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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的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及其应用
彭济根

徐宗本

（西安交通大学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厦信息与系统科学研究所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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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１】中我们对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定义了其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并证
明了任意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的Ｌｉｔ）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是一个定义在Ｌｉｐｓｃｂ２ｔｚ对偶空
间上的有界线性算子．本文还进一步证明：设ｃ为Ｂａｎａｃｈ空间ｘ的闭子集，ｅ￡为
Ｇ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空问，Ｕ为Ｇ￡上的有界线性算子，则当且仅当Ｕ为Ⅲ匕Ｗ＋连续
的同态变换时，存在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连续算子Ｔ，使ｃ，为Ｔ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这一结
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表明一个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的可逆性问题可转化为有界线性
算子的可逆性问题．作为应用，通过引入一个新概念——Ｐｘ一对偶算子，在一般框架
下给出了非线性算子半群的生成定理．
关键词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Ｌｉｔ）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空间；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
偶算子；ｃｉ—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半群；生成元
ＭＲ（２０００）主题分类４７Ｈ０５，４７｝１１２，４７Ｄ０５
中图分类０１７５，０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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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设ｘ，ｙ为ＢａⅡａｃｈ空间，Ｇ

ｃ

ｘ为闭子集．映射Ｔ：Ｇ＿÷ｙ称为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如果

存在常数Ｍ＞０，使
ＩｌＴｚ—Ｔ训冬ＭＩＩｚ一Ⅳ｛｜，Ｖ‘Ⅳ∈ｃ
记Ｌｉｐ（ｃ，ｙ）为所有映ｃ到ｙ的Ｌ１ｐｓｃｌｌｉｔｚ算子全体，则由文【ｌ，２】知，Ｌｉｐ（ｃ，ｌ，）是以

印）＝。器，簪掣，ｍｉｐ（Ｇ，ｙ）

（１）

为半范数的赋范线性空间．进一步地，对任意取定的ｚｏ∈Ｇ，子空间Ｌｉｐ。。（ｃ，ｙ）＝｛丁∈
Ｌｉｐ（ｅ．ｙ）：Ｔ（。ｏ）＝ｏ｝是以工（·）为范数的Ｂａｎａｃｈ空间．
本文主要考虑Ｂａｎａｃｈ空间Ｌｉｐ。。（Ｇ，ｙ）为方便起见，不妨设ｚｏ＝ｏ（否则，考虑Ｇ＝
ｃ—ｚｏ，Ｔ（ｏ）＝丁（ｏ＋ｏｏ）一Ｔ（ｚｏ））．
定义【１Ｉ若ｙ为数域Ｒ，则称Ｂａｎａｃｈ空间Ｌｉｐｏ（Ｇ，Ｒ）为Ｇ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空间，并简
记为Ｇ￡．

设丁∈Ｌｉｐｏ（ｑｙ），定义映射咒：圪＿＋ｃ：为
（咒，）（。）＝，（Ｔ。），Ｖ，∈圪，。∈Ｇ
则称Ｅ为Ｔ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
在文［１】中我们已证明，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空间Ｇ：是某个包含Ｇ的Ｂ砒ｌａｃｈ空间的对偶空间

（即，存在Ｂａｎａｃｈ空间Ｇ，使ｃ￡＝Ｇ＋，Ｇ

ｃ

Ｇ在等距嵌入意义下），对任意一个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

算子Ｔ，其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咒是定义在圪上的有界线性算子，且ｌ｜咒｜｜＝Ｌ（Ｔ）．
因此，引入“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空间与Ｌｌｐｓｃｌｌｉｔｚ对偶算子”的意义在于：

一个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Ｉｌｉｔｚ

算子的诸多性质可卑借助于其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的线性有界——这一特性得以研究．事实上，
文【ｌ，３］以实例表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在运用这种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方法研究非线性算子的性质时，常常遇到这样一个逆问题：既然
一个非线性“ｐｓｃｌｌｉｔｚ算子的Ｌｌ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是定义在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空间上的有界线性算
子，那么，对于一个定义在ＬｉｐｓｃＭｃｚ对偶空问上的有界线性算子矿，在什么条件下存在非线性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丁１，使得ｕ为？的Ｌｉｐｓｃ｝ｌｉｔｚ对偶算子，即ｕ＝咒？比如，对于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
算子Ｔ，当运用其Ｌｉｐ８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Ｅ的线性有界——这一特性研究其可逆性时，如果已
知Ｅ是可逆的，那么总希望存在ｓ∈Ｌｉｐｏ㈦ｘ），使（砭）＿１是ｓ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即
（Ｅ）“＝咒），从而Ｔ可逆，且ｓ为Ｔ的逆算子．
本文主要是解决这一问题，即给出这样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对于一个定义在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

空间上的有界线性算子ｕ，当且仅当其满足这个条件时，存在非线性Ｌｉｐｓｄｄｔｚ算子丁使ｃ厂＝咒．
由此证明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Ｔ可逆当且仅当其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咒可逆．作为应用，本
文第三节通过引入一个新概念——Ｐｘ－对偶算子，建立非线性算子半群的生成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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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

