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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生成元的存在性
彭济根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应用数学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摘要：

７１００４９）

基于作者先前提出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思想，对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引入了若干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

偶概念，得到了一类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存在生成元的特征刻画．这一结果直接将关于Ｃ。一半群
如下结论推广到了非线性情形：Ｃ。．半群具有有界生成元当且仅当它一致连续．
关键词：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半群；生成元

ｌ

引

言

设Ｘ。ｙ为数域Ｒ上的Ｂａｎａｃｈ空间，映射７１：Ｘ—ｙ称为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如果存在正常数Ｍ
使得
Ｉ｜丁ｚ—Ｔｙ｜｜≤Ｍ Ｉｌ ｚ—Ｙ｜｜，Ｖ

ｚ，Ｙ∈Ｘ

（１）

记Ｌ（ｘ，ｙ）为映Ｘ人ｙ的Ｉ．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全体，并对每个７１∈Ｌ（Ｘ，ｙ）定义常数Ｌ（丁）为

坩，＝…ｓｕｐｙＥ．ｘ；ｉ＝ｙ蠕．２董７ Ｙ铲
Ｊ．

ｘ．

｜｜

一

¨

㈤

则容易证明，非负泛函Ｌ（·）是Ｌ（Ｘ，ｙ）上的半范数，从而（Ｌ（Ｘ，ｙ），￡（·））是一个赋半范线性
空间．另外，由（２）式易见，Ｌ（丁）＝０当且仅当丁是常值算子（即，存在Ｙ。∈Ｙ使得，Ｖ ｚ∈Ｘ皆
有Ｔｘ＝Ｙ。）．因此，若记Ｑ为常值算子全体，则商空间Ｌ（Ｘ，Ｙ）／Ｑ是Ｂａｎａｃｈ空间．事实上，不难
验证，对任意给定的ｚ。∈Ｘ，Ｌ。。（ｘ，ｙ）一：（Ｔ∈Ｌ（Ｘ，ｙ）：Ｔｘ。＝０｝是Ｂａｎａｃｈ空间而且等距同
构于Ｌ（Ｘ，ｙ）／ＱＥｌ｜．
显然，从Ｘ到ｙ的有界线性算子全体Ｂ（Ｘ，ｙ）是厶（Ｘ，ｙ）的一个真子集，特别地，Ｘ的对
偶空间Ｘ。是Ｌ。（Ｘ，Ｒ）的一个闭子空间．而且，由（２）式易证，若丁∈Ｂ（Ｘ，ｙ），则Ｌ（丁）等于丁
的算子范数ｌＩ丁Ｉ｜．
定义１设｛Ｔ＾≥。ｃ Ｌ（Ｘ，Ｘ）为单参数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族．如果它满足如下两个性质：
（ｉ）Ｔ。＝Ｉ（Ｊ表示Ｘ上的恒等算子），Ｔ，Ｆ＝Ｔｍ（Ｖ ｔ，Ｓ≥０）；
（ｉｉ）Ｖ

ｚ∈Ｘ，映射￡ｈ Ｔ，ｚ在ｔ一０处连续．

则称｛Ｔ，｝渤为ｘ上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进一步地，若存在实常数Ｗ和Ｍ＞０使得，Ｌ（丁。）≤
Ｍｅ“（Ｖ ｔ≥０），则称｛Ｔ，），≥。是指数有界的．
注１

不难验证，若｛Ｔ。）脚是Ｘ上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则Ｖ ｚ∈Ｘ映射￡卜Ｔ∥在整个定

义区问［ｏ，＋ｏｏ）上连续．
易见，Ｃ。一半群嘲，非线性压缩半群‰４１，以及ｋ一一致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半群嘲都是特殊形式的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因而，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算子半群类．值得指出的是，
尽管这些常见的算子半群都是指数有界的，但一般的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半群是否指数有界仍然是

个公开性问题．不过，不难证明：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Ｌ）伽指数有界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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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参见［６］）．

