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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向量和向量组
向量空间和子空间
线性相关性
空间的张成
维数、基底与坐标
构成基底的条件
基底变换
基底变换的实例

【本章要点】

1. 向量组的概念  

1.1 向量  

【定义】  个有次序的数  所组成的数组称为  维数组，这  个数称为该向量的  个分
量，第  个数  称为第  个分量。

 维向量可以写成一行，称为  维行向量；
 维向量也可以写成一列，称为  维列向量。

在计算机领域中，无论是行向量还是列向量，都按照矩阵的运算规则进行运算，即：将向量转换成二

阶矩阵来进行结算。

在默认情况下，如果没有指明是行向量还是列向量，都当作列向量。

在本课程中，我们统一使用黑体小写斜体字母表示，这也是标准表达方式。（在部分 Slide 或者代码中
可能会使用 A，B，C 类似的大写英文斜体字母，这也不错，此时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张量，因为，所
有的向量都可以理解为一阶张量。）

使用  表示列向量；
使用列向量的转置用来表示行向量，如： 。

假设： ，则有： 

其中  是一个列向量，  是一个行向量。

1.2 向量组  

若干个同维数的列向量（或同维的行向量）所组成的集合叫做向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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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矩阵 有 个 维列向量：  , 。它们组成的向量组 

 称为矩阵 的列向量组。
一个 矩阵 又有 个 维行向量： , 。它们所组成

的向量组  称为矩阵 的行向量组。

由有限个向量所组成的向量组可以构成一个矩阵。

个 维列向量所组成的向量组 ，构成一个  的矩阵：
。

个 维行向量所组成的向量组 ，构成一个 的矩阵： 。

2. 向量空间和子空间  

2.1 向量空间  

在解析几何中，我们把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称为向量，并把随意平行移动的有向线段作为向量的几何

形象。在引入坐标系后，这种向量就有了坐标表示式。例如，由三个有次序的实数组成的有序列，我们
称为3维向量。当有序数  时，  维向量可以把有向线段看作几何形象；当  时  维向量就不
再具有这种几何形象了，但是我们依然沿用几何术语。

三维向量空间

在几何中，空间通常作为点的集合，即作为空间的元素是点，这样的空间称为点空间。我们把3维向量
的全体所组成的集合：  叫做三维向量空间。

在点空间取定坐标系以后，空间中的点 与3维向量  之间就存在一一对应的关
系，因此，向量空间可以类比为取定了坐标系的点空间。

向量的集合：  也叫做向量空间 中的平面。

 维向量空间

类似地，  维向量的全体所组成的集合：  叫做  
维向量空间。

 维向量的集合  叫做  维向量空间  
中的  维超平面。 

 维向量有着广泛的实际意义。例如，为了确定飞机的飞行状态，我们需要6个参数。表示飞机重心在
空间的位置需要3个参数x,y,z; 此外，还需要3个参数，机身的水平转角 ， 机身的仰角 

，以及机翼的转角 。如此，6个参数组成一个6维的向量，就可以用
来描述一架飞机的飞行状态了。

下面我们将给出标准的向量空间的定义：

【定义】 令𝑽为一定义了加法和标量乘法运算的几何空间。这意味着，对𝑽中的每一对元素𝒙和𝒚，可唯
一对应于𝑽中的一个元素𝒙+𝒚，且对每一个𝑽中的元素𝒙和每一个标量𝑎，可唯一对应于𝑽中的元素𝑎𝒙。如
果集合𝑽连同其上的加法和标量乘法运算满足下面的公理，则称𝑽为 向量空间（vector space）