４７ｌ

若不作特别声明，文中记ｘ为Ｂａｎａｃｈ空间，Ｇ为ｘ的闭子集（不假定有界）；记ｘ＋为
ｘ的对偶空间（共轭空间），并记（，＇ｚ）为泛函，∈ｘ＋在ｚ∈ｘ处的取值；记口（ｘ）为ｘ中
有界线性算子全体，并对每个ｓ∈Ｂ（ｘ），记ｓ＋为ｓ的对偶算子（共轭算子）；Ｒ为实数或复数
域，Ｎ为整数集．

２主要结果
设Ｌｉｐ（ｃ，Ｒ）为所有定义在ｃ上的Ｌｉｐｓｃｈｎｚ连续函数全体，￡∈Ｌｉｐ（ｅ，Ｒ）为１一函数（即
ｅ（。）三１，Ｖ￡∈ｅ）．
回想，算子ｕ：Ｌｉｐ（ｃ，Ｒ）－斗Ｌｉｐ（ｃ，Ｒ）称为Ｌｉｐ（Ｇ，Ｒ）上的同态，如果Ｖ，＇９∈Ｌｉｐ（ｅ，
Ｒ），当，·ｇ∈Ｌｉｐ（ｃ，Ｒ）时
ｕ（，·ｇ）＝矿（，）·Ｕ（ｇ），
其中（，·ｇ）（＃）＝，（ｚ）ｇ（ｚ），。∈Ｇ．
引理１设ｕ为ｃｉ上的有界线性算子，定义算子仉：Ｌｉｐ（ｅ

Ｒ）Ｈ

Ｌｉｐ（ｃ，Ｒ）为

仉，＝ｕ（，一，（ｏ）ｅ）＋，（ｏ）ｅ，，∈Ｌ啦（Ｇ，Ｒ）
则（ｉ）己，１是Ｌｉｐ（ｃ，Ｒ）上的有界线性算子；

（ｉ）ｕ１为Ｌｌｐ（ｅ，Ｒ）上的同态当且仅当Ｖ为吃

上的同恭

证明（ｉ）注意到，，∈Ｌｉｐ（ｅ，Ｒ）舒，一，（ｏ）ｅ∈ｃＺ．
（ｉｉ）设ｕ为ｃ芏上的同态，并令，，ｇ∈Ｌｉｐ（ｅ，Ｒ），，·ｇ∈Ｌｉｐ（ａＲ）．由于
，一，（ｏ）ｅ∈ｃｔ，ｇ—ｇ（ｏ）ｅ∈ｌ观，且（，一，（ｏ）ｅ）·（９—９（ｏ）ｅ）∈ｃ：
所以，由ｕ的线性可得
ｕ１，－ｕ１９＝【ｕ（，一，（ｏ）ｅ）＋，（ｏ）ｅ】．【ｕ扫一ｇ（ｏ）ｅ）十ｇ（ｏ）ｅ】
＝ｃ，（，一，（ｏ）ｅ）·ｕ０一ｇ（ｏ）ｅ）＋ｇ（ｏ）矿（，一，（ｏ）ｅ）
＋，（ｏ）ｕ国一ｇ（ｏ）ｅ）＋，（ｏ）９（ｏ）ｅ
＝ｕ（，－９一，（ｏ扫一ｇ（ｏ），＋，（ｏ）ｇ（ｏ）ｅ）＋，（ｏ）９（ｏ）ｅ
＋ｇ（ｏ）ｕ（，一，（ｏ）ｅ）＋，（ｏ）矿（９一ｇ（ｏ）ｅ）
＝Ｕ（，·ｇ一，（ｏ）ｇ（ｏ）ｅ）＋，（ｏ）ｇ（ｏ）ｅ
＝“（，·ｇ），
即仉是ＬｉＰ（Ｇ，Ｒ）上的同态．
反之，设ｎ为Ｌｉｐ（Ｇ，Ｒ）上的同态．注意到ｃＺ［Ｌｉｐ（Ｇ，Ｒ），且Ｖ，∈ｃ：，巩，＝ｕ，，即
知ｕ为ｅ￡上的同态．证毕．
引理２【１】（ｉ）存在ＢａⅡａｃｈ空间Ｇ，使得Ｇ＋＝Ｇ莹，并且Ｖｚ∈ｃ，若定义ｊ（ｚ）为
（，，ｊ（茹））＝，（ｚ），Ｖ，∈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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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Ｕ Ｊ（叫∈Ｇ．

（ｉｉ）设｛，ｎ｝ｃ ｃｚ为任意给定的有界序列，则｛厶｝按ｗ＋一拓扑收敛于，∈咙的充分必要
条件是，Ｖ。∈Ｇ，数列｛，ｎ（ｚ）｝收敛于，（ｚ）．

引理３【１ｊ设Ｔ∈Ｌｉｐｏ（Ｇ，Ｇ），则Ｔ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咒是Ⅲ‘一＂‘连续的有界线性算
子（即，若｛＾）ｃｃ：按ｗ＋一拓扑收敛于，∈Ｇｉ，则｛咒厶｝按”＋·拓扑收敛于咒，）．

