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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基底的条件
基底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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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点】

1. 理解基底变化和坐标变换的原理
2. 学会从将标准基 下的坐标迁移到特定基 ，并求转移矩阵
3. 学会从将特定基 下的坐标迁移到标准基 ，并求转移矩阵
4. 学会从将特定基 下的坐标迁移到特定基 ，并求转移矩阵
5. 重点掌握配合Python描述实现上述功能

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同一个向量在不同的基（坐标系）下有不同的表示（坐标），那么不同的基
与不同的坐标之间又有怎么样的关系呢？其实，很多应用问题都可以通过从一个坐标系转换为另一个坐
标系而得到简化。

图一:

图二：

在一个向量空间中转换坐标和从一组基转为另外一组基本质上是相同的。本节中，我们讨论从一个坐标
系转换为另一坐标系的问题，并证明它可以通过将给定向量  乘以一个非奇异矩阵 来实现。乘积

为新坐标系下的坐标向量。

1. 行空间和列空间  

如果A是一个 的矩阵，A的每一行为一个实的n元组，于是可以将其看成是  中的一个向量。
对应于A的 个行的向量称为A的行向量（row vector），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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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A的每一列可以看成是 中的一个向量，且称这 个向量为A的列向量(column vector)，记
作：

 

【定义】 如果A为一个 的矩阵，由A的行向量张成的 的子空间称为A的行空间(row space)。
由A的各列张成的 的子空间称为A的列空间(column space)。

【例4.1】 令 ，则:

A的行空间有如下形式的三元组：

A的列空间是所有如下形式的向量：

因此，A的行空间为一个 的二维子空间，且A的列空间为 。

2. 矩阵乘法的新视角  

2.1 基于行视角矩阵乘法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矩阵和向量相乘的运算法则。假设存在一个 维向量 和一个 的矩阵 ，它
们相乘的规则如下：

不难发现，矩阵 第 行的行向量的各成分和列向量 各成分分别相乘后再相加，得到的就是结果向量
中的第 个成分。这个计算方法就是多次应用了向量点乘的定义式，即：

对于矩阵和向量的乘法运算，以上就是按行计算的展示，这也是常规的计算规则。但看上去只是一种规
范性的计算法则，并没有太多的几何意义和内涵。下面我们给出另外一种从列的视角来解释的矩阵乘
法。

2.2 基于列视角矩阵乘法  

我们依然以一个 维向量 和一个 的矩阵 的乘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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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拆解方式，依然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不难发现的是，矩阵 第 列的列向量的各成分和列向
量 对应的第 行相乘，得到的是结果向量 中的第 个成分。 相乘的运算就简化成了两个向量的点
乘，即：

。

这个结果很有趣，从列的角度来看，矩阵 与向量 的乘法，实质上对矩阵A的各个列向量进行线性组合
的过程，每个列向量的系数就是向量 的各个对应成分。

【例4.2】 给出矩阵乘法

通过乘法计算， 终所得到的结果向量是：位于矩阵第一列的列向量 的3倍加上位于第二列的列向

量的 的5倍。

【小节】

综上所述，一个矩阵和一个向量相乘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对位于原矩阵各列的列向量重新进行线性组合的
过程，而在线性组合的运算过程中，结果中的各个系数就是乘法运算的列向量中所对应的各个成分。这
是一种从列的角度去看待矩阵与向量乘法的新视角。

3. 基于基底变换的坐标变换  

在进行坐标变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将其解释为基底变换，事实上坐标变换和基底变换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理解为是一回事。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向量的基底变换，因为在空间中，我们通常将向
量称成为坐标。所不同的是，基底变换描述的是坐标的参照体系的变换，而坐标变换描述的是一个向

量在不同坐标系下的具体的值。

简单的说，我们给定一个基于特定基底 的坐标 ，其坐标变换的实质就是将该坐标 从基底 迁移到基
底 ，得到新的坐标。

此处我们可以将坐标变换表示为： .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在坐标的定义。

3.1 基于基底的坐标  

【定义】 假设二维空间 存在标准基为 ，任何 中的向量 都可以表示为线性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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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量 和 可以看成是 在标准基下的坐标。

