voting，IP&MV）是一

种结合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与长短时记忆模型（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两种模型优点的深度学习模型。 IP&MV
模型应用于辅助司法量刑时，其本质是构建一种映

射，使文书信息和量刑结果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

系。IP模型主要针对映射对象的处理，通过划分区

间解决映射结果的问题，建立包含各种数据可能性

的集合。MV模型主要针对原始文本信息处理的问

题，通过学习大量训练集数据，将多个模型的学习

预测结果的概率进行累加，以概率形式输出预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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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MV模型主要分为三大模块：文本表示模块、

多模型投票模块、输出模块。文本表示模块的主要

任务是将文本转化为可读取接收的输入。多模型

投票模块由LSTM和CNN对文本特征进行提取和预

测。输出模块中，算法将综合预测出的不同结果进

行投票决策。以下将具体叙述该算法应用至智慧量

刑问题时的推进步骤。

（一）IP模型平衡化刑期分布

该算法的数据源一般为裁判文书。在非“全样

本”的中国裁判文书的大数据基础上，刑期、刑罚

类型等数据不平衡，存在“长尾现象”。个别刑罚

类型的数据样本可能极少，构建映射时难以保证样

本选择的典型性与全面性，带来“选择性偏误”。

IP模型能够平衡数据样本分布，解决“选择性偏

误”问题。

（二）MV模型预测刑期

MV模型深度学习大量裁判文书中蕴含的文本

信息，将多种模型的学习预测结果的概率进行累

加，以概率形式输出量刑预测结果。文本表示模块

将原始的法律文书转化为结构化数据。该过程首先

需要建立相应的司法词典并进行分词，建立文书中

的字词与字符串之间的联系，将原始的法律自然语

言转化成词向量。词向量分别平行进入多模型投票

模块中的LSTM和CNN进行特征的提取和预测。在

LSTM模型中，裁判文书形成的词向量需要先后通

过遗忘门、输入门和输出门，过滤冗余信息，将输

入的重要信息与隐藏状态的信息有选择性地保留在

“记忆细胞”中。之后，LSTM模型会根据保留的

“记忆”，通过不同的参数共享提取特征，沿着长

链的序列结构进行预测。

与LSTM模型不同，CNN模型不注重词序排

列，而更擅长抽取局部特征。在CNN模型中，词

向量将经过卷积、池化和全连接等模型的一系列处

理，提取出文本的特征信息。进入模型后，CNN会

进一步“凝视”，对向量卷积，把滤波器与文本转

化来的n维向量的各个部分逐一累乘，以提取出文

本特征。但是，直接由卷积计算出的特征往往有较

高的维数，需要通过池化，减小表示输入微小变化

的空间维数，避免算力浪费。全连接层将在卷积层

中创建的“局部的”特征组合到一个分类器中，得

到整个法律文本的特征矩阵，能够解决可能产生的

“死节点”问题，提高全局搜索的能力。特征矩阵

反映了法律文书总体内容。将特征矩阵导入输出层

后进行预测，经激活函数处理，得到不同量刑结果

的概率分布。

最后，在多模型投票模块的末端，将CNN和

LSTM预测出的不同量刑结果出现的概率量刑结果

依照相同的罪名和刑期进行累加，并做归一化以得

到最终的预测。最高概率值的结果可被最终输出。

（三）微调MV模型

通过对法律规定和相关指导性文件的解读，总结

规律以制定属性。MV模型能够根据评估属性对文书

信息的覆盖度以验证算法的效度。将评估属性进行编

码后进行排列形成向量，将此向量与原始输入转化而

来的词向量进行拼接，拼接后形成的新词向量将带有

属性供模型识别，成为最终被模型调用的预测序列。

这也为自由裁量的空间匹配了可操作性。

四、BERT算法解决智慧量刑问题

BERT，全称Pre-training of Deep Bidirectional 
Transformers for Language Understanding（基于深

度双向转换器的自然语言理解预训练模型），是由

Google人工智能团队于2018年提出的自然语言处理

预训练模型，在多项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上取得突破

性成绩。BERT由Transformer的编译器结构堆叠而

成，内部可以被分为输入层、位置嵌入层、多头注

意力层、前馈层、残差连接与归一化层、输出层六层

结构。通过这种多层结构，算法得以提取出文书中文

本的特征，将其数理化表达为隐藏层的数组。

在输入层，BERT算法将输入的自然语言文本

转化为结构化数据。这种转化是以单字为单位进行

的，每一个单字都对应着一个行向量，行向量的每

一列都由字符串构成，代表单字的一层含义。通过

这种转化，文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表达为一个二

维矩阵，自然语言文本整体则可以被表达为一个三

维数组。特殊的输入层使得BERT算法能够摆脱传统

自然语言模型机械死板的分词操作，这是BERT其他

结构成立的基础。

在位置嵌入层，BERT算法赋予自然文本位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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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由于BERT算法的输入没有迭代操作，所有单字