定理１设矿为咙上的有界线性算子，则下列命题等价：
（ｉ）存在算子Ｔ∈Ｌｉｐｏ（ｃ，Ｇ），使Ｕ为Ｔ的Ｌｉｐｓｄｌｉｔｚ对偶算子，即ｕ＝Ｅ．
（ｉ）ｕ是ｗ＋一”＋连续的同态．

证明（ｉ）—｝（ｉｉ）设，，ｇ∈ｃ２且，·ｇ∈吃，则由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的定义知，Ｖｚ∈ｅ，
ｕ（，·ｇ）（。）＝Ｅ（，－ｇ）扛）＝（，·ｇ）（Ｔ。）＝，（７＿）９（Ｔｚ）＝（咒，）国）（咒ｇ）扣）＝（（ｕ，）·（ｕｇ））知）
即知ｕ为同态．另外，由引理３知，矿是”＋一ｗ＋连续的．
（ｉｉ）—｝（ｉ）对任意给定的ｚｏ∈Ｇ，定义ｘ＋上的泛函ｊ为

Ｊ（，）＝（ｕ（，ＩＧ））（ｚｏ），，∈ｘ＋
其中，Ｊｃ为，在Ｇ上的限制，则易知Ｊ∈ｘ”．另外，设｛＾）ｃｘ＋按∞＋一拓扑收敛于，∈ｘ＋，

则由引理２知，｛＾ｌＧ）ｃ咙按”＋－拓扑收敛于，Ｉｃ∈ｃｔ．又因为ｕ是”＋一Ⅲ＋连续的，所
以｛ｕ（厶ｌＧ））按ｕ＋一拓扑收敛于Ｕ（，Ｉｃ）．于是，Ｊ∈ｘ“是”＋一连续的．从而由连续线性泛

函表现定理【４ｌ知，存在唯一的蜘∈ｘ，使Ｖ，∈ｘ’，ｊ（，）＝，（蜘），从而渺（，ＩＧ））（。ｏ）＝，（如）．
下证珈∈ｃ．为此，令Ｄ＝ｅｕ｛珈｝，ｕ１如引理１中一样由ｕ确定，并令
Ｍ＝｛，∈Ｌｉｐ（Ｄ，Ｒ）：（巩，ｌｃ）（ｚｏ）＝，（ｇｏ））
则由以上证明知，ｘ‘＋Ｒ皇｛，＋ｏｅ：，∈ｘ＋，ａ∈Ｒ）在口上的限制（即每个元素限制在Ｄ
上取值）包含于们，另外，因为ｕ是”４－”＋连续的，所以，Ｍ

ｃ

Ｌｉｐ（Ｄ，Ｒ）为ｗ＋一闭子空间

（即，若｛厶）ｃＭ，厶（ｚ）＿÷，（ｚ）（Ｖｚ∈Ｄ），则，∈Ｍ）．

设，∈Ｌｉｐ（Ｄ，Ｒ），≈∈Ⅳ（整数集），定义Ｄ上的泛函讯，如下
ｆ南，
，（。）＞七；
（吼，）（。）＝＜，（ｚ），ｌ，（ｚ）Ｉ≤女；
Ｉ一七，
，（ｚ）＜一七，
则易证，

Ｒｂ，∈Ｌｉｐ（Ｄ，Ｒ）且Ｌ（Ｒ女，）≤Ｌ（，）另外，

ＪＲｋ，ｌ＝且ｋｌ，Ｉ且Ｖｚ∈Ｄ，（Ｒ≈，）和）＿÷

，（ｚ）（ｋｏ ｏ。）．

给定常数Ｌ＞ｏ，取多项式Ｒ（￡）＝∑：Ａ，（＂）∥，使得Ｖ＂＞ｌ，

一：裳。ｌ砭（‘）Ｉ

ｓ

Ｌ且Ｖ。６№纠，，熙Ｒ（‘）２＂

Ｖ，∈Ｍ，令Ｒ（风，）＝∑。Ａ。（ｎ）（风，）ｉ（其中（吼，）‘（。）＝（（ｍ，）（ｚ））。），则Ｖｚ∈Ｄ，≈∈Ⅳ，
（Ｒ（Ｒｋ，））（叫－÷Ｉ（Ｒｋ，）＠）Ｊ，ｎ一＋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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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

即，序列｛Ｒ（风，）一Ｒ（（风，）（ｏ））ｅ｝。ＥⅣ∈ＤＺ按ｗ＋－拓扑收敛于Ｉ风，ｌ—ｌ（风，）（ｏ）ｆｅ∽－＋ｏ。）
于是，由于ｕ是ｗ＋．ｔ‘，＋连续的且Ｕ１是同态，因此，Ｖ，∈Ｍ，