事实上，对任意 的基 ，给定向量 可唯一地表示为线性组合: ，标量 为 相应
于基 的坐标。对基中的元素进行排序，使得 为第一个基向量， 为第二个基向量，并将这个有序
的基记为 。然后称向量 为 对应于 的坐标向量。注意，如果交换基向量的顺序为
，则必须同时交换坐标向量。 对应于 的坐标向量为 。当使用下标基时，例如 ，下
标就表示基向量的一个顺序。

【例4.3】 令 ， 。向量y和z线性无关，且构成 的一组基。向量 可
写为线性组合: x=3y+z。

因此，x相应于[y, z]的坐标向量是 。从几何上看，坐标向量表示如何从原点移动到点(7,7)，即首
先沿着y方向，然后沿着z方向。而如果把z看作是第一个基向量，y是第二个基向量，则：x=z+3y。

x对应于有序基[z, y]的坐标向量为 。从几何上看，这个向量告诉我们如何从原点移动到点(7,7)，
即首先沿着z方向，然后沿着y方向移动。

【例4.4】人口迁移 假设一个大城市的总人口保持相对固定；然而，每年6%的人从城市搬到郊区，2%
的的人从郊区搬到城市。如果初始时，30%的人生活在城市，70%的人生活中郊区，那么10年后这些比
例有什么变化？30年后呢？50年后呢？长时过程意味着什么？

解：人口的变化可由矩阵乘法确定。若令： 及 。其中0.94表示一年后

仍然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比例，0.02表示从郊区搬到城市的人口比例；0.06表示从城市搬到郊区的人口比
例，0.98表示仍然生活在郊区的人口比例。

则，1年后，在城市和郊区生活的人口比例可由  求得。2年后的比例可由
求得。一般地，n年后的比例可由 给出。如果计算n=10，30和50时的百分比，并将它们舍
入到 接近的百分比，我们有：

上式中矩阵乘法的部分，我们可以使用Python来编程实现：

import numpy as np

# np.set_printoptions(formatter={'float': '{: 0.2f}'.format})

A0 = np.array([[0.94,0.02],[0.06,0.98]])

x = np.array([[0.3],[0.7]])

n = 50

years = [1,2,10,30,50]



【结果分析】

当n持续增加时，向量序列 将收敛到极限 。向量x的极限称为该过程的稳
态向量（steady-state vector）。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查询有关马尔可夫过程(Markov process)的相关
文献。

3.2 从矩阵乘法的角度理解基底变换（坐标变换）  

3.2.1 基于二阶方阵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  

前面我们说过向量的坐标必须依托于基底的选取，也就是说，向量的坐标在明确了基底的前提下才有实
际意义。而对于二维列向量，我们说它对应到空间中的坐标是(x,y)，其实就是基于默认基底：

. 那么二维基向量的完整表达就应该是：

。

下面我们就利用这个概念来讲矩阵与向量的乘法运算进行展开，进一步理解坐标变换的过程。

给定一个矩阵 ，若存在向量 ，则它们之间的乘法关系可以表示为：

更连贯地表达，我们可以认为在矩阵 的作用下，向量 将从标准基迁移到一个新的基下，即完

成了坐标变换。

=> 

具体而言，通过乘法运算，矩阵把向量的基底进行了变换，旧的基底 变成了新的基底

。映射前由旧的基底分别乘以对应的坐标(x,y)来表示其空间位置；而映射后，很自然地想

到是由新的基底去乘以坐标(x,y)来表述坐标在新的基底下的空间位置：

。该映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A = A0

for year in range(n):  # year的取值范围是[0:49],其中0为第一年，49为第50年

    res = np.dot(A, x)    

    A = np.dot(A, A0)

    if year+1 in years:

        print('{:2d}年后的居住比例为：{}'.format(year+1, res.T))

 1年后的居住比例为：[[0.296 0.704]]

 2年后的居住比例为：[[0.29232 0.70768]]

10年后的居住比例为：[[0.27171942 0.72828058]]

30年后的居住比例为：[[0.25409831 0.74590169]]

50年后的居住比例为：[[0.25077332 0.7492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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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综合矩阵的乘法公式不难发现：