同时输入而不分先后，因此需要这一结构赋予位置

信息。这些位置信息一般用三角函数计算确定，并

以数组的形式组织起来，与原数组相叠加以实现位

置信息的添加。BERT算法对位置信息的处理方法有

别于传统模型中以排序表达位置信息的方法，使得

每一个单字在全文中的相对位置都能被准确表达。

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其中，POS指句中字的

位置，i指所求值的列坐标，列坐标奇偶性不同的值

适用不同的公式。

PE(POS,2i)=sin(POS/100002i/dmodel)                  （3）
PE(POS,2i+1)=cos(POS/100002i/dmodel)               （4）
在多头注意力层，BERT算法可以模仿人类的

注意力机制挖掘自然文本的深层含义。人类可以通

过在不同事物间分配注意力以挖掘事物间联系，注

意力分配的方式不同，人类对事物联系的认知也不

同，基于多角度的综合的认知往往相对接近客观事

实。在这一层模型将对表达自然语言文本的数组进

行切割，并在不同切片的基础上建立数理化单字间

的联系，从而模仿出人类的注意力机制，从多个角

度实现对自然文本深层语义的提取。

在残差连接与归一化层，BERT算法对层间的

输入和输出进行规范和调整。残差连接与归一化层

不独立存在，而是附属于多头注意力层和前馈层之

后，起防止梯度消失和爆炸的作用。残差连接是指

将上一层的输入和输出进行拼接，从而将梯度传递

下去，方便训练反转，防止原始信息在传递过程中

丢失；归一化则是将残差连接后的矩阵转变为标准

正态分布，以加快模型训练和收敛的速度，提高模

型运算效率。

在前馈层，BERT算法对文本特征信息做进一步

的加工。前馈层一般由线性映射和激活函数嵌套构

成，能够对多头注意力层输出的形式进行调整。前

馈层及类似的结构在众多神经网络模型的搭建中都

有运用，为常规结构，不做展开说明。

一般的BERT预训练预测机制主要包括两种：掩

盖预测和句间预测。掩盖预测指掩盖掉输入的自然

文本中的一部分，训练模型预测出被掩盖的部分。

句间预测指以两句为一组构建若干组句对，然后训

练模型判断句对是否满足上下文关系。

图1　BERT算法流程

通过以上对BERT算法原理的剖析，可以发现，

BERT算法能够摆脱词典对一般自然语言模型的限

制，从字词句关系中学习文本的真正含义，这一优

势若用于智慧量刑中效果将十分显著。

（一）训练集文本输入

在BERT算法应用于智慧量刑的训练阶段，数据

源为带有案件信息的法律文书，一般为裁判文书。

每份裁判文书会在模型的输入层以单字为单位进行

数理化，并在位置嵌入层获得位置信息，最终以三

维数组的形式送入模型的多头注意力层。

（二）数组转换，识别语义

在多头注意力层，数组会分别与三个权重矩阵

WQ、WK、WV相乘，得到三个新的数组Q、K、V，

这个运算相当于对原数组做了三次不同的线性变

换，运算所使用的权重矩阵由模型预训练确定。得

到新数组后，模型将对三个新数组做切片操作。在

对输入层的阐述中，原数组中每个单字都由行向量

表达，行向量的每一位都是能独立表达单字某一含

义的字符串。因此，表达自然文本的数组和其线性

变换做切片后仍然可以表达完整的文本含义，每一

个切片都可以从一个角度完整地表达法律文书的含

义。将单个切片称之为头，切片数也即头数。

做切片后，模型分别取Q的一头和K的一头，对

Q的一头和K的一头的转置做点积运算，根据向量点

积的定义，点积值越大，参与点积的两个向量的相

似程度越大。例如“故”和“意”这两个字在法律

文书中相邻时常组合为词语“故意”。因此在训练

完成的模型的运算下，表示这两个单字的行向量的

点积值也较高，可以被模型识别为一个词。由此模

型得到两个单字之间关系的数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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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头注意力机制

将该运算重复进行并将结果整理，模型就可以

得到自然文本中任意两个单字间的关系，并以数组

QKT表达。将这一数组与未被调用数组V相组合，可

以得到一个新的数组，这个数组一般被称为注意力

矩阵，既能够反映单字间的联系，又保留了原本矩

阵行向量与单字之间的关系。对于量刑预测，这个矩

阵包含了罪名的成立要件等关键信息。注意力矩阵形

成后会被送入残差连接与归一化层、前馈层。

（三）掩盖机制辅助预测与准确度测试

通过残差连接与归一化层、前馈层，模型最终

在输出层得到能够完整表达文本特征信息的“隐藏

层”数组。得到隐藏层后，只需使用训练集重复掩

盖预测的步骤，即可使模型依据隐藏层中包含的法

律文书特征信息进行量刑预测，输出罪名和刑期等

量刑信息。

具体地，对于训练集，算法使用掩盖预测的机

制，将有关判决结果的文本做掩盖处理，训练模型

根据法律文书的未掩盖部分预测量刑结果，通过比

对预测出的量刑结果和真实的量刑结果调整模型，

直到模型达到预设的准确度，并通过测试集的有效性

测试。在训练完成后，模型便可以准确地从文书中提

取案件信息，并基于此实现对量刑结果的预测。

五、总结

（一）三大解决方案的优劣势

1. 随机森林算法解决智慧量刑问题的优劣势

随机森林算法处理智慧量刑问题的优势在于，

一是原理较为简单，处理量刑问题的逻辑也较为清

晰；二是该算法在训练速度上有较大的优势，能够

高效率处理大样本；三是算法的泛化能力强，这得

益于根节点的选择采用随机机制。

但从司法量刑预测的实践上来说具有一些局

限性，一是随机森林算法一般需要结合文本挖掘使

用，需要建立词库，而词库的建立过程将耗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二是从准确率方面来说，随