卜·０＋

定义２设｛Ｔ，）伽为Ｘ上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若集合

Ｄ（Ａ）＝｛ｚ∈ｘ：ｊ

ｙ∈ｘ

ｓ．ｔ．Ｙ—ｌｉｒａ！蔓≠！｝
●

～ｔ一０＂ｒ

，

非空，则称｛Ｔ。）脚具有生成元Ａ，其定义为

Ａ：Ｄ（Ａ）一Ｘ，Ａｘ＝ｌｉｍ三兰；
个一

一

（３）

‘

卜．０十

周知，作为特殊的Ｌｉｐｓｅｈｉｔｚ算子半群，Ｃ。一半群的生成元总是存在的．但在非线性情形，算子
半群生成元的存在性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课题．事实上，在文献［３，４］中，作者就以较大篇幅
讨论了压缩算子半群生成元的存在性，并给出了非线性压缩半群无生成元的实例．本文的主要目
的是，运用文［１，６］所提出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方法，通过引入有关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的若干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概念，给出一类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存在生成元的特征刻画，从而将有关线
性算子半群的如下经典结论推广到了非线性情形：Ｃ。一半群的生成元有界当且仅当它一致连续
（即，按算子范数连续）［２］．

２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及其相关性质
这一节，我们引入有关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的若干Ｉ．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概念，并证明其相关

性质．为此，设｛Ｔ，）渤为Ｘ上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并定义集合Ｄ，如下：

Ｄ，一ｆｚ∈ｘ：ｌｉｍ ｉｎｆ卫！垒；二三ｊＬ＜＋ｏ。ｌ
Ｉ

ｆ

卜．ｏ＋

（４）

Ｊ

引理１设Ｘ具有Ｒａｄｏｎ—Ｎｉｋｏｄｙｍ性质，｛Ｌ｝伽指数有界．如果Ｄ，非空，则｛Ｔ，）脚的生成

元Ａ存在，且丽一瓦，其中西表示集合Ｄ的闭包．
证明

设Ｌ（Ｔ，）≤Ｍｅ”．任取ｚ∈Ｄ；，Ｔ＞０．由定义（４）知，存在序列｛ｔ。）。∈。ｃ（ｏ，丁］使得，

ｔ。单调收敛于Ｏ（当，２一＋ｏｏ）且

ｌｉｍ坚等型＝ｌｉｍ ｉｎｆ监等业＜＋。。
进而，存在正常数口使得１

ＴＬｚ—ｚ

（５）

Ｉｌ≤ｄ·ｔ。任意给定ｔ，５∈［ｏ，７１］，ｔ＞ｓ．令ｔ—ｓ—ｋ．ｔ。

＋ｈ。，其中ｋ。为正整数，０＜ｈ。＜ｔ。，则由（５）式可得
ＩＩ Ｔ，ｚ—Ｔ，ｘ ＩＩ＝｜｜丁，Ｚ一，ｚ—Ｔ，ｚ ＩＩ≤Ｍｅ”｜Ｉ Ｔ，，ｚ—ｚ｜Ｉ

≤＾钯”（Ｉｌ丁ｔ。。＋＾。ｚ一丁·。。ｚ ０＋０ Ｔｋ
。一

、

ｎ＾

＾

Ｈ

ｔ

ｘ—ｘ

Ｈ

０）
，

Ｉ。一１

＜Ｍｅ”（Ｍｅ讲Ｈ。Ｉｌ

Ｔｈ ｚ—ｚ

０＋∑｜｜Ｔｃ，＋。ｈｚ一丁以ａＴ Ｉ｜）
Ｉｎ一１

＜Ｍ２ｅ“ｌ｜Ｔｈ。ｚ一．７２

≤＾俨ｅ“（Ｉｌ

０＋Ｍｅ”∑Ｍｅ－Ｊｒ．｜ｌ

７１ｋｚ—ｚ

≤膨ｅ“（０丁ｈ—ｚ
ｎＺ

Ｔ。ｚ—ｚ

Ｉ｜

Ｉ｜＋ａｋ。ｔ。）
ＩＩ＋口（￡一５））

令咒一∞，则得
｜Ｊ Ｔ芦一Ｔ，ｚ｜｜≤Ｍ２ｅ”ａ（ｔ—ｓ）
即，映射ｆ卜Ｔ∥在［ｏ，丁］中是Ｉ。ｉｐｓｃｈｉｔｚ连续的．因此，由ｘ的Ｒａｄｏｎ—Ｎｉｋｏｄｙｍ性质与丁＞０的
任意性知，Ｔ，ｚ在［ｏ，ｏｏ）中几乎处处可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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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ｌｌｍ——＝｜ｉｒａ一，
ｄＴ，ｘ

