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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ch空间的Lipschitz对偶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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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引进Banach空间E的一个全新对偶空间概念——Lipschitz对偶空间,并证明: 任何Banach空间的
Lipschitz对偶空间是某个包含E的Banach空间的线性对偶空间.以所引进的新对偶空间为框架, 本文定义了非
线性Lipschitz算子的Lipshitz对偶算子,证明:任何非线性Lipschitz算子的Lipschitz对偶算子是有界线性算子. 所
获结果为推广线性算子理论到非线性情形(特别, 运用线性算子理论研究非线性算子的特性)开辟了一条新
的途径. 作为例证,我们应用所建立的理论证明了若干新的非线性一致Lipschitz映象遍历收敛性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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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d. It is proved that the Lipschitzdual space of any Banach space E is an ordinary dual space of acertain Banach
space containing E in the isometric embeding sense,and that the Lipschitz dual operator of any nonlinear Lipsc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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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线性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当代各学科研究的主流. 由于非线性问题从根本上可归结为由非线性算子所
引导的算子方程, 因此, 有关非线性算子理论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倍受关注.
迄今为止, 有关非线性算子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些特定的类型, 如紧、单调、保序及某些具有凸性
结构的算子等等. 在这些算子的研究日臻完善的同时, 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算子的局限性, 因而希望在更一
般的意义下了解非线性算子的特性(如,收敛性、可逆性等等). 鉴于在非线性问题中Lipschitz条件是最为基
本的,本文尝试对一般的非线性Lipschitz 算子类进行考察.
非线性Lipschitz算子在线性情形自然退化为有界线性算子. 因而, 人们自然希望、并一直试图通过各种
途经将有界线性算子的诸多性质移植到这类非线性算子［1-4］. 譬如, 对于可微算子T,可以利用其导数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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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的线性性质将线性算子的某些性质予以平移, 但正如大家所知, 诸如此类的移植相当有限. 因此, 对该类
算子的研究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本文的目的在于: 引入Banach空间的Lipschitz对偶空间,
并以此对偶空间为框架引入非线性Lipschitz算子的Lipschitz对偶算子, 以此为推广线性算子理论到非线性情
形开辟一条新途径.
大家知道, Banach空间的对偶空间与线性算子的对偶算子是线性泛函分析中两个最为基本的概念. 对偶
空间的引入不仅为原空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拓扑结构, 特别地,也赋予了对偶空间本身的一种紧性(即弱*紧
性); 而对偶算子的引入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这种紧性结构对原算子的诸多拓扑性质予以分析. 回顾其定义,
Banach空间E的对偶E*是指由定义在E上的有界线性泛函全体构成的Banach 空间, 对应于线性算子T, 其对偶
T*在每个有界线性泛函f下的象实质上是f与T的复合f•T. 在保持线性的同时, T*也继承了T的诸多性质. 另
外,所谓线性算子T (或泛函f)是有界的, 实质上是指T (或f)满足Lipschitz条件, 而其范数‖T‖(或‖f‖)就是
差商

(或
)的最小上界.
基于这样的观点, 本文不再局限于以有界线性泛函为元素的对偶空间(以下称之为线性对偶), 而试图以
满足Lipschitz条件的函数全体为对象, 引进一类全新的对偶空间概念-----Lipschitz对偶空间. 利用这一新的空
间框架, 对任何非线性Lipschitz算子, 我们引入相应的所谓Lipschitz对偶算子. 令人惊奇的是, 我们发现, 任何
Banach空间E的Lipschitz对偶空间是某个包含E的Banach空间的线性对偶, 因而,Lipschitz对偶空间也具备一种
是一个有界线性算子. 因而, 其诸多性质可由有

紧性结构; 任何非线性Lipschitz算子T的Lipschitz对偶算子

界线性算子
体现出来.
作为例证, 我们将证明: 任何由Hilbert空间上的非线性Lipschitz算子所构成的Banach空间, 其单位球在某
算子拓扑下是相对紧的(见推论4). 这一结论拓广了线性算子的著名结果［5］: ``Hilbert空间H上有界线性算
子构成的Banach空间其单位球在弱算子拓扑下是相对紧的''. 另外, 我们将在一般Banach空间框架中讨论一
致Lipschitz映象的平均收敛问题. 将揭示, 一致Lipschitz映象的平均收敛性与Lipschitz对偶算子的谱分布有重
要联系.

