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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一类带有奇异非线性项的分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由于奇异边值问题缺乏变分结构，

所以临界点理论不再适用于弱解的存在性。本文首次建立了研究奇异分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的算子

方法，得到了正弱解存在唯一的一般性条件。并且该算子方法适用于其它一些奇异边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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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经典的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算子

在描述物理、化学、生物甚至是金融学中的新现象和

新规律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随着相变理论、反常扩散、共形几何、非牛顿流体

以及金融财务优化等领域的发展［１４］，研究人员发

现分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相较于整数阶微分方程能

更好地描述涉及记忆模式、遗传效应以及路径依赖

和具有全局相关性的物理过程。因此，近些年来，分

数阶微分方程理论及应用受到许多学者的广泛关

注，其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

本文将研究一类含有奇异非线性项的分数阶椭

圆问题（１）解的存在性与唯一性：

（－Δ）
狊狌＝犳（狓，狌）， 狓∈Ω

狌＞０， 狓∈Ω

狌＝０， 狓∈

烅

烄

烆 Ω

（１）

式中：狌是关于自变量狓 的函数，Ω犚犖（犖≥３）是

有界光滑区域；（－Δ）狊（狊∈（０，１））是分数阶Ｌａｐｌａ

ｃｉａｎ算子；非线性项犳（狓，狋）：Ω×犚→犚满足爆破条

件：对于任意狓∈Ω，有ｌｉｍ
狋→０
犳（狓，狋）＝∞，即犳（狓，狋）在

Ω处具有近边奇异性。

有关犖 维欧氏空间犚犖上分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算

子的定义以及分数阶Ｓｏｂｏｌｅｖ空间理论等内容，可

以参见文献［５］。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奇异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

的研究形成了深刻的数学理论，取得了丰硕的结果。

其中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工作是著名数学家

Ｃｒａｎｄａｌｌ和Ｒａｂｉｎｏｗｉｔｚ等完成的。１９７７年，他们在

文献［６］中利用逼近方法得到：当奇异非线性项

犳（狓，狋）关于变量狋单调递减时，奇异椭圆方程（１．１）

有唯一的古典解，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性结果。在此

基础上，人们开始研究具有扰动项的奇异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方程弱解的存在性和多重性。２００１年龙以明院士

等［７］利用Ｅｋｅｌａｎｄ变分原理，首次研究了次临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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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１＜β＜
犖＋２
犖（ ）－２

下奇异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

－Δ狌＝λ狌β＋狆（狓）狌
－γ， 狓∈Ω

狌＝０， 狓∈
｛ Ω

（２）

证明了当λ较小时，方程（２）具有２个正弱解。２０１３

年和２０１４年我们在文献［８９］中分别利用集中紧性

原理和微扰逼近技术，将上述工作推广到临界增长

情形 β＝
犖＋２
犖（ ）－２

，得到了当λ较小时方程（２）正弱解

和古典解的存在性。２０１７年我们在文献［１０］中通

过发展 Ｍｏｓｅｒ迭代技巧建立弱解的先验估计，证明

了扰动项为超临界增长 β＞
犖＋２
犖（ ）－２

时，方程（２）正

弱解的存在性与正则性。

相比于奇异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针对奇异分数阶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的研究还较少，有许多根本性问题需

要探索。２０１４年Ｆａｎｇ在文献［１１］中考虑了如下奇

异分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

（－Δ）
狊狌＝λ狌

－γ， 狓∈Ω

狌＞０， 狓∈Ω

狌＝０， 狓∈

烅

烄

烆 Ω

（３）

其中０＜狊＜１，γ＞０。通过构造逼近方程，作者证明

了对于任意λ＞０方 程（３）均 存 在 唯 一 正 弱 解。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和Ｓｒｅｅｎａｄｈ在文献［１２］中利用变分方

法得到了如下具有临界增长指数的奇异分数阶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４）正弱解的存在性和多重性：

（－Δ）
狊狌＝λ犪（狓）狌－狇＋狌

２

狊 －１， 狓∈Ω

狌＝０， 狓∈
烅
烄

烆 Ω
（４）

其中０＜狊＜１，０＜狇≤１０＜θ≤犪（狓）∈犔∞（Ω），２狊 ＝

２犖
犖－２狊

（犖＞２狊）是分数阶Ｓｏｂｏｌｅｖ空间临界嵌入指数。

在我们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本文研究奇异项为

一般形式犳（狓，狌）∈犔狆（Ω×（０，∞））的 分 数 阶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给出方程弱解存在性和唯一性的新