“（陬，ｆｃ）（ｚｏ）５熙巩（Ｒ（凡川ｃ）（ｚｏ）
＝桌恐∑＾；（ｎ）（“（吼舳）（。ｏ））４
＝，墨‰乏二～（ｎ）（（【ｈ，ｌｃ）（ｚ。）一（巩（，一Ｒ＾，）Ｉｃ）（ｚ。））‘
＝曼恐∑九（ｎ）（，（珈）一（巩（，一凤剧ｃ）（ｚ。））ｉ
。ｊ骢Ｒ（，（蜘）一帆（，一凰刮ｃ）（。ｏ））
＝Ｉ，（趴，）一（仉（，一Ｒｋ，）ｆｃ）（ｏｏ）Ｉ．
又因为，当Ｒ＿＋。。时

仉（（Ｉｍ川Ｉｃ）（ｚｏ）＿仉（Ｉ，『Ｇｆ）（ｚｏ），仉（（，一吼川ｃ）（ｚｏ）＿÷ｏ
所以，结合以上两式可得，

仉（１，川）（跏）＝Ｉ，（如）Ｉ，即ｆ，Ｉ∈Ｍ

设，，ｇ∈Ｍ，则由以上证明知
，Ｖ

ｇ垒；（，＋口＋ｌ，一ｇＩ）∈Ｍ．

，＾９皇；（，＋ｇ—ｌ，一９Ｉ）∈Ｍ，
于是。Ｍ在序关系‘‘，≤ｇ｛＝：｝Ｖｚ∈口，，（ｚ）≤ｇ（ｚ）’’下成为一个格［５Ｊ
任意给定，∈Ｌｉｐ（Ｄ，Ｒ），Ｌ（，）≤ｌ＿Ｖｚ，Ⅳ∈Ｄ，取９∈ｘ＋，使ｇ（ｚ）一ｇ（Ⅳ）＝，（ｚ）一，（Ⅳ）．令
厶。＝ｇ＋，（ｙ）ｅ—ｇ（ｙ）ｅ
则易知，

厶。０）＝，（∞），丘Ⅳ０）＝，０）．另外可证

｜＝入＼｜。。
ｏ∈Ｄ日∈Ｄ

设ｚ∈Ｄ，令ｒ。＝ｔＧ ｃＤ：Ｖ。ＥＧ丘ｖ∈＾ｎ．因为Ｖｚ，可∈Ｄ，厶ｇ∈Ｍ，所以Ｖｚ∈Ｄ，ｒｚ≠
咖．设口ｃ Ｆ。为全序子集，令Ｑ＝ｕ｛Ｇ：Ｇ∈ｐ｝，则网｛Ｖ。∈Ｇ厶ｖ：Ｇ∈ｍｚ∈Ｄ点点收敛于

Ｖ，∈ｑ厶＂．又由Ｍ的Ⅲ＋·闭性知，ＶＶ∈ｑ厶Ｈ∈Ｍ．于是，Ｌ的每个全序子集有上确界．从而
由ｚｏｒｎ引理知，Ｒ有极大元Ｇ０．另外，用反证法易证Ｇｏ＝Ｄ，因而Ｖｚ∈Ｄ，Ｖ。∈Ｄ厶，∈Ｍ．

进一步可证明，＝＾。∈ＤＶ。∈Ｄ丘ｖ∈Ｍ．从而，由，∈Ｌｉｐ（Ｄ，Ｒ）的任意性知，吖＝
ＬｉＰ（Ｄ，Ｒ）．
设，（ｚ）＝ｉＩｌｆ｛¨ｚ—ｚｌＩ：ｚ∈Ｇ），则易证，∈Ｌｉｐ（口，ＩＵ且，ｌＧ＝ｏ．假设伽仨ｅ，则由Ｇ的
闭性知，，（珈）＞ｏ．但是，由于，∈Ｍ，因而（ｎ，Ｉｃ）（ｚｏ）＝，（驷），即，（鲫）＝ｏ，矛盾．于是
珈∈Ｇ，即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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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到此已证明：

学

学

４５卷

报

Ｖ口∈ｃ，存在唯一的Ｙ∈Ｃ，使得Ｖ，∈ｃ！，（ｙｙ）（ｘ）＝，（∥）若令Ⅳ＝乳

则易知Ｔ∈Ｌｉｐｏ（Ｇ，Ｃ）且咒＝Ｕ证毕．
注１若Ｃ有界，并在Ｌｉｐｏ（ｅ，Ｒ）（＝咙）中赋予如下范数
２

ＴＩＩ

ｍａｘ｛Ｌ（Ｔ），础ｓｕｐ ｌＩＴ（。）吣

则在乘法ｆ·９下ＬｉＰｏ（Ｇ Ｒ）成为一个交换Ｂａｎａｃｈ代数在这种情况下，Ｗｅａｖｅｒ

１６

Ｊ运用交换

代数的方法讨论了Ｌｉｐｏ（ｃ，Ｒ）上同态变换的表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ｃ无界时，Ｌｉｐｏ（Ｇ，
Ｒ）不成为一个代数．而定理ｌ是不假设ｅ有界的．因此，就同态变换的表示问题而言，定理１
不失为文［６１的结论的完善．
当Ｃ＝Ｘ时，应用连续线性泛函表现定理可证明如下结论．
定理２设ｕ为ｘＬ上的有界线性算子．如果ｕ是ｗＬ ｗ＋连续的，则存在算子Ｔ∈