2

Lipschitz对偶及其相关性质

本节首先引入Banach空间闭子集的Lipschitz对偶空间, 并刻划其拓扑性质. 然后以此对偶空间为框架, 定
义非线性Lipschitz算子的Lipschitz对偶算子, 并给出其相关性质.
2.1 Lipschitz对偶空间
设E、X为Banach空间,E*为E的对偶空间.C、D分别为E、X的闭子集(不一定有界).映射 T:C D称为
Lipschitz算子, 如果存在常数L>0,使
(1)
对于每个Lipschitz算子T, 定义其最小Lipschitz常数为

(2)
.

若记Lip(C,D)=｛T:C D｜T为Lipschitz算子｝,则易验证L( )为Lip(C, D)上的半范数. 明显地, 若T为E到X的
有界线性算子,则T在C上的限制TC∈Lip(C, X),且L(TC)≤‖T‖(特别当C包含E的单位球时, L(TC)=‖T‖).
进一步地,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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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1 设0∈C,Lip0(C,D)={T∈Lip(C,D)｜T(0)=0},则L( )为Lip0(C,D)上的范数,且(Lip0(C,D),L( ))为
Banach空间.
.

证明 易证L( )为Lip0(C,D)上的范数.设{Tn}

Lip0(C,D)为Cauchy列,则

是{Tnx}收敛,记其极限为Tx.因为D是闭集,所以Tx∈D.

x∈C,{Tnx}

X为Cauchy列.于

x,y∈C,x≠y,取n充分大,使‖Tx-Tnx‖≤‖x-y‖,

‖Ty-Tny‖≤‖x-y‖,则有
‖Tx-Ty‖≤‖Tx-Tnx‖+‖Ty -Tny‖+‖Tnx-Tny‖≤2‖x-y‖+L(Tn)‖x-y‖
.

由于｛L(Tn)｝有界, 所以T∈Lip0(C,X).从而Lip0(C,D)在L( )下完备. 证毕.
以下恒设0∈C.
定义1 如果D为数域

,则称Banach空间Lip0(C,D)为C的Lipschitz对偶空间. 并简记为

.

引理2
以下我们通过考察Banach空间Lip0(C,D),刻划C的Lipschitz对偶空间的一系列重要性质.
设x∈C,y∈X,定义j(x,y):Lip0(C,X*)

,j(x,y)(T)=Tx,y.易验证j(x,y)为Lip0(C,X*)上的有界线性泛函,即j
.

(x,y)∈(Lip0(C,X*))*,并且‖j(x,y)‖≤‖x‖ ‖y‖. 下面的定理是重要而有趣的.
定理1 设G为J={j(x,y)∈Lip0(C,X*))*｜x∈C,y∈X}的线性扩张的闭包,则Lip0(C,X*)等距同构于G的线性
对偶空间G*.
证明 设G

Lip0(C,X*)*的零化子(annihilator［6,7］)为G⊥,则由［7, Th.4.6.2］知,G*等距同构于商空

间

.
设

此

则

x∈C,y∈X,A(j(x,y))=0.注意到j(x,y)关于y是线性的,且

x∈C与A∈Lip0(C,X*)**,映射y

因

A(j(x,y))定义了X上的有界线性泛函.记y*(x,A)(y)=A(j(x,y)),由于

x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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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ip0(C,X*)**,映射x

因此,
义

y*(x,A)定义了Lip0(C,X*)中的一元.定

:

,

,

,则易知

为线性的.另

A∈Lip0(C,X*)**, 由(3)式

外,

(4)
为有界线性算子, 且‖

于是

‖≤1.

设T∈Lip0(C,X*), 为Lip0(C,X*)至Lip0(C,X*)**的嵌入映象下的象.则
y∈X,
‖

x∈C,
所以

于是

是满射且

‖≤1.
若

且

则
则

x∈C,y∈X,

x∈C,y∈X,

于是

(
注意到

即

.反之,若A∈Lip0(C,X*)**

由于A有界,且

,所以

的核空间).