方法———算子方法。首先，注意到算子（－Δ）狊 具有

非局部性。Ｃａｆｆａｒｅｌｌｉ和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ｒｅ在［１３］中，通过

将（－Δ）狊 在高一维空间犚犖＋１中进行调和延拓，实

现了分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算子（－Δ）狊 在一定意义下的

局部化，由此可以将问题（１）的求解转化为寻求问题

（５）的弱解。因此，提供了利用整数阶椭圆方程理论

研究分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的新途径。为了定义方

程（１）的弱解，现给出边值问题：

ｄｉｖ（狔
１－２狊
狏）＝０， （狓，狔）∈Π

狏＞０， （狓，狔）∈Π

狏＝０， （狓，狔）∈ＬΠ

－ｌｉｍ
狔→０
狔
１－２狊狏

（ ）ν ＝犳（狓，狌） （狓，狔）∈Ω×｛０

烅

烄

烆
｝

（５）

式中：函数狏定义于集合Π＝Ω×（０，＋∞），ＬΠ＝

Ω×［０，＋∞），狊∈（０，１），υ是Ω×｛０｝的单位外法

向量。定义空间犎１０，Ｌ（狔１－２狊）＝｛狏∈犎１０（Π），狏
ＬΠ
＝

０，∫Π
狔
１－２狊
狘狏狘

２ｄ狓ｄ狔 ＜＋ ∞｝，而且其在范数

‖狏‖犎
１
０，Ｌ
（狔
１－２狊）＝∫Π

狔
１－２狊
狘狏狘

２ｄ狓ｄ（ ）狔
１
２

下 构 成

Ｂａｎａｃｈ空间。

１　预备知识和主要结果

存在连续的迹算子ｔｒ：犎１０，Ｌ（狔１－２狊）→犎狊０（Ω），见

文献［１４］。因此，如下给出问题（５）弱解的定义。

定义１　如果存在狏∈犎１０，Ｌ（狔１－２狊）使得下式：

∫犆
狔
１－２狊
狏ξｄ狓ｄ狔＝∫Ω

犳（狓，狌（狓））ｔｒ（ξ）ｄ狓，

ξ∈犎
１
０，Ｌ（狔

１－２狊） （６）

成立，则称函数狏∈犎１０，Ｌ（狔１－２狊）是问题（５）的弱解。

定义２　若狏∈犎１０，Ｌ（狔１－２狊）是（５）的弱解，则称

狌＝ｔｒ（狏）∈犎
ｓ
０（Ω）是问题（１）的弱解。

下面给出本文需要用到的Ｂａｎａｃｈ空间算子理

论的部分定义和结果，该部分内容可参见文献［１５

１６］。

假设犈是一个实Ｂａｎａｃｈ空间，θ是犈 的零元。

（ａ）若闭凸集犘犈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称

犘为闭锥。

① 当狓∈犘，λ＞０时，λ狓∈犘。

② 若狓∈犘，－狓∈犘时，狓＝θ。

（ｂ）如果闭锥犘的内点集Ｉｎｔ（犘）≠，则称犘

是体锥。

（ｃ）定义犈上的偏序狓≤狔等价于狔－狓∈犘。若

存在一个常数犓＞０，使得对于所有的θ≤狓≤狔∈犈，

有‖狓‖≤犓‖狔‖，则称犘是正规锥。

（ｄ）如果当狓≤狔∈犈 时，有犜狓≤犜狔（犜狓≥

犜狔），则称算子犜：犈→犈是递增（递减）的。

（ｅ）设狓，狔∈犈，若存在λ，μ＞０使得λ狓≤μ狔则

称狓～狔。

定义凸集犘犺＝｛狓∈犈｜狓～犺｝。显然λ＞０，有

λ犘犺＝犘犺。

引理１　（正则性）（见文献［１７］）设狊＞
１

２
，

犖
２狊－１

＜狆＜∞，Ω是犆１，α有界区域，狌是方程（１）的

弱解，则狌∈犆１
，α（珚Ω）α＝２狊－

犖

狆
－１∈（０，１（ ））。

下面给出关于算子方程的一个抽象结果，它是

文献［１５］中定理２的简单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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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１　（见文献［１５］）假设犘是正规锥，算子