Ｌｉｐｏ（石，ｘ），使得Ｖ，∈ｘ＋，Ｙｆ＝咒，．
证明设。∈Ｘ，并定义ｘ＋七的泛函Ｊ。为
矗（，）＝（ｕ，）（ｚ），ｆ∈Ｘ”
则易知Ｊ。∈Ｘ”．又因为Ｖ是”４．Ｗ＋连续的，所以矗是”＋一连续的．于是由连续线性泛函表
现定理知，存在唯一的Ｙ∈Ｘ，使得Ｖ，∈Ｘ＋，ｆ（ｙ）＝ｊ。（，）．若令Ｙ＝Ｔｘ，则Ｖｆ∈Ｘ＋，ｆ（Ｔｘ）＝
（ｕ，）（ｚ）．显然，ＴＯ＝０另外，Ｖ２１，Ｘ２∈Ｘ，
Ｔｘｌ—Ｔｘ２］Ｉ＝

ｓｕｐ

ｆ（Ｔｘｌ—Ｔｘ２）

，∈Ｘ’，｜｜，¨＝１
＝

ｓｕｐ

［（ｕ州ｚ１）一（Ｕｆ）（ｘ２）

，∈Ｘ’，｝川＝ｌ

≤

ｓｕｐ

Ｌ（Ｕｆ）ｌｌｘｌ—ｘ２１Ｉ

，∈ｒＹ＋，｛ｆ，¨＝１

Ｓ

ｓｕｐ

ｌｌ（，｜｜Ｌ（ｆ）ｌｌｘｌ一ｚ２｜｜

／ｅｘ’，｜｜刘＝１

＝Ｉｌｕ”忪ｌ一。２１１，
由此即知，Ｔ∈Ｌｉｐｏ（ｘ，ｘ）．证毕．
推论１设Ｔ∈Ｌｉｐｏ（ｃ，ｃ），则Ｔ可逆（即Ｔ是ｌ一１的，且Ｔ＿１∈Ｌｉｐｏ（ｃ，ｅ））的充分必

要条件是，咒∈日（ｅ！）是可逆的．
证明设Ｔ可逆，则易验证Ｔ。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Ｔ。）ｉ，满足

咒（丁－１）：＝（Ｔ。）：＝Ｊ
即咒可逆，且（冠）＿１＝（Ｔ＿１）：
反之，设Ｅ可逆．由定理１知，咒是Ｗ＋一Ｗ＋连续的，因此（咒）。也是Ｗ＋一Ｗ４连续
的．另外，由引理３知，咒是同态，因此，Ｖ，，ｇ∈ｃ！，当ｆ·ｇ∈ｃＬ时
，．ｇ＝死（（咒）－１，）·砭（（死）。ｇ）＝死（（ＴＤ－１，）·（ＴＤ。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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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咒）。是同态．于是由定理ｌ知，存在Ｓ∈Ｌｉｐｏ（Ｇ，Ｇ），使得观＝（咒）～．易证
Ｓ。Ｔ＝Ｔ。Ｓ＝ｉｄ（恒等算子），从而Ｔ可逆．证毕，

推论１表明，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Ｔ的可逆性与其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咒的可逆性是一
致的．而后者是一个有界线性算子．因此，通过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的引入，一个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
算子的可逆性问题完全可转化为…个有界线性算子的可逆性问题．

３非线性算子半群的生成的应用
生成性问题是算子半群理论中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对于线性算子半群，正是由于Ｈｉｌｌｅ与
Ｙｏｓｉｄａ建立的生成性定理［７＇…，半群的研究才得以展开，从而建立了较完善的理论．对于非线性
算子半群，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与耗散算子相关联的压缩半群∽”】．如何在更一般的框架下
研究非线性算子半群？这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而半群的生成性是该问题的焦点之一．
这一节，我们将运用有关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的结论，特别是定理ｌ，对非线性算子半群的

生成性问题作以探讨．主要是通过引入“ＰＸ一对偶算子”——这一新概念，将线性算子半群的生
成条件用于非线性算子半群的生成性刻画．有关线性算子半群的资料参见文［７，８，１１】．
定义１算子族｛Ｔ（ｔ）｝￡≥ｏ

ｃ

Ｌｉｐｏ（Ｃ，Ｃ）称为Ｃｏ—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半群，如果

（ｉ）Ｔ（Ｏ）＝Ｉ，Ｔ（ＱＴ（ｓ）＝Ｔ（ｓ＋ｔ）（Ｖｔ，ｓ兰ｏ）；
（ｉｉ）Ｖｚ∈ｅ，Ｔ（ｔ）ｘ：【０，ｏ。）—＿÷ｘ是连续的．
进步地，若存在常数Ｍ，Ⅻ，使得工（Ｔ（￡））曼Ｍｅ“（Ｖｔ≥ｏ），则称｛Ｔ（￡）｝为指数有界的
Ｃｏ—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半群．
另外，算子Ａ：Ｄ（Ａ）ｃ ｃ－＿÷ｘ称为｛Ｔ（￡）｝的生成元，如果