:Lip0(C,X*)**

Lip0(C,X*)为满射,‖

限制在Lip0(C,X*)(嵌入到Lip0(C,X*)**)上为恒

‖=1且

等算子,Lip0(C,X*)等距同构于商空间Lip0(C,X*)**/Ker(

).由于

所以Lip0(C,X*)等距同构于

G*,证毕.
注1 回想,一个Banach空间Z称为对偶空间,如果存在Banach空间V,使V*=Z.上述定理说明: 对任意Banach
空间E、X,C
外,

E为闭子集且0∈C,则Lip0(C,X*)为对偶空间,特别,C的Lipschitz对偶空间

x∈C,定义j(x):

等距嵌入于Banach空间

则由引理2知,

是对偶空间.另
即C

因而由定理1知

推论1
是包含C的Banach空间G的线性对偶, 即
.
另外, 由于每个度量空间M都可以等距嵌入于某个Banach空间的子集,且将M中的定点m映成零元［8］.
于是,若记Lipm(M,X*)={T:M X*｜T为Lipschitz连续,且T(m)=m},则Lipm(M,X*)为对偶空间.特别当X为数域
K(复数或实数域)时,Lipm(M,K)为对偶空间,这是文［8］通过讨论所谓的分子空间(space of molecules)而得到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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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于是由［9］知,Lip0(C,X*)

注2 若C、X皆可分,则易见J={j(x,y)｜x∈C,y∈X}可分,从而
(=G*)中的有界序列是相对弱*列紧的(即,若{Tn}

Lip0(C,X*)为有界列,则存在子列{Tnk}弱*收敛).

反之,若C或X不可分,则G不可分,因而Lip0(E,X*)不一定弱*序列完备.有关弱*序列完备空间的讨论可参
见［9］.进一步我们有
为有界网,T∈Lip0(C,X*),则

推论2 设
是,

弱*收敛于Tx.

x∈C,序列
证明 设

弱*收敛于T,则由定理1知,

x∈C,y∈X,

取xi∈C,yi∈X,

由 的任意性知,

,

弱*收敛于Tx.设

反之,设

即

弱*收敛于T的充分必要条件

的界为L,即

使

f∈G, >0,

.由于

证毕.

推论3 设E、X皆为可分Banach空间,{Tn}为E到X*的有界线性算子列,且
子列{Tnk}与E到X*的有界线性算子T,使

x∈C,y∈X,

(常数),则存在{Tn}的
.即

弱*收敛于

Tx.
证明 注意到

有界,且E、X可分,故由定理1的注2知,{Tn}为相对弱*紧集.于是存在子列

{Tnk}、T∈Lip0(E,X*),使{Tnk}弱*收敛于T.从而,由推论2,

x∈E,y∈X,

-另外 ,

由Tn的线性性易知T为线性的. 证毕.
注3 由定理1和Alaoglu定理［5-7］知,Lipschitz算子空间0(E,X*)中的任何有界弱*闭集皆弱*紧. 另外由推论
2知,0(E,X*)中的弱*拓扑是以一切形如S∈Lip0 (E, X*):|(S-T)x, y |< (T∈ 0(E,X*), x∈E, y∈X,>0)的集合为子基
而形成的拓扑. 因而, 特别当X=E=H为Hilbert空间时,我们有
推论4 非线性Lipschitz算子空间0(H,H)的单位球是弱*紧的.特别, 有界线性算子空间B(H)的单位球按弱
算子拓扑［5,6］是紧的.
明显地, 这一结论将有关线性算子的著名结论［5,{第282页］直接推广到了非线性算子.
2.2

Lipschitz对偶算子
设C为Banach空间E的闭子集(不假定有界), 0∈C.
定义2 设T: C→C 为Lipschitz算子,T(0)=0, 则 f∈C*L, 复合映象f T∈C*L. 若定义T*L:C*L→C*L,T*L f=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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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T*L为T的Lipschitz对偶算子.
定理2 设T∈Lip0(C,C), 则T*L为C*L上的有界线性算子,且T*L=L(T).
证明 易证 T*L为线性的. f∈C*L,由定义