犃满足以下条件：

１）算子犃：犘犺→犘犺 是递减的；

２）对于任意狓∈犘犺 以及狋∈（０，１），存在β（狋）∈

（０，１）使得犃（狋狓）≤狋β
（狋）犃狓；

３）存在一个常数犾≥０使得狓０∈［θ，犾犺］，则算

子方程狓＝犃狓＋狓０ 在犘犺 中有唯一解。

注：在文献［１５］的定理２．２中，取算子犃 的负

算子－犃，其余条件作相应的调整即可得定理１。

在定理１的基础上给出本文的主要结果。

定理２　设狊∈
１

２
，（ ）１ ，１＜ 犖

２狊－１
＜狆＜∞，并且

Ω是一个在犚犖（犖≥３）中的犆１，（α α＝２狊－犖
狆
－１∈

（０，１ ））有界区域，非线性项犳（狓，狋）满足以下条件：

１）犳（狓，狋）在Π＝Ω×（０，＋∞）上非负；

２）对于任意犚＞０有犳（狓，狋）∈犔狆（Ω×（０，

犚））；

３）犳（狓，狋）关于狋递减且对于任意λ∈（０，１），存

在常数φ（λ）∈（λ，１］，使得对于任意狋∈（０，＋∞），

有犳（狓，λ狋）≤φ（λ）犳（狓，狋），则问题（１）有唯一正弱解

狌∈犆
１，α（珚Ω）。式中，α＝２狊－

犖

狆
－１∈（０，１）。

２　问题（１）正弱解的存在性与唯一性

定理２的证明

令犈＝犆（珚Ω），则由 ＡｒｚｅｌａＡｓｃｏｌｉ定理知犈 在

范数‖狌‖犆（珚Ω）＝ｍａｘ｛｜狌（狓）｜：狓∈珚Ω｝下构成Ｂａｎａｃｈ

空间。取犘＝｛狌∈犆（珚Ω）｜狌（狓）≥０，狓∈珚Ω｝，下面先

证明犘是正规体锥。

首先，若序列｛狌狀｝犘 且狌狀→狌（狀→∞），则对

于任意取定的狔∈Ω，由空间犈 的完备性，得狌∈

犆（珚Ω）且狌（狔）＝ｌｉｍ
狀→∞
狌狀（狔）≥０。从而狌在Ω 上处处

非负，所以狌∈犘，即犘是闭集。一方面，对狌∈犘，

λ≥０显然有λ狌∈犘；另一方面，若某个狌（狓）≥０而

且－狌（狓）≥０则显然有狌≡０，所以集合犘 是一个

闭锥。

其次，若由函数狌（狓），狏（狓）∈犘，且狌（狓）≤

狏（狓），则ｍａｘ
狓∈珚Ω
狌（狓）≤ｍａｘ

狓∈珚Ω
狏（狓）。因此，存在常数犓＝

１，使得‖狌‖＝ｍａｘ
狓∈珚Ω
狌（狓）≤１·ｍａｘ

狓∈珚Ω
狏（狓）＝犓‖狏‖，

所以犘是正规锥。

最后，取函数χ（狓）∈犘，使得满足ｍｉｎ
狓∈Ω
χ（狓）＞１，

则存在δ＝
１

２
，使得对于任意的犺（狓）∈犅（０，δ）＝

｛狏（狓）∈犈 ｍａｘ
狓∈Ω
｜狏（狓）｜≤δ｝，有χ（狓）＋犺（狓）≥

χ（狓）－｜犺（狓）｜≥１－
１

２
＞０，因此χ（狓）是犘的内点，

即犘是体锥。

设φ犽∈犆
∞
０ （珚Ω）是整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算子－Δ的

特征值λ犽 对应的特征函数，即（λ犽，φ犽）满足椭圆

问题：

－Δ狌＝λ狌， 狓∈Ω，

狌＝０， 狓∈
｛ Ω

（７）

　　接下来首先考虑问题（１）对应的分数阶线性椭

圆边值问题：

（－Δ）
狊狑 ＝犳（狓，狌）， 狓∈Ω

狑＞０， 狓∈Ω

狑＝０， 狓∈

烅

烄

烆 Ω

（８）

　　第一步：可以证明对任意狌∈犘φ１，分数阶线性

椭圆问题（８）存在唯一正弱解狑∈犆１
，α（珚Ω （）α＝２狊－

犖

狆
－１∈（０，１ ））。

事实上，因为狌∈犘１，所以由 Ｈｏｐｆ极值原理

得：存在充分小的常数犆１∈（０，１），使得

犆１φ１（狓）≤狌（狓）≤
１

犆１
φ１（狓），狓∈Ω （９）