ｆ

１

Ａ一…ｌｉｍ＋三学，

Ｄ（Ａ）＝｛。ｅＧ：极限。咯竿存在）．

显然，若Ｌ（丁（￡））兰ｌ（Ｖｆ≥ｏ），则｛Ｔ（￡））为压缩半群；若Ｃ＝Ｘ，且每个ｒ（￡）退化为有

易证叽若Ａ为指数有界ｃｏ—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半群｛Ｔ（￡））的生成元，则Ｖｚ∈Ｄ（Ａ），“（￡）＝Ｔ（ｔ）ｘ
—ｄｕｉ（一ｔ）：Ａｕ（￡），ｕ（ｏ）：ｚ

定义２设算子Ａ：Ｄ（Ａ）ｃ

Ｃ－÷Ｘ满足ｉｉｉ酉＝Ｃ，且Ｖｚ∈Ｄ似），ｊｄ＞０，使得当

㈣Ａｐｆ（ｘ’冀篡篙删，ｆ
篇篓ｌｉｍ’遗掣）
使Ｖｚ∈Ｄ（Ａ），ｇ（。）＝一＋！旦—。ＦＬ—二』∑｝
ｅ

Ｉ Ｄ（＾）＝｛，∈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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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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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兰————————～塑兰兰堡—～竺兰
其中求导是在Ｗ ４一拓扑下进行的，即Ｖｘ∈ｏ，

“础批）＝型掣．
设ｆ，ｇ∈Ｄ（Ａｐ）．选取具有紧支集的光滑函数族｛ｒ。）如注４，则

（ｒ“。（Ｄ（￡），））（ｒ。。（Ｄ（￡）ｇ））∈吒．
给定＾＞２ｗ，¨＞０，定义

Ｒ＾，ｎ二／

ｅ—ｎ（ｒｎ ｏ（Ｄ（￡），））·（ｒ。。（Ｄ（ｔｂ））ｄｔ，

ｉ６）

ＲＡ—ｕ＝／ｅ“‘（‰ｏ（Ｄ（￡），））·（ｒ。。（Ｄ（ｔ）９））ｄｔ．

（７）

Ｊ０

Ｊ０

其中积分按Ｗ’一拓扑定义．显然，Ｒ抽ｐ写Ｒ枷（ｕ－÷＋。。）
因为，

Ｖ。∈Ｄ∽），依Ｌｅｂｅｓｇｕｅ控制收敛定理可得

ｌｉｍ里！！！，！壁±！墨兰２二璺！！！！，兰壁！
ａ斗Ｏ＋

ｓ

ｚ。ｌ。ｉｒａ。＋小ｆ ｎ丛坠盐生坐业塑丛堕型型二垒型型型！！！型型！ｄ￡
Ｓ

二，几ｅ—Ｍ［‘．Ｉ（ＡｐＤ（ｔ）ｆ）（ｘ）‘ｒｎ（Ｄ（ｔ）口＠））＋ｒ：，。（Ａ，Ｄ（￡）ｇ）扣）－ｒ。（Ｄ（ｃ），（ｚ））】ｄｔ

＝ｆＯｕ ｅ－＾ｔ卜：，，』！－：里‘ｊ；￡！生ｔ ｎ。（。（￡）ｇ（。））＋ｒ：，。—ｄ——Ｄ—（—ｉｔ厂）ｇ（ｘ）．ｒ。（。（￡），（。））１

ｄｔ

：／．“ｅ－－Ａｔ垫迪出生毕生塑壁坦塑如
＝ｅ一１“（％（Ｄ（“），０））·ｈ（Ｄ（Ⅱ）９扛））一ｒ。（，（。））．ｒ。０扛））＋Ａ只＾＾。＠），
其中ｒ：，，＝ｒ：（Ｄ（￡），（ｚ）），～ｔ，。＝ｒ：（Ｄ（￡）ｇ知）），所以，

Ｒ＾。。∈Ｄ（Ａ，）且

ＡｐＲ＾㈧ｕ二ｅ－－ｋｕ（ｒｎ。Ｄ（ｕ）ｆ）·（ｎ。ｏＤ（札）９）一（ｒ。。，）·（ｒ。ｏ ９）＋＾Ｒ＾．…．

又因为山是Ｗ８一Ｗ＋闭的，所以，令“＿÷＋ｏ。可得
如Ｒ＾，ｎ＝一（ｒ。。ｆ）·（ｒ。。ｇ）＋Ａ只＾．。，
即风，ｎ＝（ＡＪ—Ａ，）“（（ｈ ｏ，）（ｒ。ｏｇ））．另外，由线性半群的性质知

（＾，一Ａｐ）。１（（ｒｎ。，）‘（ｒ。。ｇ））＝／ｅ－ＡｔＤ（￡）（（ｒ。。，）（ｒ。。ｇ））ｄｔ
，０

比较（６）式与（８）式，并由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的唯一性知：

Ｖｔ≥０，

Ｄ（ｔ）（（ｈ。，）‘（‰。９））＝（‰。（Ｄ（ｔ），））·（ｒ。。（Ｄ（ｚ）Ｆ））．

万方数据

（８）

彭济根等：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ｌｔｚ算了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及其应用