即得T*L L(T).反之, f∈E*,记fc为f在C上的限制,则

(5)
于是,T*L=L(T).证毕.
下述定理陈述了Lipschitz对偶算子的部分重要性质.
定理3 设0∈C, 则下列命题成立:
(1)如果T, S∈Lip0(C,C),则(S T)*L=T*L S* L.
(2)如果T为E上的有界线性算子, T*为T的线性对偶算子, 则T∈Lip0(E,E)且T*=T*L｜E* (表示在E*上的限
制).
(3)如果I为C上的恒等算子, 则I*L为0(C,C)上的恒等算子.
(4)如果S, T∈Lip0(C,,C), E*C=fC∈C*L｜fC为f∈E*在C上的限制. 若S*L｜E*C=T*L｜E*C,则S=T.
(5)如果T∈Lip0(C,C)可逆(即T单一且T-1∈Lip0(C,C)),则T*L可逆, 且其逆T*L-1=(T-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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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命题(1)--(3)由定义易得. 仅证(4)、(5). f∈E*,记fC为f在C上的限制,由条件知S*LfC=T*LfC,
即 x∈C, fC(Tx)=fC(Sx), 因而f(Tx)=f (Sx),由f∈E*与x∈C的任意性知,S=T, 即命题(4)成立. 另外,由引理4,
.

I*L=(T T-1)*L=T*L (T-1)*L,所以T*L可逆,且T*L-1=(T-1)*L.证毕.
注4 设0≠α∈ , S,T∈Lip0(C,C).则一般地,(T)*L T*L, (S+T)*L≠S*L+T*L.特别
因此, 映射Π: 0(C,C)BC*L→(C*L上的有界线性算子全体), ΠT=T*L是非线

地,

性的.尽管如此, 由定理2知Π是保范连续映射,并由定理3知,S*L与T*L的关系完全可以限制在E*上进行考察.
因此, 有理由预期非线性算子T∈lip0(C,C)的诸多拓朴性质可在线性算子T*L上体现出来, 这正是我们引入
Lipschitz对偶的出发点之一.

3

应用举例: 一致Lipschitz映象的平均遍历收敛性

本节以研究非线性映象的平均遍历性为例, 说明本文所引进的Lipschitz对偶在应用上的重要性. 本节以
下设C为Banach空间E中含0的闭凸子集,T∈Lip(C,C). 另外, 若T的不动点集非空, 则以下常假设0为T的不动
点.
先回顾几个概念: T称为非扩张映象, 是指L(T) 1; T称为渐近非扩张映象, 是指L(Tn)→1 (n→∞); T称为
一致Lipschitz映象, 是指存在常数M>0, 使L(Tn) M ( n∈N).
关于非线性映象遍历收敛性的第一个结论是由Baillon首先得到的: 如果C为Hilbert空间的闭凸子集, T为
非扩张映象且存在不动点, 则 x∈C,

弱收敛于T的不动点.

之后, 有关非线性映象遍历性质的研究受到普遍关注［10-15］. 如今, Baillon定理已由Hilbert空间推广到
了具有Frechet可微范数的一致凸Banach空间, 特别在近几年, 已进一步地由非扩张映象推广到了渐近非扩张
映象［11, 12］. 不过, 这些工作都集中于弱平均收敛性. 关于强平均收敛的最早结果出现在文［14］中, 之后
进一步的结果微乎其微. 仅在近期, Shimizu与Takahashi［11］在Hilbert空间中证明了Browder［16］意义下的
一种强收敛定理.
本节将以非线性Lipschitz算子的Lipschitz对偶为工具, 在一般Banach空间中讨论一致Lipschitz映象(特别
地, 非扩张映象)的平均遍历收敛性. 下记
引理3 设E*可分, 0∈C, T∈Lip0(C,C)为一致Lipschitz映象, 则存在{Sn}的子列{Snk}与T0 ∈Lip0(C, E**),
使 x∈C, x*∈E*,
∈C, T0(Tx)=T0x.
证明 因为T为一致Lipschitz映象, 所以{Sn}

其中

且 x

Lip0(C,C)嵌入到Lip0(C ,E**)为有界序列. 由于E*是可分的,

故E是可分的. 于是由定理1及推论2知, 存在子列{Snk}与T0∈Lip0(C,E**),使 x∈C, x*∈E*,
另外, x∈C,x*∈E*,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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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T0(Tx)=T0x.另外易知,

证毕.