1. 矩阵A的第一列 就是原始的 方向上的标准基 变换所得到的目标位置（基于新基向量的坐

标），而第二列 就是 方向上的标准基 映射后的目标位置（基于新基向量的坐标）。

2. 映射后得到的新向量，如果以向量 为基底那么其坐标仍然是(x,y)；如果以标准基

为基底，那么其坐标就变为 。

3.2.2 基于三阶方阵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  

下面我们再研讨一下三阶方阵和三维列向量相乘的例子，其运算规则也满足二阶变换的原理。

【结果分析】

与二阶方阵相相似，

1. 三阶方阵将三维列向量的基底做了映射转换，方阵的第一列 是原基向量 映射后的目标位

置（新目标向量），方阵的第二列 是基向量 映射后的目标位置（新的基向量），而方阵

的第三列 则是原始向量 映射后的目标位置（新的基向量）。

2. 映射后的目标向量如果在新的基底 ，其坐标仍然是 。如果回到原始

基底 下来看，将新的基底 和其所对应的坐标 相

结合，就能得到默认原始基底的坐标值，具体表示为: .

3.2.3 基于m×n阶方阵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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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讨论更一般的例子，给定一个矩阵 和向量一个 维列向量 。我们按照上面的步骤计

算矩阵 和向量 的乘法，可以得到：

.

在 形状大小的矩阵 的作用下，原始的 维向量 被映射了新的 维度基向量 ，原始

的 维向量 被映射成了新的 维基向量 。原始的 维基向量 被映射成了新的m维基向

量 .

【结果分析】

从推导结果可以发现，映射前后的坐标维度发生了变换，原始的 维列向量变成了 个 维列向量线性
组合的形式，其 终的运算结果是一个 维的列向量。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映射后的向量维数和
原始向量维数的关系取决于映射矩阵的维数 和 的关系：

，映射后的目标向量维数大于原始向量的维数。但 时，矩阵A中的 个列向量不足以
表达 维空间中的所有向量。因此，这 个向量无法成为 维空间的基底。

，目标向量的维数小于原始向量的维数，则 个向量中，一定存在线性相关的向量，因此它
也无法构成基底。

，方阵，目标向量维数与原始向量一致。此时，如果这 个向量线性无关，则它们就能够构
建一组新的基底。

事实上，如果映射前后向量的维度发生了变换，也并不意味着坐标无法进行变换。在这种情况，坐标将
从一个空间转换到了另外一个空间，而这两个空间具有完全不同的空间系统，因此基底的维数也可能产
生不同。即转换前后的空间可能会具有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阶数，在实际应用中，这种空间转换同样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用处。例如，一个自然场景的图片，从RGB颜色空间（红绿蓝），转换为CMYK颜
色空间（青、洋红（品红）、黄、黑）。

3.3 从标准基开始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  

一旦决定使用一组新的基，就需要寻找在这组基下的坐标。例如，假设我们希望用一组不同的基代替
中的标准基 ，不妨设

事实上，我们希望做的是在两个坐标系间进行转换。考虑下面两个问题：

1. 给定一个向量 ，求它在 和 下的坐标。

2. 给定一个向量 ，求它在 下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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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先求解任务2，因为它相对简单。为了将基 转换为标准基 ，我们必须将原来的
基元素 和 表示为新的基元素 和 。

由此得到：

因此 相应于 的坐标向量为：

如果令：

则给定任何相应于 的坐标向量 ，求相应于 的坐标向量 ，我们只需要用 乘以 ，就可以
得到转移公式：

.

此时，称 为有序基 到基 的转移矩阵(transition matrix).

为了求解任务1，我们需要求从 到 的转移矩阵。任务1中的矩阵 是非奇异的，因此它的
列向量 和 线性无关。由上面的转移公式可以得到

因此，给定向量 

我们只需要乘以 即可求出在 下的坐标向量。其中， 为从 到 的转移矩阵。
                

逆矩阵的求解方法：假设存在矩阵A，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新的矩阵 ，然后对B进行初等
行变换，目标是将A转换为单位矩阵I。当新的矩阵产生的时候，I的伴随矩阵就是A的逆矩阵
。即， .

【例4.5】 令 及 。求 相应于 和 的坐标向量。

解：根据前面的思路，从 到 的转移矩阵为 的逆矩阵，其中: .

