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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参照国家教育部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拟订的线性

代数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及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线性代数部分考试大纲编写而成.

本书包括: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与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矩阵的相似对角化,二次型,随机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等内容.

教材涵盖了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部分教学

基本要求,适合部分工科类专业(如生物、化学等)相关课程学习;同时也可作为

一般本科院校各专业相关课程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本教材在保留传统的知识体系的前提下,以降低难度、理论够用为尺度,淡

化数学抽象的理论和证明,注重具体做法和实用性、可操作性.全书编排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为突破点,训练学

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运算能力以及利用本课程知识去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教材从概念的引入到具体的例子,从定理的证明到定理的应用,力求

从实际背景进行介绍和论述,并给出详尽的计算方法和丰富的例题,力求体现内

容的可读性,做到由浅入深、深入浅出,便于教学和学生自学.

本书由柴惠文、姚永芳、邓燕担任主编,其中第1,2章由邓燕编写;第3,6,7

章由柴惠文编写;第4,5章由姚永芳编写.全书由柴惠文统稿,三位作者相互进

行认真仔细的校对.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同行的指导和帮助,并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建议,编者在编写过程中也采纳了这些建议.马柏林教授对本书的编写给予极

大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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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的书稿虽经过认真的修改及校对,但仍会存在一些错误或不足之处,

我们衷心地希望能得到各位专家、同行和读者的批评与指正,使本书在使用过程

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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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列式

  行列式是为求解线性方程组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重要的数学工具,在物理、工
程、经济等多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本章主要介绍n阶行列式的定义、行列式的基本性质

和计算方法,以及行列式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

1.1 2阶与3阶行列式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叙述行列式的来源.行列式是从二元和三元线性方程组的求解中引

出来的.

1.1.1 2阶行列式

设二元线性方程组

a11x1+a12x2=b1
a21x1+a22x2=b2{ (1.1)

用消元法解此方程组,得
(a11a22-a12a21)x1=(b1a22-b2a12)
(a11a22-a12a21)x2=(a11b2-a21b1){

当a11a22-a12a21≠0时,可求得式(1.1)方程组的唯一解为

x1=b1a22-b2a12
a11a22-a12a21

x2=a11b2-a21b1
a11a22-a12a21

ì

î

í

ï
ï

ï
ï

(1.2)

式(1.2)给出了二元线性方程组式(1.1)解的一般公式,但它难以记忆,因而有必要引入

一个符号来更方便地表示,这就有了行列式.
定义1.1 称记号

a11 a12
a21 a22

为2阶行列式,用它表示代数和a11a22-a12a21,即
a11 a12
a21 a22

=a11a22-a12a21, (1.3)

a11

a21

a12

a22

图1.1

式(1.3)称为2阶行列式的展开式,其中aij称为2阶行列式的元素,第
一个下标i称为行标,第二个下标j称为列标,它们表示aij位于行列式中的

第i行第j列(横排叫行,纵排叫列).
式(1.3)可以用图1.1所示的画线方法帮助记忆.将左上角与右下角的连线(实线)称为

行列式的主对角线,将右上角与左下角的连线(虚线)称为副对角线(或次对角线).那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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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就可以被方便地表述为:2阶行列式等于主对角线上元素的乘积与副对角线上元素的

乘积之差,这个方法称为2阶行列式的对角线法则.
引入了2阶行列式后,式(1.2)中的分子和分母可以分别记为

D1=b1a22-b2a12=
b1 a12
b2 a22

,

D2=a11b2-a21b1=
a11 b1
a21 b2

,

D=a11a22-a12a21=
a11 a12
a21 a22

.

那么当D≠0时,方程组式(1.1)的解式(1.2)就可以很方便、简洁地表示为

x1=D1

D
,x2=D2

D . (1.4)

特别,还可以注意到其中Dj(j=1,2)分别是用线性方程组(1.1)的常数项b1,b2 取代了

D 中第j列元素得到的2阶行列式.
[例1.1] 利用行列式求解2元线性方程组

2x1+4x2=1
x1+3x2=2{ .