成立。因此，由定理２条件２）得犳（狓，狌（狓））∈

犔狆（Ω）。从而：

犳（狓，狌（狓））∈犎
狊
０（Ω） （犎

狊
０（Ω））′＝犎

－狊（Ω）

因此，由分数阶Ｓｏｂｏｌｅｖ空间性质知，存在实数列

｛犳犽｝使得：

犳＝∑
∞

犽＝１

犳犽φ犽，　∑
∞

犽＝１

犳
２
犽λ
－狊
犽 ＜ ∞ （１０）

由文献［１４］知∑
∞

犽＝１

λ
－狊
犽φ犽 是分数阶线性椭圆问题（８）

的弱解。由弱解的定义以及ＬａｘＭｉｌｇｒａｍ定理知，

存在唯一的狏∈犎１０，Ｌ（狔１－２狊）使得：

∫犆
狔
１－２狊
狏ξｄ狓ｄ狔＝∫Ω

犳（狓，狌（狓））ｔｒ（ξ）ｄ狓，

ξ∈犎
１
０，Ｌ（狔

１－２狊） （１１）

且ｔｒ（狏）＝狑。

特别地，在 式（１１）中 取 检 验 函 数ξ＝狏
－ ＝

－ｍｉｎ（狏，０）得弱解狑≥０，再由强极大值原理得狑

是正弱解。进一步，由引理１得，狑∈犆１
，α（珚Ω）。

第二步：首先，由第一步的结论可以定义算子

犃：犘φ１→犈为：

犃狌＝狑，　狌∈犘φ１ （１２）

下面证明集合犘φ１是算子犃的不变集，即：

犃：犘φ１ →犘φ１ （１３）

１０３王兴，等：奇异分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弱解存在唯一性的算子方法



由集合犘φ１的定义，只需证明存在两个常数犆′，犆″＞

０使得犆′φ１≤狑≤犆″φ１。

设函数η是分数阶线性椭圆问题（８）当狌＝φ１

时的正弱解，即：

（－Δ）
狊

η＝犳（狓，φ１）， 狓∈Ω

η＞０， 狓∈Ω

η＝０， 狓∈

烅

烄

烆 Ω

（１４）

所以

犃φ１ ＝η （１５）

另一方面，由定理２的条件３）及犆１φ１（狓）≤狌（狓）≤

１

犆１φ
１（狓）（犆１∈（０，１））知，存在实数（犆１）∈（犆１，１］

使得：

犳（狓，狌（狓））≤犳（狓，犆１φ１（狓））≤（犆１）犳（狓，φ１（狓）），

狓∈珚Ω （１６）

并且：

犳（狓，狌（狓））≥犳狓，φ
１（狓）

犆（ ）
１

≥
１

（犆１）
犳（狓，φ１（狓）），

狓∈珚Ω （１７）

上述不等式表明，对于分数阶线性椭圆问题（８）在弱

意义下有不等式：

（－Δ）
狊狑 ＝犳（狓，狌（狓））≤（犆１）犳（狓，φ１（狓））＝

（－Δ）
狊（（犆１）η（狓）） （１８）

和：

（－Δ）
狊狑 ＝犳（狓，狌（狓））≥

１

（犆１）
犳（狓，φ１（狓））＝

（－Δ）
狊 １

（犆１）
η（狓（ ）） （１９）

成立。因此，由分数阶线性椭圆问题的比较原理（参

见文献［５］中引理４．６）得：

１

（犆１）
η（狓）≤狑（狓）≤（犆１）η（狓），　狓∈珚Ω

（２０）

由特征函数φ１ 的正则性和 Ｈｏｐｆ极值原理，存在常

数犆２，犆３＞０使得：

犆２犱（狓）≤φ１（狓）≤犆１犱（狓），　狓∈珚Ω （２１）

其中犱（狓）＝犱（狓，Ω）是狓到边界Ω的距离。

注意到，因为弱解狑（狓）∈犆１
，α（珚Ω），所以存在常

数犆４＞０使得，对于任意狔∈Ω，狓∈珚Ω有：

狘狑（狓）－狑（狔）狘≤犆４狘狓－狔狘 （２２）

又因为狔∈Ω，有狑（狔）＝０所以，对于任意狓∈
珚Ω有：

狑（狓）＝狘狑（狓）狘≤犆４ｉｎｆ
狔∈Ω
狘狓－狔狘＝犆４犱（狓）

（２３）

接下来证明存在犆５＞０使得：

η（狓）≥犆５犱（狓），　狓∈珚Ω （２４）

事实上，由定义１知，存在珔η（狓，狔）∈犎
１