兀＋，．ＹＣ—Ｔ∥

．．

ｄｆ

ｒ—ｏ＋

ｒ

Ｌ（丁，ｚ）一Ｔ，ｘ

．．

４１

ａ．ｅ．．

ｒ

ｒ．．ｏ十

于是，由定义２可知，Ｔ，ｘ∈Ｄ（Ａ）在［ｏ，ｏｏ）中几乎处处成立．令ｔ一０＋，则Ｔ，ｘ—ｚ，因而ｚ∈
Ｄ（Ａ）．因此，由ｚ∈Ｄ，的任意性知，Ｄ，ｃ

Ｄ（Ａ）．

反向包含关系“万露眄ｃ瓦”直接由定义可得．证毕．
设丁∈Ｌ（Ｘ，Ｘ）．定义算子丁“：Ｌ（Ｘ，Ｒ）一Ｌ（Ｘ，Ｒ）为
（Ｔｌ。厂）（ｚ）＝，（丁ｚ），

厂∈Ｌ（Ｘ，Ｒ），Ｘ∈Ｘ

（６）

以下称丁“为算子丁的ＩＡ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算子‘引，它具有下面基本性质．
引理２嘲设丁∈Ｌ（Ｘ，ｘ），则∥。是有界线性算子，且它的范数等于￡（丁）．
设｛兀）龟。为Ｘ上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记Ｄ，＝∥’，则由引理２知，ｎ是空间Ｌ（Ｘ，Ｒ）上

的有界线性算子．进一步可验证，单参数算子族｛Ｄ，）触具有如下两个性质：
（ｉ）Ｄｏ＝１，口ｎ＝ｎ＋，（Ｖ ｔ，ｓ＞Ｏ）；
（ｉｉ）Ｖ ｆ∈Ｌ（Ｘ，Ｒ），映射￡一Ｄ，厂满足：Ｖ ｚ∈Ｘ，（Ｄ，厂）（ｚ）一（Ｄ，厂）（ｚ）（ａｓ ｔ—ｓ）．

即，｛Ｄ，｝，≥。是一个有界线性算子半群，它在Ｌ（ｘ，Ｒ）的某种“弱”拓扑下连续．文［１，９］称｛Ｄ，）触
为｛兀）渤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半群，定义集合Ｄ（Ｂ）为

Ｄ（Ｂ）一｛，∈Ｌ（ｘ，Ｒ）：ｊ

ｇＥＬ（ｘ，尺）ｓ．ｔ．ｇ（ｘ）＝，ｌｉｍｏ＋！望』２皇掣，Ｖ ｚＥＸ｝（７）

则易知Ｄ（Ｂ）是非空的．事实上，任取厂∈Ｌ（Ｘ，Ｒ），ｔ＞０，令

ｇ，（ｚ）一Ｉ（Ｄ，厂）（ｘ）ｄｒ，Ｖ

ｚ∈Ｘ

（８）

则不难验证，ｇ，∈Ｄ（Ｂ）．
定义算子Ｂ：Ｄ（Ｂ）一Ｌ（Ｘ，Ｒ）为

（Ｂ厂）（ｚ）一ｌｉｍ堡丛４』堕，ｚ∈Ｘ

（９）

‘

ｆ４０＋

设厂∈Ｌ（Ｃ，Ｒ），ｔ＞０，ｇ，如（８）式所定义，则易证
Ｄ，厂一ｆ＝Ｂｇ，

（１０）

进一步可证，若厂∈Ｄ（Ｂ），则
（Ｄ，厂）（ｚ）一厂（ｚ）＝Ｉ（Ｄ，Ｂ，）（ｘ）ｄｒ，Ｘ∈Ｘ（１１）

引理３设｛一｝触具有生成元Ａ，算子召由（９）式定义．如果Ｄ（Ａ）一Ｘ，那么集合

１＂＝｛ｆＥＬ（Ｘ，尺）：ｊ

ｇＥＬ（Ｘ，尺）ｓ．ｔ．ｇ（ｚ）一 ｌｉｒａ—ｆ——（—ｘ——＋———ｒ—Ａ——ｘ——）——－－———ｆ——（—ｘ——）—．
ｒ
Ｈ０＋

ｚＥＤ（Ａ）ｌ

（１２）

是非空的，且Ｄ（Ｂ）∈Ｆ．进一步地，若ｘ具有Ｒａｄｏｎ—Ｎｉｋｏｄｙｍ性质，且｛Ｅ｝渤指数有界，则ｒ
＝Ｄ（Ｂ）

证明

（Ｂ，）（ｚ）一ｌｉｍ里互￡丛生Ｌ二型：ｌｉｍ ｆ—（Ｔ，ｘ）—－－ｆ（ｘ）

设厂∈Ｄ（Ｂ），则由定义知，Ｖ

ｚ∈Ｘ

７

ｒ一０＋

，—－Ｏ＋

（１３）

，

注意到，

ｌｉｍ业王ｊ￡型业：ｏ，ｖ
ｒ斗０＋

ｚ∈Ｄ（Ａ）

（１４）

７

于是，结合（１３）式可得

（Ｂ／）（ｚ）＝ｌｉｍ￡鱼二￡三垒｝Ｌ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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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厂∈ｒ．因此，由厂∈Ｄ（Ｂ）的任意性知，Ｄ（Ｂ）量Ｆ．