定理4 设E*可分, T∈Lip0(C,C)为一致Lipschitz映象.记σp T*L为Lipschitz对偶算子T*L的特征谱集.若
1 σp (T*L), 则 x∈C, {Snx}弱收敛于T的不动点的充要条件是: x∈C, {Snx}为相对弱紧集.
证明 仅证充分性. 任取{Sn}的子列{Snk}, 由引理3知,存在{Snk}的子列(仍记为{Snk})与T0∈Lip0(C,E**),
使 x∈C, {Snk}x

E**弱*收敛于T0x. 由于{Snk x}

C是相对弱紧的,且C是闭凸集, 所以T0x∈C,且{Snkx}弱收

敛于T0x. 因为T0 T=T0,所以T*L(T0)*L=(T0)*L, 即 f∈C*L,(T*L-I)(T0)*Lf=0. 由于1 σpT*L,所以(T0)*Lf=0, 即
(T0)*L=0. 于是,{Sn}

Lip0(C,C)只有唯一的聚点T0=0. 证毕.

注5 由谱半径公式与定理2可计算T*L的谱半径

即

T*L的谱半径等于T的Lipschitz数Lip(T) ［3］. 易知, 一致Lipschitz映象T的Lipschitz数(T) 1, 因而T*L的谱半径
rT*L 1. 显然, 若(T)<1, 则定理4的结论成立.
注意到, 有关非线性映象平均收敛性的已有研究均限于特殊Banach空间(如Hilbert空间、 具有Frechet可
微范数的一致凸Banach空间等)及非扩张(或渐近非扩张)映象. 上述定理4在一般Banach空间框架下对一致
Lipschitz映象的遍历收敛性的讨论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特别其结果在非常一般的框架下刻画了算子T平均遍
历收敛的充要条件.
引理4 设E*可分, A是E*上的有界线性算子, ||A|| 1,且核空间Ker (I-A)≠{0},
在Sn的子列{Snk}、 E*到Ker(I-A)上的投影算子P,使AP=PA, ||P||=1, 且 x∈E*, y∈E,

则存

证明 由推论2知, 存在子列{Snk}与有界线性算子P,使 x∈E*, y∈E, <Snkx,y>→<Px,y>(k→∞). 易知,
AP=PA且||P|| 1. 由于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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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以, x∈E*, y∈E,由(7)式

(8)
另外,易知x∈Ker(I-A)时,Px=x.于是P为投影算子.证毕.
若E*满足条件(P): 其任何闭子集M上的范数为1的投影唯一. 则易验证, 在引理7中, <Sn(x),y>→ <P(x),y>
(n→∞) (已知可分的Hilbert空间满足条件(P), 但易验明l1 (=c0*)不满足条件(P). 我们猜测条件(P)与E*的范数
可微性有关).
下面讨论非扩张映象的强遍历性质.
设T∈Lip0(C,C)为非扩张映象, EC*为E*在C上的限制, 于是,EC*
记
指当

时f(xn)→f(x). P:C

C*L. 下

回顾, 一个定义在V E*上的数值函数f称为弱*连续的, 是
E→D C称为C到D的投影,是指 x∈D, P(x)=x且P2=P.

定理5 设E为可分的具有Frechet可微范数的一致凸Banach空间, C E为闭凸子集,T:C→C非扩张,T(0)=0.
如果 W C*L为弱*闭的,则{Sn}强收敛于非扩张映象T0∈Lip0(C,C) (即 x∈C,Sn(x)→T0(x)).并且T0为C到不
动点集Fix(T)的投影.
证明 因为E可分且自反, 所以由引理3知, 存在{Sn}的子列{Snk}与T0∈Lip0(C,E),使 x∈C,
x*∈E*,

并且L(T0) 1, T0 T=T0.另外,由［10］知, x∈C, 作为{Snx}的弱极限,T0x是

T的不动点,即T(T0x)=T0x.
设T*L为T的Lipschitz对偶算子, 则T*L(W)
可分的. 记

W. 于是T*L为W上的有界线性算子. 由E*的可分性易知W是

则{SLn}是从W到C*L (因为W

C*L)的有界线性算子序列.注意到C*L=G*,

且W、G可分,故由推论3知,存在子列{SLnk}(与Snk的标号一致)、从W到C*L的有界线性算子P,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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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x∈C, x*∈E*,当g= j(x)∈G,f=x*c (表示x*在C上