着问题的复杂度增强，算法的准确率会下降。量刑

预测是复杂度较高的司法实践问题，最终精度不会太

高；三是从算法运行逻辑上说，为简单的特征选择结

合统计分析，无法真正学习法律文本中的判案逻辑。

2. IP&MV模型解决智慧量刑问题的优劣势

IP&MV模型一是通过IP模型平衡了法律文书的

数据分布，减小“选择性偏误”带来的预测偏差；

二是通过MV模型融LSTM与CNN优点于一身，模型吸

纳了LSTM的整体性机制，有利于从数理逻辑入手提

取作为大前提的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模型与作为小前提

的相关案件事实要素。在CNN的基础上，模型从局部

特征方面进行突破，把握文本概念的语义边缘，更准

确地提取法律文书中的案件“事实场景”。

但IP&MV模型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一是依赖于

较为成熟的词库，而法律语言系统庞杂且处于变化

之中，体量也较大，因此构建词库难度较大，需要

不断更新校准；二是较难从法律的角度对LSTM模

型的遗忘机制进行点对点的逻辑解释，算法的审判

依据较难剥离；三是CNN模型的局部特征提取时，

可能会因为池化忽略重要的审判信息。

3. BERT算法解决智慧量刑问题的优劣势

凭借其特有的结构设置，BERT算法能够以单字

为基本单位进行自然语言的输入和处理，摆脱词典

对一般自然语言模型的限制。通过注意力机制学习

单字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入理解文本的深层含义，

以更加连续、更加灵活的方式自主对文本进行分

词，克服了文书用词的不规范等因素造成的困难，

省去了词典搭建成本的同时提高自然语言处理的准

确率。美中不足的是，BERT算法的搭建难度较高。

（二）人工智能智慧量刑风险问题

人工智能处理智慧量刑过程中，除算法的设计

难度外，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法律风险，这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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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学界探讨。一是算法黑箱问题，算法应用于

司法实践主要依靠两大条件，分别是数据源和复杂

的程序。数据源的质量影响着最终的实践效果，实

现最终目的的程序设计方式也受程序设计者风格、

实践目的的影响。因此，算法黑箱问题需要从法律

法规的层面对两大方面进行规制，对数据源的适用

性以及算法设计给予法律明文限制，以保证智慧量

刑的公正性，从而促进智慧量刑系统的健康发展；

二是更新机制问题，随着法律的更新和案件的积

累，算法的数据源需要设置一定的更新机制，从而

保证量刑过程对法律法规的高度匹配，实现量刑结

果的准确性与规范性。

（三）应用展望

法治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运用智慧量刑

系统是为司法提供更多的参考材料及参考价值，应

当明确智慧量刑在司法中仍然处于辅助性地位，而

非主体性地位。未来智慧量刑应用于司法审判的流

程是，法官接收案件后，对其案件信息进行初步梳

理，并将整理出的文本输入至智慧量刑系统中；而

后系统根据案件信息中包含的量刑因素输出量刑

预测结果及相应的建议书（主刑建议书、缓刑建议

书、罚金刑建议书等）。未来智慧量刑系统还可以

将功能延伸，对接智慧司法的前端（电子取证、电

子证据存储、智慧法庭等）和后端（司法审判案件

分析、风险评估、业绩评估等），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将为司法实践全流程赋能。

注释

		钱大军:《司法人工智能的中国进程:功能替代与结构强

化》,法学评论,2018年第5期,第143页。

信息增益指H(D)-H(D|A)。

 信息增益比指HH(D)-H(D|A)。

即统计每类结果的分类票数，超过半数则将该预测结果列

为标记结果。

即首先选择分类结果较多的类别，并随机选择一类作为最

终结果。

即根据每类结果的票数和所占比例计算综合结果，最高值

则为最终的投票结果。

中国裁判文书网网址：https://wenshu.court.gov.cn/。

这是Google提出基于上下文语境来获取词向量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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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Judicial Sentencing

YU Miao    LU Jiao    GUAN Zhengxiang    CHEN Liuy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enjoyed increasing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judiciary. Intelligent sentencing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AI-powered intelligent judiciary. Breakthrough has been made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applying scenario and algorithmic design of practical cases. However, difficulties remain in key barriers, 

indefinite algorithm, and unclear outcom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intelligent sentencing, closely examines the solution 

based on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IP&MV algorithm, and BERT algorithm, and removes the barrier between algorithmic system and 

legal system. In future, intelligent sentencing system will maintain its subsidiary role in judicial trial, realize the full-time involv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defend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judicial trial.

Key words: intelligent sentencing;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IP&MV algorithm; BERT algorith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