因此,

即 为要求的坐标向量，且 。

上式中，我们可以使用Python来求解转移矩阵 的逆矩阵 和矩阵与向量之间的乘法，表达为:



 

【例4.6】 令 。求从 到 的转移矩阵，并确定 相
应 的坐标向量。

解：从 到 的转移矩阵为：

由此，从 到 的转移矩阵为：

向量 相应于 的坐标向量为：

于是有： 。

与【例5.5】相似，求逆矩阵和矩阵乘法的操作，我们同样可以使用Python来实现。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U = np.array([[3,1],[2,1]])

x = np.array([[7],[4]])

U1 = linalg.inv(U)

c = np.dot(U1, x)

print('U的逆矩阵为: \n {}'.format(U1))

print('新坐标c为: \n {}'.format(c))

U的逆矩阵为: 

 [[ 1. -1.]

 [-2.  3.]]

新坐标c为: 

 [[ 3.]

 [-2.]]

# 求矩阵的逆矩阵更标准的是使用matrix类型.I方法，具体如下：

U = np.mat([[3,1],[2,1]]) # 将numpy数组转换为matrix类型

U2 = U.I # 使用matrix.I属性获得矩阵的逆矩阵

print(U2)

#下面使用numpy数组的inv()方法求数组的伪逆数组，该方法也被称为广义逆矩阵。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U1 = linalg.inv(U)

[[ 1. -1.]

 [-2.  3.]]



3.4 从任意基开始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从一组非标准基 到另一组非标准基 的坐标变换问题。假设对给定的向
量 ，它相应于 的坐标为： 。

现在，我们希望将 表示为和基 对应的坐标 。即，求标量 ，使得：

。

若令 ，且 ，则上面的方程可以写成矩阵形式： ，由此可以得到：

。

因此，给定 中的向量 及其对应的有序基 的坐标向量 ，要求 相应于新基 的坐标向
量，只需将 乘以 到 的转移矩阵

【例4.7】 求从 到 的转移矩阵，其中

及

解: 从 到 的转移矩阵为：

相似地，矩阵 的转移矩阵 和矩阵乘法，也可以使用Python来完成。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B = np.array([[1,-2],[-1,3]])

x = np.array([[1],[2]])

B1 = linalg.inv(B)

c = np.dot(B1, x)

print('B的逆矩阵为: \n {}'.format(B1))

print('新坐标c为: \n {}'.format(c))

B的逆矩阵为: 

 [[3. 2.]

 [1. 1.]]

新坐标c为: 

 [[7.]

 [3.]]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U = np.array([[3,1],[2,1]])

V = np.array([[5,7],[2,3]])

U1 = linalg.inv(U)

S = np.dot(U1, V)

print('U的逆矩阵为: \n {}'.format(U1))

print('转移矩阵为: \n {}'.for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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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从 到 的转换可以看成是一个两步的过程。首先从 转换为标准基 ，然后再从
标准基转换为 。给定向量空间 中的向量 ，若 为 相应于 的坐标向量，且 为 相应于

的坐标向量，则：

因为V是从 到 的转移矩阵，且 是从 到 的转移矩阵，由此得到：

 及 

于是

如前所述，我们得到了从 到 的转移矩阵为 。下面给出一个形象化的图示：

3.5 一般向量空间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  

前面所述的所有结论都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任意有限维的向量空间中，我们从定义一个n维向量空间的
坐标向量开始讨论。

【定义】 令V为一向量空间，且令 为V的一组有序基。若 为 中的任意元素，则

可写为：

其中 为标量。因此可以将每一个向量 唯一对应于 中的一个向量
。采用这种方式定义的向量 称为 相应于有序基 的坐标向量，并记为 ， 称为 相对于 的坐标。

前面的例子均假设坐标变换在 中进行，类似的方法也可应用于 。在 中，转移矩阵将为n×n矩
阵。

【例4.8】 若  及 ，令：

求：（1）从E到F的转移矩阵；（2）求 相应于有序基F的坐标。

解：（1）E到F的转移矩阵为：

U的逆矩阵为: 

 [[ 1. -1.]

 [-2.  3.]]