设ｘ具有Ｒａｄｏｎ—Ｎｉｋｏｄｙｍ性质，｛ｔ）伽指数有界．若厂∈ｒ，则由定义知，存在ｇ∈Ｌ（Ｘ，
Ｒ）使得，

ｇ（ｚ）一ｌｉｍ￡鱼』上三丛｝Ｌ二』！生，

ｖ ｚ∈Ｄ（Ａ）

将（１４）式代人，得
ｇ（ｚ）：ｌｉｅ

ｆ—（—Ｔ—．ｘ—）了－－——ｆ一（ｘ），

ｖ ｚ∈Ｄ（Ａ）

（１６）

由定义２可证，Ｖ ｚ∈Ｄ（Ａ），向量值函数Ｔ，ｘ在［ｏ，＋ｏｏ）的任何紧子集上是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连续的，
因而，由ｘ的Ｒａｄｏｎ—Ｎｉｋｏｄｙｍ性质知，Ｔ，ｚ在［ｏ，＋ｃｏ）内几乎处处可微，即，Ｔ，ｘ∈Ｄ（Ａ）对几
乎所有的ｔ∈［ｏ，＋ｏｏ）成立．于是，代入（１６）可得，Ｖ

ｚ∈Ｄ（Ａ）

ｇ（ｚｚ）一ｌｉｍ丝墨莩丛型＝１ｉ砰丝立享丛堕，ａ．ｅ．
ｐ０’

ｒ一０‘

即，实函数＾（￡）一厂（Ｚｚ）在［ｏ，ｏｏ）内几乎处处可微，且ｈ’（ｔ）一ｇ（ｔｚ）．两边积分可得
ｆ（Ｔ∥）一，（ｚ）一ｌ

ｇ（Ｔ，．ｘ）ｄｒ，

Ｖ ｚ∈Ｄ（Ａ），ｔ＞０

（１７）

因为Ｄ（Ａ）一Ｘ，所以（１７）式实际上对所有的ｚ∈Ｘ皆成立，即，

ｆ（Ｔ，ｚ）一厂（ｚ）＝Ｉ

ｇ（Ｔ，ｘ）ｄｒ，

Ｖ ｚ∈Ｘ，ｔ＞０

（１８）

于是，求微分得到

础）＝ｌｉ巴丝譬≥堕，ｚ∈ｘ
因此，厂∈Ｄ（Ｂ）且Ｂ厂一ｇ．从而，由，∈ｆ的任意性，ｆ∈Ｄ（Ｂ）．证毕．
注２显然，若生成元Ａ满足Ａ∈Ｌ（Ｘ，Ｘ），则Ｘ。ｃ Ｄ（Ｂ）且Ｂ，一ｆ。Ａ（Ｖ ｆ∈Ｘ。），其
中厂。Ａ定义为（，ａ Ａ）（ｚ）＝ｆ（Ａｘ）（Ｖ ｚ∈Ｘ）．

引理４设丁∈Ｌ（Ｘ，Ｘ），Ａ∈Ｒ满足…＞Ｌ（丁），则盯一Ｔ是Ｘ的同胚映射，（盯一丁）叫
∈Ｌ（Ｘ，Ｘ），且

Ｌ（（盯一丁）＿）≤雨０而
证明
—ｌｌ

设…＞Ｌ（丁）．假设存在ｚ，Ｙ∈Ｘ使得ｋ一丁ｚ＝，ｌｙ—Ｔｙ，则ｌ川·ＩＩ

Ｔｘ—Ｔｙ

（１９）
ｚ—Ｙ

ｌｌ

０≤Ｌ（丁）Ｉｌ ｚ—Ｙ ０，即，Ｉ川≤Ｌ（丁），矛盾．因此，灯一丁是单射．为证明盯一

丁的满射性，对每个Ｙ∈Ｘ，定义算子Ｌ：ｘ—ｘ为
Ｔｙｚ—Ａ一１（Ｔｘ＋ｙ），

ｚ∈Ｘ

易证丁，∈Ｌ（Ｘ，Ｘ）且Ｌ（Ｔ，）一…．１Ｌ（丁）＜１．故，由Ｂａｎａｃｈ压缩不动点定理知，丁，有唯一不
动点，记为ｚ。．显然，Ｙ一２Ｔ，ｚ’一丁ｚ。＝妇。一丁ｚ。．于是，由Ｙ∈Ｘ的任意性知，盯一丁是
满射．
因为，Ｖ