A1. 对𝑽中的任何𝒙和𝒚，𝒙+𝒚=𝒚+𝒙
A2. 对𝑽中的任何𝒙,𝒚和𝒛， (𝒙+𝒚)+𝒛=𝒙+(𝒚+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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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𝑽中存在一个元素0,满足对任意的𝒙∈𝑽,都有𝒙+𝟎=𝒙
A4. 对每一𝒙∈𝑽,存在V中的元素𝒙和𝒚,满足𝒙+(−𝒙)=𝟎
A5. 对任意标量𝑎， 及𝑽中的元素𝒙和𝒚，有𝑎(𝒙+𝒚)=𝑎𝒙+𝑎𝒚
A6. 对任意标量𝑎和𝑏，及𝒙∈𝑽，有(𝑎+𝑏)𝒙=𝑎𝒙+𝑏𝒙
A7. 对任意标量𝑎和𝑏，及𝒙∈𝑽，有(𝑎𝑏)𝒙=𝑎(𝑏𝒙)
A8. 对所有𝒙∈𝑽,有1∙𝒙=𝒙

2.1 向量空间  

给定一个向量空间 ，常常会用到在 上定义的运算意义下 的一个自己所构成的向量空间。

【定义】 若 为向量空间 的非空子集，且 满足如下条件：
1) 对任意标量 ，若向量 ，则 ;
2) 若 且 ，则 .

则 称为 的子空间(subspace)。

条件一说明， 在标量乘法意义下是封闭的，即 中的一个元素乘以一个标量，结果仍为 中的一
个元素；
条件二说明， 在加法意义下是封闭的，即两个 中元素的和仍为 中的元素。

因此，基于空间S的全集所构建的数学系统将满足向量空间的所有公理和性质。向量空间的任何子空间仍
为向量空间。

3.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3.1 线性组合  

【定义】 给定向量组 A: ，对于任何一组实数 ，向量 
 称为关于向量组 A 和系数 的线性组合， 称为线性组的系数。

给定向量组 A:  和向量 ，如果存在一组数 ，使 b 
，则向量  是向量组 A 的线性组合，这时称向量 b 能由向量组 A 线性表

示。

扩展到方程组：

向量 能够由向量组 A 线性表示，也就意味着由它们构成的方程组：  有
解。

3.2 线性相关性  

【定义】 给定向量组 : ，如果存在不全为零的数 ，使得 
，则称向量组 是线性相关的，否则称它线性无关。

说向量组  线性相关，通常是指  的情况。

当 时，该定义也成立，这意味着向量组只包含一个向量，对于只含一个向量  的向量组，

当  时，线性相关；
当  时，线性无关。

当 时，即向量组包含两个向量 ，它线性相关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的分量对应成
比例，其几何意义是两向量共线。

当 时，三个向量线性相关的几何意义是三向量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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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相关的正向推导
向量组 A:  线性相关，也就是在向量组 A 中至少有一个向量能由其余 m-1 个向
量线性表示。这是因为：如果向量组 A 线性相关，则有不全为0的数  使 

。因为  不全为 0，不妨设 ，于是便有：
，即 能由  线性表示。

线性相关的反向推导
如果向量组 A 中有某个向量能由其余 m-1 个向量线性表示，向量组 A 线性相关。不妨设  能由 

 线性表示，即有  使 ，于是：
.

因为  这  个数不全为0（至少 ），所以向量组 A 线性相关。

扩展到方程组

当方程组中有某个方程是其余方程的线性组合时，这个方程就是多余的，这时称方程组（各
个方程）是线性相关的；

当方程组中没有多余的方程，就称该方程组（各个方程）线性无关（或线性独立）。

给定向量组 A:  构成矩阵 A: ，如果向量组  线性相关，则齐次
线性方程组 ，即  有非零解。 

向量组  线性相关的 充分必要条件 是它所构成的矩阵 A  的秩小于
向量个数 ；
向量组线性无关的 充分必要条件 是 。

求矩阵的秩的方法，需要将矩阵进行初等变换。基于Python，我们可以使用numpy库来实现，不需要
手动求取，基本方法如下：

 