使 f∈W,g∈G,
所以

的限制)时,

于是, x∈C, x*∈E*, <T0 x,x*>=(P(x*C))(x).因为 m∈N,

且T0T= TT0,因此,

易验证: f∈W, x∈C, f(T0(x)) = Pf(x).
设B为C*L的单位球, B1=B∩W. 由假设, B1是弱*紧的.在B1中赋予弱*拓扑, 则B1为紧Hausdorlf空间. 记C
(B1)为定义在B1上的弱*连续函数全体, 并赋予上确界范数. x∈C, f∈C(B1), 定义Fx(f)=f(x). 设网{fσ｝
f∈B1,

则由推论2知,f(x)→f(x),即Fx(f) Fx(f).于是, x∈C, Fx∈C(B1)且||Fx||=supf∈B1 |Fx(f)| ||x||.

因为T是非扩张的, 所以T*L(B1)

B1. 任取F∈C(B1),定义

(F)=F T*L.设网{fσ}

敛于T*L(f).由于F∈C(B1),故

从而

即

为C(B1)上的有界线

取定x∈C.因为, f∈B1,
所以

定义Fx,0: B1→B1,

Fx,0(f)=f(T0x)( f∈B1),则易知Fx,0∈C(B1).于是,在C(B1)上
页］知,{

则

为C(B1)到C(B1)的映射,另外易

为线性的,且

性算子 ,且
记

B1, f∈B1,

于是由推论2知T*L (fσ)弱*收

由推论2知, x∈C, f(x) f(x),特别fσ(Tx)→f(Tx),即

验证

B1,

Fx}k∈N C(B1)弱收敛于Fx,0.注意到

Fx点点收敛于Fx,0.从而,由［9, Theorem 1,第66

为C(B1)上的有界线性算子,且

遍历收敛定理［17, Theorem 1.3］知,
即

故由线性算子的

按范数收敛于Fx,0,
因而

因为 x∈C, T0x∈ Fix (T),即T(T0x) =T0x.于是T20(x)=limn→∞Sn (T0x) =T0x.从而T0x为C到Fix (T)的投影.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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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 若C=E, 且T是E上的有界线性算子, 则W=E*, 于是W

E*L为弱*闭的. 从而定理5结论成立. 由此知,

定理5将有界线性算子的遍历收敛定理［17］推广到了非线性非扩张映象情形 (对于W的弱*闭性, 可参照文
［6, 第9章］关于弱*闭集的讨论而获得有益的条件).
另外可证, 若C是紧的(或T是紧的), 则定理5的强收敛结论对一般Banach空间上的一致Lipschitz映象成
立.

4

研究展望

如何将线性分析中的丰富内容移植到非线性分析中?这是众目关注的问题, 本文引入Lipschitz对偶的方
法是这方面的一个全新尝试. 显然, 本文所讨论的只是这种方法的一个大体框架, 而有关Lipschitz对偶空间
及Lipschitz对偶算子的更深入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 例如, 我们可进一步研究:
(1) Lipschitz对偶空间的空间特性(如凸性、正规性、自反性、可分性, 甚至弱*拓扑的可度量性等等).
特别地可研究n维欧氏空间中闭子集的Lipschitz对偶空间结构特性.
(2) Lipschitz对偶算子特性, 特别是非线性算子T与其Lipscitz对偶T*L在诸如紧性、可逆性、稳定性等方
面的依赖关系(如, T*L的可逆性是否蕴含T的可逆性?).
(3) Lipschitz对偶算子T*L性质的定量化. 比如, 如何计算或估计T*L的诸如谱界、数值域、数值半径等等
定量化指标?
(4)如何利用Lipschitz对偶算子T*L的线性特征将非线性算子T的相关特性定量化. 特别地, 我们观察到:
由注5知, T*L的谱半径等于T的Lipschitz数,因而由［3］知, T*L的谱半径的大小完全决定了非线性离散系统:x
(n+1)=Tx(n)的稳定性. 那么T*L的谱界能否决定连续系统: ddtx(t)=Tx(t)的稳定性?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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