转移矩阵为: 

 [[ 3.  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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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坐标 相应于有序基 的坐标向量为：

【拓展验证】：验证基底变换前后的恒等性

下面我们使用Python来描述：（1）求转移矩阵；（2）计算 相应于有序基F的坐标；（3）验证基底
变换前后的恒等性。

# 【例8】 若 𝑥=3𝑣1+2𝑣2−𝑣3  及  𝑦=𝑣1−3𝑣2+2𝑣3 ，令：

# 𝐸=[𝑣1,𝑣2,𝑣3]=[(1,1,1)𝑇,(2,3,2)𝑇,(1,5,4)𝑇] 
# 𝐹=[𝑢1,𝑢2,𝑢3]=[(1,1,0)𝑇,(1,2,0)𝑇,(1,2,1)𝑇]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from numpy import * 

E = np.array([[1,2,1],[1,3,5],[1,2,4]])

F = np.array([[1,1,1],[1,2,2],[0,0,1]])

x = np.array([[3],[2],[-1]])

y = np.array([[1],[-3],[2]])

# 1. 求转移矩阵S

# S = U^-1 V

S = np.dot(linalg.inv(F), E)

print('S=\n{}'.format(S))

# 2. 计算x,y相应于有序基F的坐标

xF = np.dot(S, x)

yF = np.dot(S, y)

print('xF=\n {}, \n yF=\n {}'.format(xF, yF))

# 3. 验证基底变换前后的恒等性

print('x的比较结果={}，y的比较结果={}'.format((np.dot(F, xF) == np.dot(E, x)).all(), 

(np.dot(F, yF) == np.dot(E, y)).all()))



4. 更多基底变换的例子  

1. 从标准基 到特定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
2. 从特定基 到标准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
3. 从特定基 到特定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

【习题4.9】 对下列问题，求从基 到 对应的转移矩阵 。

1. 
2. 
3. 

问题分析：从特定基 到标准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此处求转移矩阵，比较简
单，只需要将 排列成列向量组即可得到特定基向标准基的转移矩阵。

解：

1. 

2. 

3. 

【习题4.10】 对下列问题，求从基 到 对应的转移矩阵S。

1. 
2. 
3. 

# x_left = np.dot(F, xF)

# x_right =np.dot(E, x)

# y_left = np.dot(F, yF)

# y_right = np.dot(E, y)

# com_x = (x_left == x_right).all()

# com_y = (y_left == y_right).all()

# print('x的比较结果={}，y的比较结果={}'.format(com_x, com_y))

# print('x_left=\n {}, \n x_right=\n {}'.format(x_left, x_right))

# print('y_left=\n {}, \n y_right=\n {}'.format(y_left, y_right))

S=

[[ 1.  1. -3.]

 [-1. -1.  0.]

 [ 1.  2.  4.]]

xF=

 [[ 8.]

 [-5.]

 [ 3.]], 

 yF=

 [[-8.]

 [ 2.]

 [ 3.]]

x的比较结果=True，y的比较结果=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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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从标准基 到特定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根据坐标变换公式，基坐
标 ，我们可以得到从标准基坐标向特定基坐标的变换公式： ，其中 就是标
准基 到特定基 的转移矩阵。

解：

1. 

2. 

3. 

下面，我们使用python来求解矩阵的逆矩阵。

【习题4.11】 令 ，对应于下列问题中每一组有序基 ，求从 到
的转移矩阵。

1. 
2. 
3. 

问题分析：从特定基 到特定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此处，求 到
的转移矩阵，可以直接套用公式

1. 

2. 

3. 

后续的工作，同样交给Python来实现。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U1 = np.array([[1,-1],[1,1]])

U2 = np.array([[1,2],[2,5]])

U3 = np.array([[0,1],[1,0]])

print('U1_inv=\n{}'.format(linalg.inv(U1)))

print('U2_inv=\n{}'.format(linalg.inv(U2)))

print('U3_inv=\n{}'.format(linalg.inv(U3)))

U1_inv=

[[ 0.5  0.5]

 [-0.5  0.5]]

U2_inv=

[[ 5. -2.]

 [-2.  1.]]

U3_inv=

[[-0.  1.]

 [ 1.  0.]]

import numpy as np



【习题4.12】 令 ，并令 ，且 。计算
和 。

问题分析：从标准基 到特定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根据坐标变换公式，基坐
标 ，我们可以得到从标准基坐标向特定基坐标的变换公式： ，其中, 就是标
准基 到特定基 的转移矩阵。

1. 

2. 

3. 