4. 张成的空间  

4.1 空间张成的定义  

【定义】 令 为向量空间 中的向量(组)。 （其中
为标量）为向量 的线性组合。向量 的所有线性组合构成的集合称为

的张成（span），记作：Span 。

【例】 3维空间 中向量 和 的张成为：所有形如

的向量的集合，此时 Span

为 的一个子空间。这个子空间从几何上可表示为所有 平面内3维空间的向量。

import numpy as np

np.lialg.matrix_r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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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得出结论， 的张成为所有形如 的向量的集合。因此 Span

。

4.2 子空间  

【定理】 若  为向量空间 中的元素，则Span( )为 的一个子空间。

证明：要证明Span( )为向量空间 的子空间，即证明在Span( )中，标量积
和向量和具有封闭性。

1. 令𝛽为一标量，并令 为Span( )中的任意一个元素。
由于 ，因此，  。标量积
的封闭性得证。

2. 令 ， ，则：
。向量和的封闭性得证。

因此，Span ( ) 是 的一个子空间。

4.3 向量空间中的向量  

下面，我们讨论在三维空间中，不同数量的向量在向量空间中的张成的形态问题。

假设存在3个非零三维向量 和一个三维空间 。
在默认情况下，  都表示空间  中的一个确定的点，或者分别表示为一条以原点(0,0,0)为起点，

为终点的有向线段。

下面讨论这三个向量在空间  中的张成。

1. 第一种情况：一个向量的张成 

只存在向量 𝑢 和标量 𝑎∈R，𝑎𝑢将确定空间中的一条直线。

由于向量 在 三个方向上的坐标是固定的，因此可以认为向量𝑢是空间中的一条固定的有向线段，
因此线性组合 将覆盖向量𝑢所在的直线，换句话说， 将确定三维空间 中一条过原点(0,0,0)的直
线。

2. 第二种情况：二个向量的张成 

存在向量  和标量 ，  将确定空间中的一个平面或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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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时，  的所有线性组合将确定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与 𝑢,𝑣 所在的
直线重合。(等同第一种情况)
当  不在同一条直线时，  将表示为两条过原点(0,0,0)的直线，并且相交于原点。根据两
条不共线的直线确定一个平面的定理，不共线的向量  将确定一个过原点的二维平面。

3. 第三种情况：三个向量的张成 

存在向量  和标量 ，  将确定空间中的一个平面或一条直线。

当  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时，  的所有线性组合将确定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与 
 所在的直线重合。(等同第一种情况)

当  位于同一个平面时，或任意两个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时，  的所有线性组合
将确定一个平面，这个平面与  所在的平面重合。(等同第二种情况)
当  不在同一个平面时，  将表征整个三维空间 ，也就是说  中的任意一
个点都可以通过  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4.4 空间张成的例子  

下面讨论这三个向量在空间  中的张成。

第一种情况：

向量  和  是两个线性无关的二维向量，它们构成了二维空间中的一组基底，因此它们的张成
空间就是整个二维空间。

第二种情况：

向量  和  存在着如下关系 ，即  是线性相关的共线向量，它们的张成空间
是一条经过原点(0,0)的一条直线。 

第三种情况：

向量  和  是一组线性无关的向量，但是根据向量在空间中的特性，两个不相关的向量只能确
定一个过原点的平面，因此它们张成的空间是一个经过原点(0,0,0)的平面。

第四种情况：

此处，存在三个不同的向量 ，但是我们发现它们之间存在 ，也就是说向
量  可以用 来表征，它们之间存在线性相关性。所以，可以说这三个向量中有一个向量是
多余的。因此，对于只存在两个线性无关向量（剔出一个可被合成的向量后）的向量空间，向量 

 的张成空间是一个经过原点(0,0,0)的平面。相似地，对于向量 ，它们所张成的空间也
是一个经过原点(0,0,0)的平面，此时 ，  可以被向量  线性表示，因此 

 是一个可以被剔除的向量。

第五种情况：

向量 是三个典型的线性无关向量，它们可以组成三维空间的一组基底，因此它们的张成
空间是整个三维空间。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得到一些结论：向量的个数和维数都不是张成空间维数及形态的决定因素，还
需要与向量的线性无关性及秩进行整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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