３期

于是，令ｎ＿。ｏ，由Ｄ（ｔ）的ｗ＋一Ｗ＋连续性可得：

Ｄ（ｔ）（，·ｇ）＝Ｄ（ｔ）ｆ·Ｄ（￡）９（若ｆ·ｇ∈Ｇｉ）

从而，由Ｄ（Ａ。）的Ⅲ。稠密性即知Ｄ（ｔ）是同态．
因为Ｄ（ｔ）是Ｗ＋一ｗ＋连续的，所以由定理１知：存在Ｔ（ｔ）∈Ｌｉｐｏ（ａＧ），使得（丁（ｔ））Ｚ＝Ｄ（ｔ）
没Ｇ＋＝ｃｔ（见引理２），则由文［７，定理２．３９］知，存在Ｇ上的岛一半群｛ｓ（￡）｝，使得
ｓ（ｏ＋＝Ｄ（ｆ）．因此，参照引理２可得Ｖｘ∈Ｃ，ｔ，ｓ≥０，
ＩｌＴ（￡）ｚ—Ｔ（ｓ）ｘｌＩ＝
＝

ｓｕｐ

，∈Ｘ＋，Ｉｌ川＝ｌ
ｓｕｐ

ｌｆ（Ｔ（ｔ）ｘ

Ｔ（ｓ）ｚ）Ｉ

ｌｆ（Ｔ（ｔ）ｘ）一，（Ｔ（ｓ）ｚ）１

，Ｅｘ＋，｜｜川＝１

≤

ｓｕｐ

ｌｆ（Ｔ（ｔ）ｘ）一，（Ｔ（ｓ）ｚ）Ｉ

，ＥＧｉ，Ｌ（，）＝ｌ
＝

ｓｕｐ

，∈吒，Ｌ（，）＝１
＝

ｓｕｐ

，∈吃，Ｌ（，）＝１

Ｉ（Ｄ（ｔ）ｆ—Ｄ（ｓ）ｆ，Ｊ（ｚ））ｌ
ｌ（ｆ，（ｓ（ｔ）一ｓ（ｓ））Ｊ（ｚ））Ｉ

兰忙（￡）ｊ（ｚ）一ｓ（ｓ）Ｊ（ｚ）ｍ
于是，由Ｓ（ｔ）ｊ（ｘ）：［０，００）ｒ山÷Ｇ的连续性知，Ｔ（ｔ）ｘ：［０，。。）－＿÷Ｇ是连续的．从而，

｛Ｔ（￡））

是Ｃ上的Ｃｏ—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半群．另外，因为Ｌ（Ｔ（￡））＝ｌＩＤ（ｔ）ｌＩ≤Ｍｅ”，所以｛Ｔ（ｔ）｝又是指数有
界的．

。螺趔掣刘器型掣：Ａｐｆ（ｚ）ｔ

因为Ａｐ为（Ｄ（ｔ））的＂＋－生成元，所以，Ｖ，∈Ｄ（Ａ，），ｚ∈Ｄ（Ａ）

±＿＋０十

Ｃ

－－＋Ｏ十

ｔ

：ｈ。地±！垒型二丝！
由此可得（４）式．
２。设条件（ｎ）成立．令Ｇ＋＝ｃ：（见引理２），则由引理６知，存在Ｇ上的闭稠定线性算子
Ｂ使得：Ｂ＋＝Ａ，从而Ｖ＾＞ｗ，Ａ∈ｐ（Ｂ），且

－ＩＩ（Ａ＋ｗ－Ｂ）＿ｌ忙…崦竽ｅ。叫“。ｎ＋ｎ＋ｗ－Ｂ）－１㈣
于是，由文【１２，定理３．２］知，Ｂ生成Ｇ上的一个ｃ０一半群｛ｓ（￡）｝．记｛Ｄ（ｔ））为ｔｓ（￡））的伴
随半群文【７，ｌｌ】，即Ｄ（ｔ）＝ｓ（ｔ）＋，则Ａｐ＝Ｂ４为｛Ｄ（ｔ））的ｕ。生成元．因为｛Ｄ（ｔ）｝是ｃＺ卜－
的ｃＳ一半群，所以，余下的证明类似于情形ｌ。可得．到此定理证毕．
注４熟知，压缩半群可由一个耗散算子依指数公式得到【９，”Ｊ，但至于该耗散算子是否为生
成元，在文【９，ｌＯ】已证明，只有在非常强的条件下才有肯定的回答．
同样在定理３中，我们不知道Ａ是否为｛Ｔ（￡））的生成元．不过由（４）式易知，当Ａ，的定
义域Ｄ（Ａ，）足够大时，

Ａ即为｛Ｔ（ｔ））的生成元．比如，当Ａ∈Ｌｉｐｏ（Ｃ，Ｇ）时，

Ａ为｛Ｔ（￡））

的生成元．
注５由于Ｐｘ一对偶算子的定义是直观的，因此可由定理３得到Ｃｏ·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半群的多种
表示定理．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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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引入并研究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的日的就在于，运用线性算子的丰富内容研究非线性
算子的性质．本文证明的有关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的主要结论表明，某些关于非线性算子的问题
可以转化为相关的线性算子问题．作为例证，本文对非线性算子半群的生成性——这一非常重
要但又十分困难的研究课题作了尝试性的研究．但这毕竟是一个尝试，有许多工作需待完善．希
望本文的工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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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ｃｅ，ＡｃｔａⅣＤ玩成ｍｍ