ｚ，Ｙ∈Ｘ，

｜｜（盯一Ｔ）ｘ一（盯一Ｔ）ｙ ｌ｜一０ Ａ（ｚ—ｙ）一（Ｔｘ—Ｔｙ）０≥（ＩＡＩ—Ｌ（丁））ＪＩ ｚ—Ｙ ０
所以，由定义直接可得不等式（１９）．证毕．

３生成元的存在性
本节运用上一节所介绍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思想，证明关于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生成元存
在性的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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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定理１设Ｘ具有Ｒａｄｏｎ—Ｎｉｋｏｄｙｍ性质，｛丁，）渤为Ｘ上的指数有界Ｉ。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如
果ｌｉｍ Ｌ（Ｔ，一Ｊ）一０，则存在ｘ的同胚变换ｙ使得，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ｙ丁，Ｖ１｝脚具有唯一

生成元Ａ。且Ａ。∈Ｌ（Ｘ，Ｘ）．从而，｛丁ｆ｝伽具有唯一生成元Ａ且Ｄ（Ａ）一Ｘ．
反之，若｛Ｔ，｝脚具有生成元Ａ∈Ｌ（Ｘ，Ｘ），则ｌｉｍ

Ｌ（Ｔ。一，）＝０．

ｆ÷０＋

证明设ｌｉｍ Ｌ（Ｔ，一，）一０，则由｛Ｌ｝脚的半群性质易证：作为Ｌ（Ｘ，Ｘ）值映射，ｆｐ丁，在
ｆ一０十

［ｏ，＋。。）中连续，因而存在艿＞０使得，Ｖ ｔ∈（ｏ，艿），Ｌ（ｔ一，）＜１．给定ｔ。∈（ｏ，艿），并令

Ｖ一∞丁，ｄ，．
ｆｏ

Ｊ

’

ｏ

因为Ｌ（Ｉ—ｙ）＜１，所以，由引理４知，ｙ（一Ｉ一（，一ｙ））是Ｘ的同胚映射，且ｙ－１∈Ｌ（Ｘ，ｘ）．
注意到，Ｖ ｔ＞０，

ｙｔ—ｙ＝丢（Ｃ却ｒｄｒ—ｆｒｄｒ）

ｃ２。，

我们得到，ｌｉｍ ｒ一（ＶＴ，Ｖ～一Ｊ）一ｔ０１（７１“Ｖ～一Ｖ１）．因此，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ｙＴ，Ｖ－１）ｆ≥ｏ具
有生成元Ａ。，且Ａ。一ｔ０１（一。Ｖ～一Ｖ＿１）∈Ｌ（Ｘ，Ｘ）．显然，Ａ。是唯一的．
设Ｄ，如（４）式所示，ｚ∈Ｘ．因为
ｌｉｍ

ｉｎｆ！！！兰二兰！！一１ｉｍ ｉｎｆ！！！二：！！！！竺！二！二：！！兰！

ｆ—ｏ＋ｔ

ｆ．ｏ＋ｔ

Ｌ（Ｖ．１）“ｍ．．≯‘竖等些

＝圳－１）“ｉ，ｎ。≯‘螋鲨半
’

ｆ—－０。

‘

卜．０十

≤Ｌ（Ｖ＿１）‘Ｌ（Ａ。）。ｌｌ

ｙｚ

Ｉｌ

所以，ｚ∈Ｄ，，进而由．２７∈Ｘ的任意性知，Ｄ，＝Ｘ．于是，由引理１知，（Ｌ｝具有生成元Ａ，且

丽一瓦一Ｘ．

设｛Ｔ，）渤具有生成元Ａ∈Ｌ（Ｘ，Ｘ）．令Ｄ。＝Ｚ’，Ｂ如（９）式所定义．则由注２知，ｘ’ｃ
Ｄ（Ｂ）．故，由（１１）式可证，Ｖ ｔ＞０，ｆ∈Ｘ。，ｚ∈Ｘ，
ｒｆ