解 由于

D=
2 4
1 3

=2×3-1×4=2≠0,

D1=
1 4
2 3

=-5,

D2=
2 1
1 2

=3,

因此方程组的解为

x1=D1

D=-
5
2
, x2=D2

D=
3
2.

1.1.2 3阶行列式

设三元线性方程组的一般形式为

a11x1+a12x2+a13x3=b1
a21x1+a22x2+a23x3=b2
a31x1+a32x2+a33x3=b3

ì

î

í

ïï

ïï
(1.5)

当a11a22a33+a12a23a31+a13a21a32-a11a23a32-a12a21a33-a13a22a31≠0时,仍然利用消元

法,可以得到方程组式(1.5)解的一般公式为

·2·



1 行列式

x1= b1a22a33+a12a23b3+a13b2a32-b1a23a32-a12b2a33-a13a22b3
a11a22a33+a12a23a31+a13a21a32-a11a23a32-a12a21a33-a13a22a31

x2= a11b2a33+b1a23a31+a13a21b3-a11a23b3-b1a21a33-a13b2a31
a11a22a33+a12a23a31+a13a21a32-a11a23a32-a12a21a33-a13a22a31

x3= a11a22b3+a12b2a31+b1a21a32-a11b2a32-a12a21b3-b1a22a31
a11a22a33+a12a23a31+a13a21a32-a11a23a32-a12a21a33-a13a22a31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1.6)

上述表达式记起来非常困难,为此引入3阶行列式.
定义1.2 称记号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为3阶行列式,用它表示代数和

a11a22a33+a12a23a31+a13a21a32-a11a23a32-a12a21a33-a13a22a31,
即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a11a22a33+a12a23a31+a13a21a32-a11a23a32-a12a21a33-a13a22a31 (1.7)

式(1.7)称为3阶行列式的展开式.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图1.2

在展开式(1.7)中,可以看到3阶行列式的值是3! 项乘积的代数

和,其中3项是正号,3项是负号,且每项都是不同行、不同列的3个元

素的乘积.
式(1.7)可以用图1.2所示的画线方法帮助记忆,即3阶行列式的

值等于其中三条实线联结的3个元素乘积之和与三条虚线连接的3个

元素乘积之和的差,这个法则也称为3阶行列式的对角线法则.
类似二元线性方程组,记

D=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 D1=
b1 a12 a13
b2 a22 a23
b3 a32 a33

, D2=
a11 b1 a13
a21 b2 a23
a31 b3 a33

, D3=
a11 a12 b1
a21 a22 b2
a31 a32 b3

.

当D≠0时,方程组(1.5)解的公式(1.6)就可以方便地表示为

x1=D1

D
, x2=D2

D
, x3=D3

D
, (1.8)

其中Dj(j=1,2,3)是用线性方程组(1.5)的常数项b1,b2,b3 替代D 中第j列相应的元素所

得到的3阶行列式.

[例1.2] 计算3阶行列式D=
1 -2 3
2 2 1
3 0 2

.

解 由3阶行列式的对角线法则,得

D=1×2×2+(-2)×1×3+3×2×0-3×2×3-(-2)×2×2-1×0×1=-12.
[例1.3] 利用行列式求解三元线性方程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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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1+3x2+4x3=16
x1+4x2+2x3=13
3x1+x2+x3=7

ì

î

í

ïï

ïï
.

解 由3阶行列式的对角线法则,得D=
2 3 4
1 4 2
3 1 1

=-25≠0,

D1=
16 3 4
13 4 2
7 1 1

=-25, D2=
2 16 4
1 13 2
3 7 1

=-50, D3=
2 3 16
1 4 13
3 1 7

=-50.

由式(1.8)得方程组的解为

x1=D1

D=
-25
-25=1

,x2=D2

D=
-50
-25=2

,x3=D3

D=
-50
-25=2.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引入2、3阶行列式的概念后,为表示和记忆二、三元线性方程组

的解的公式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在实际问题中遇到的线性方程组,未知量往往不止三

个,为把上述结果推广到n个方程、n个未知量的线性方程组

a11x1+a12x2+…+a1nxn=b1
a21x1+a22x2+…+a2nxn=b2
     ……

an1x1+an2x2+…+annxn=bn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需要引入n阶行列式的定义.