１９９９，

４２（１）：６１—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Ｓｏｄｅｒｌｉｎｄ
２７＿４４．

【３】Ｐｅｎｇ

Ｇ．，Ｂｏｕｎｄｓ

ｏ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ａｃｈ ｓｐａｃｅｓ，Ｎｕｍｅ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

ａｎｄ ｉｔｓ

Ｊ．Ｇ．，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８ ｆ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ｎｌｎｏｔｉｏｎａｌ
【４】Ｃｏｎｗａｙ Ｊ．Ｂ．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ｆ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ｔ９８５
ｏｎ

Ｍａｔｈ，１９８６，５０（１）：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ｉｓ

Ｐｈ．Ｄ．ａｔ

［５】Ｎｉｅｂｃｒｇ Ｐｊ Ｍ，Ｂａｎａｃｋ
鬟Ｗｅａｖｅｒ争÷Ｏｒｄｅｒ

Ｌａｔｔｉｃｅｊ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ｌ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０．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ａｓｉｎ＜ｍ，且３Ｐ＞ｏ，使
ｍｉｎ｛，（￡，ｚ）ｌ ｏ≤￡≤“，和≤ｚ兰Ｐ，＞ＭＰ

（２５）

成立，且ｏ ＜Ｍ＜（吾）２，则方程（１）至少在两个正ｕ一周期解．
证明设ｏ＜ ｒ＜ｐ＜Ｒ，旺０＝１，２，３），如定理１与定理２的证明中所定义，则按定理Ｉ
的证明，当 ｒ充分小，Ｒ充分大时，ｑ在ａＱ·上满足（１８）式，在ａｎ２上满足（２１）式．我们
再证口在ａ ｎ。上满足
１１０训ｌ ＞｜｜＂Ｉ Ｊ，Ｖ札∈Ｋｎａｎ３．

（２６）

对Ｖｕ∈Ｋ ｎａｎ３，因为…ｌ＝ｐ’＂∈Ｋ，按Ｋ的定义，对Ｖｓ∈【ｏ，ｕ】，有如＝洲ｕ１｜兰札【ｓ）兰

…ｌ＝Ｐ． 因此按（２５）式知，＾（ｓ）皇，（ｓ，ｕ（ｓ））＞ＭＰ＝Ｍ恻Ｉ，因此，ｍｉＩｌ０≤。９＾（ｓ）＞Ｍ…｜．
由引理２及 引理１，有
’ｏ

（Ｑｕ ）（ｔ）＝（Ｐｈ）（￡）兰（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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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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期刊论文 彭济根 非线性Lipschitz算子半群的表示 -数学学报2004,47(4)
本文通过引入若干Lipschitz对偶概念,将非线性Lipschitz算子半群对偶映射到Lipschitz对偶空间中,使其转化为线性算子半群.该线性算子半群被
证明是一个C*0-半群,因而是某个C0-半群的对偶半群.从而证明了,在等距意义下,一个非线性Lipschitz算子半群可以延拓为一个C0-半群.基于这些结论
,本文给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非线性Lipschitz算子半群的表示公式.

3.学位论文 彭济根 关于非线性Lipschitz算子的理论研究及应用 1998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非线性问题成为当今各学科研究的主流,而由于非线性问题可从根本上归结为由非线性算子所引导的算子方程问题,因此,有关
非线性算子的研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迄今为止,有关非线性算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紧性算子、单调算子、保序算子等特定的类型.在这些算子的研究
日臻完善的同时,人们希望在更一般的意义下了解非线性算子的基本性质.由于在非线性问题中Lipschitz条件是最为基本的,因此,对非线性Lipschitz算
子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独立地在一般框架下建立了一套全新的非线性Lipschitz算子理论.引入一个全新的对偶空间概念--Lipschitz对偶空间,并在
此新对偶空间框架下定义了非线性Lipschitz算子的Lipschitz对偶算子.证明了Lipschitz对偶空间与Lipschitz对偶算子具有线性对偶空间与线性对偶算
子在线性分析中所起的相似作用;将线性分析与线性算子理论中的许多经典结论推广到了非线性情形.引入了一般意义下的非线性算子半群--C<,0>Lipschitz半群,并定义了其Lipschitz对偶半群与线性化延拓半群.证明了任何非线性C<,0>-Lipschitz半群的Lipschitz对偶半群是定义在Lipschitz对偶
空间上的弱*连续线性半群,线性化延拓半群是定义在Lipschitz完备化空间上的线性C<,0>-半群;通过引入非线性算子的PS-对偶算子,将线性算子半群的
基本生成定理直接运用于非线性C<,0>-Lipschitz半群的生成性刻画.运用所建立的Lipschitz方法与C<,0>-Lipschitz半群理论研究非线性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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