ｆ（Ｔ∥）一厂（ｚ）＝（Ｄ，厂）（ｚ）一厂（ｚ）＝Ｉ（Ｄ，Ｂｆ）（ｘ）ｄｒ
Ｊｏ

＝ｆ（Ｄｒ（厂。Ａ））（ｚ）ｄｒ＝，ｔ。厂（Ａ丁Ｊ）ｄ，一

叩，～）＝ｓ神ｕｐ坚与每掣

于是，Ｖ ｔ＞０，

ｉ了ｒＩＩ—一
＝ｓ，ｕ≠ｐ，南，∈ｘ，．ｕ只。：，Ｉ＿ｆ：（厂ｃＡＴｒｚ，一厂ｃＡ丁，ｙ，，ｄｒ
．．

．．

１ｆ（Ｔ。ｚ）一厂（ｚ）一（厂（Ｌｙ）一厂（ｙ））Ｉ

一驾，∈Ｘ？只ＩＩ：１————可ＩＩ
。≠ｙ』∈。，“／＝

＂＜ｓ哟ｕｐ南肛小ＩＩ
九

≤Ｌ（Ａ）·ｌ
Ｊ

显然，ｌｉｍ Ｌ（Ｌ—Ｊ）一０．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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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１设｛Ｔ，），≥。为Ｘ上的Ｃ。一半群，则｛Ｔ，），≥。的生成元有界当且仅当ｌｉｍ

ｌｌ丁，一川一

１４０＋

０（即，｛Ｌ），＞。一致连续）．
证明

注意到，当丁。（￡≥ｏ）为线性算子时，定理１中ｙ是Ｘ上的同构映射．此时，｛瓦｝。≥。的

生成元Ａ与Ａ。满足关系式：Ａ。一ＶＡＶ＿。．因此，Ａ有界当且仅当Ａ，有界．于是，该推论由定理
１直接得证．证毕．
注３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非线性情形，定理１中的映射ｙ是非线性的，因而，关系式Ａｖ＝

ｙＡｙ－１不一定成立．尽管如此，仍有理由猜测：｛Ｔ，）御具有生成元Ａ∈Ｌ（Ｘ，Ｘ）当且仅当
ｌｉｍ

Ｌ（Ｚ—Ｊ）＝０．

１—０＋

、

定理ｌ的意义还在于，它表明，一个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生成的算子半群具有非常强的连续性，而

这种“强”连续性使得该半群可以延拓为算子群．事实上，若｛Ｔ，）脚由Ａ∈Ｌ（Ｘ，Ｘ）生成，则由定
理１知，当ｔ＞０充分小时，Ｌ（丁，一，）＜１。于是，由引理４得知，当ｆ＞０充分小时，ｚ可逆且丁．＿１

∈Ｌ（Ｘ，Ｘ）．进一步运用｛丁。｝触的半群性质可证明，Ｖ ｔ＞０，Ｔ，可逆且丁＿『１∈Ｌ（Ｘ，Ｘ）．若定
义｛Ｚ）。∈Ｒ为：亍ｌ一兀，ｔ≥０；亍ｆ＝丁二ｊ，ｔ＜０．则易验证，｛Ｚ）。∈Ｒ是一个算子群，且满足：
ｌｉｍＬ（Ｔ，一Ｊ）＝０．
ｆ一０

结论尽管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与线性算子半群之间存在许多本届：上的差距，但多年
来对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的研究表明，作者提出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对偶方法能够将有关非线性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的许多研究课题转化为相关的线性问题．事实上，作者运用这一思想对非线性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的许多性质作了较系统的研究，获得了较为深刻的结果ｎ’６＿１…．本文运用这一思
想给出了一类非线性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存在生成元的特征刻画，这只是为研究非线性算子半群
生成元存在性问题而作的一个尝试．希望本文的工作能够在有关非线性算子半群的研究方面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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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半群所具有的基本渐近性质相一致),证明了作为线性算子对数范数的非线性推广,Dahlquist数能用于刻划非线性Lipschitz算子半群的渐近性质.为克
服Dahlquist数只对Lips-chitz算子有定义的缺点,本文引入一个全新的特征数:广义Dahlquist数,并证明广义Dahlquist数比Dahlquist数能更为精确地刻
划Lipschitz算子半群的渐近性质.作为应用,得到关于Hopfield型神经网络全局指数稳定性的一个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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