后续工作交给Python来实现。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U1 = np.array([[1,-1],[1,1]])

U2 = np.array([[1,2],[2,5]])

U3 = np.array([[0,1],[1,0]])

V = np.array([[3,4],[2,3]])

S1 = np.dot(linalg.inv(U1), V)

S2 = np.dot(linalg.inv(U2), V)

S3 = np.dot(linalg.inv(U3), V)

print('S1=\n{}'.format(S1))

print('S2=\n{}'.format(S2))

print('S3=\n{}'.format(S3))

S1=

[[ 2.5  3.5]

 [-0.5 -0.5]]

S2=

[[11. 14.]

 [-4. -5.]]

S3=

[[2. 3.]

 [3. 4.]]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E = np.array([[5,3],[3,2]])

x = np.array([[1],[1]])

y = np.array([[1],[-1]])

z = np.array([[10],[7]])

print('xE=\n{}'.format(np.dot(linalg.inv(E), x)))

print('yE=\n{}'.format(np.dot(linalg.inv(E), y)))

print('zE=\n{}'.format(np.dot(linalg.inv(E), z)))



【习题4.13】 令 ，求：

1) 求基 到特定基 的转移矩阵。

2) 求下列向量在基 下的坐标。(i) , (ii) , (iii)  

问题分析：从标准基 到特定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根据坐标变换公
式 即可求得坐标和转移矩阵。

后续工作交给Python来实现。

 

xE=

[[-1.]

 [ 2.]]

yE=

[[ 5.]

 [-8.]]

zE=

[[-1.]

 [ 5.]]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U = np.array([[1,1,2],[1,2,3],[1,2,4]])

A = np.array([[3],[2],[5]])

B = np.array([[1],[1],[2]])

C = np.array([[2],[3],[2]])

U_inv = linalg.inv(U)

print('U_inv=\n {}'.format(U_inv))

print('Au=\n{}'.format(np.dot(U_inv, A)))

print('Bu=\n{}'.format(np.dot(U_inv, B)))

print('Cu=\n{}'.format(np.dot(U_inv, C)))

U_inv=

 [[ 2.  0. -1.]

 [-1.  2. -1.]

 [ 0. -1.  1.]]



【习题4.14】 令 ，并令
，求：

1) 求从特定基 到特定基 的转移矩阵。

2) 若 ，确定向量 相应于 的坐标。

问题分析：从特定基 到特定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根据坐标变换的
通用公式 ，即可求得坐标和转移矩阵。

解：

1) 要获得 到 的转移矩阵，实际上就是将 到 和 到 的转移矩阵进行合成，那么可以得到：

2) 基于 的坐标 转换为基于 的坐标，可以通过通用公式的变形获得，即：

接下来的工作，仍然交给Python来实现。

Au=

[[ 1.]

 [-4.]

 [ 3.]]

Bu=

[[ 0.]

 [-1.]

 [ 1.]]

Cu=

[[ 2.]

 [ 2.]

 [-1.]]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U = np.array([[1,1,2],[1,2,3],[1,2,4]])

V = np.array([[4,0,0],[6,1,1],[7,1,2]])

xv = np.array([[2],[3],[-4]])

S = np.dot(linalg.inv(U), V)

xu = np.dot(S,xv)

print('S=\n {}'.format(S))

print('xu=\n{}'.format(xu))



【习题4.15】 给定 ，求： ，使得 为从 到

的转移矩阵。

问题分析：从特定基 到特定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由于S是w到v的转移矩
阵，所以有 ，由此可以得到

解：要求v到w的坐标，即利用公式 求解，其中 为 到 的转移矩阵。

下面同样采用Python进行实现。

【习题4.16】 给定 ，求： ，使得 为从 到 的

转移矩阵。

问题分析：从特定基 到特定基 的基底变换（坐标变换）。由于S是v到u的转移矩
阵，所以有 ，由此可以得到

解：

后续计算同样使用Python实现。

S=

 [[ 1. -1. -2.]

 [ 1.  1.  0.]

 [ 1.  0.  1.]]

xu=

[[ 7.]

 [ 5.]

 [-2.]]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S = np.array([[3,5],[1,-2]])

V = np.array([[1,2],[2,3]])

W = np.dot(V,S)

print('W=\n {}'.format(W))

W=

 [[5 1]

 [9 4]]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linalg

S = np.array([[4,1],[2,1]])

V = np.array([[2,1],[6,4]])

W = np.dot(V, linalg.inv(S))

print('W=\n {}'.format(W))

W=

 [[ 0.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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