习题1.1
1.计算下列行列式的值.

(1)
5 -4
4 -3

(2)
sinx -cosx
cosx sinx

(3)
1 2 3
2 3 1
3 1 2

(4)
1 0 -5
-2 3 2
1 -2 0

(5)
2 -1 0
3 2 1
1 3 4

(6)
a b 0
-b a 0
1000 1 8

2.解下列方程.

(1)
k 3 4
-1 k 0
0 k 1

=0 (2)
1 1 1
2 3 x
4 9 x2

=0

1.2 n阶行列式

  在引入n阶行列式定义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希望将2阶和3阶行列式的对角线法则推

广.但是检验发现只有2阶和3阶行列式才具有对角线法则,4阶及以上的行列式并不存在

对角线法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用新的规则来定义n阶行列式,这就需要先介绍排列

及逆序数等准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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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列式

1.2.1 排列及逆序数

在排列组合中,常讨论n个不同元素排序的种数,我们这里只研究由1,2,…,n这n 个

不同自然数排序的相关知识.
定义1.3 由数1,2,…,n组成的一个有序数组,称为一个n级排列(简称排列).
例如,1234及2341都是4级排列.n级排列的一般形式可记为p1p2…pn,其中pi(i=1,

2,…,n)为1,2,…,n中的某个自然数,且p1,p2,…,pn 互不相同.由排列组合的知识可知,n
级排列的总数为n!.在所有的n级排列中,排列12…n是唯一从左向右看元素按从小到大顺

序形成的排列,称其为标准排列;其余的n级排列都会有较大的元素在左,而较小的元素在

右的现象.
定义1.4 在一个n级排列p1p2…pn 中,如果较大的元素ps 排在较小的元素pt 的左

侧,则称ps 和pt 构成一个逆序.一个n级排列中逆序的总数,称为这个排列的逆序数,记为

τ(p1p2…pn)或N(p1p2…pn).
例如,在排列23154中,共有2和1,3和1,5和4三个逆序,因此排列23154的逆序数为

3,即τ(23154)=3.
对于一个n级排列p1p2…pn,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计算它的逆序数:
方法一:将pt(t=1,2,…,n)左侧比pt 大的元素的个数称为pt 的逆序数,并记作τt,则

该排列的逆序数为

τ(p1p2…pt…pn)=τ1+τ2+…+τt+…+τn. (1.9)
方法二:观察排在1左侧元素的个数,设为m1(1的逆序数),然后把1划去,再观察2左

侧元素的个数(划去的元素不再计算在内),设为m2(2的逆序数),再把2划去,如此继续下

去,最后设在n左侧有mn 个元素(实为0),则该排列的逆序数为

τ(p1p2…pt…pn)=m1+m2+…+mt+…+mn. (1.10)
[例1.4] 求下列各排列的逆序数.
(1)53412  (2)35412  (3)123…(n-1)n
(4)n(n-1)…21 (5)13…(2n-1)24…(2n)
解 (1)由式(1.9),τ(53412)=0+1+1+3+3=8.
(2)由式(1.10),τ(35412)=3+3+0+1+0=7.
(3)由式(1.10),τ(123…(n-1)n)=0+0+…+0=0.

(4)由式(1.10),τ(n(n-1)…21)=(n-1)+(n-2)+…+1+0=n
(n-1)
2 .

(5)由式(1.9),

τ(13…(2n-1)24…(2n))=0+0+…+0+(n-1)+(n-2)+…+1+0=n
(n-1)
2 .

定义1.5 逆序数为奇数的排列称为奇排列,逆序数为偶数的排列称为偶排列.
定义1.6 在一个n级排列p1…ps…pt…pn 中,如果仅将它的两个元素ps 与pt 对调,

其余元素保持不变,得到另一个排列p1…pt…ps…pn,这种做出新排列的过程叫做对换,记
为对换(ps,pt).特别地,将相邻两个元素对调,叫做相邻对换.

在例1.4中,可以看到标准排列是一个偶排列,并且注意到偶排列53412经过对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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