０，Ｌ（狔

１－２狊）

使得：

ｄｉｖ（狔
１－２狊
珔η）＝０， （狓，狔）∈Π

珔η＞０， （狓，狔）∈Π

珔η＝０， （狓，狔）∈犔Π

－ｌｉｍ
狔→０
狔
１－２狊珔η
（ ）ν ＝犳（狓，φ１） （狓，狔）∈Ω×｛０

烅

烄

烆
｝

（２５）

且：

η＝ｔｒ（珔η） （２６）

根据文献［１４］中引理３得：对于任意狓０∈Ω，存在

ε（狓０）＞０，犆′５（狓０）＞０使得：

珔η（狓，狔）≥犆′５（狓０）狘狓－狓０狘≥犆′５（狓０）犱（狓），

狓∈犅ε（狓０）（狓０）∩Ω （２７）

因为Ω是紧集，应用有限覆盖定理，可选取有限个

点狓１，狓２，…，狓犓∈Ω使得：

Ω∪
犓

犻＝１
犅ε（狓犻）（狓犻） （２８）

令：

ε＝ｍｉｎ｛ε（狓１），ε（狓２），…，ε（狓犓）｝

犆５ ＝ｍａｘ｛犆′５（狓１），犆′５（狓２），…，犆′５（狓犓）｝

则对于任意狓∈｛狓｜犱（狓，Ω）≤ε｝，均存在开球

犅ε（狓犻）使得狓∈犅ε（狓犻）∩Ω，从而有：

η（狓）＝ｔｒ（珔η（狓，狔））≥犆５犱（狓），　狓∈珚Ω

（２９）

再结合不等式（２０）～（２４）得：

１

（犆１）
犆５
１

犆３
φ１（狓）≤

１

（犆１）
犆５犱（狓）≤

１

（犆１）
η（狓）≤狑（狓）≤犆４

１

犆２
φ１（狓） （３０）

最后，令犆′＝
１

（犆１）
犆５
１

犆３
，犆″＝犆４

１

犆２
得：

犆′φ１（狓）≤狑（狓）≤犆″φ１（狓） （３１）

即狑（狓）∈犘φ１。因此证明了集合犘φ１是算子犃的不

变集。

第三步：首先，设狌１，狌２∈犘φ１且狌１≥狌２，则由定

理２的条件３）得：

犳（狓，狌１（狓））≤犳（狓，狌２（狓）） （３２）

由分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的比较原理得：

犃（狌１）≤犃（狌２） （３３）

因此，算子犃是递减的，即满足定理１的条件１）。

其次，证明对于任意狌∈犘φ１，λ∈（０，１），有：

犃（λ狌）≤（λ）狌

　　事实上，由问题（８）弱解的存在性以及算子犃

的定义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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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狊犃（λ狌）＝犳（狓，λ狌）， 狓∈Ω

犃（λ狌）＞０， 狓∈Ω

犃（λ狌）＝０， 狓∈

烅

烄

烆 Ω

（３４）

以及：

｛（－Δ）
狊

（λ）犃（狌）＝（λ）犳（狓，狌）， 狓∈Ω

（λ）犃（狌）＞０， 狓∈Ω

（λ）犃（狌）＝０， 狓∈

烅

烄

烆 Ω

（３５）

又由定理２的条件３），可得：

犳（狓，λ狌（狓））－（λ）犳（狓，狌（狓））≤０，　狓∈珚Ω

因此，用式（３４）减式（３５）得：

（－Δ）
狊（犃（λ狌）－（λ）犃（狌））≤０， 狓∈Ω

犃（λ狌（狓））－（λ）犃（狌（狓））＝０， 狓∈
｛ Ω

（３６）

进而由比较原理得：

犃（λ狌）≤（λ）犃（狌） （３７）

因为：

λ∈ （０，１），（λ）∈ （λ，１］ （３８）

所以：

β（λ）：＝
ｌｎ（λ）

ｌｎλ
∈ （０，１） （３９）

将式（３９）带入式（３７）得：

犃（λ狌）≤（λ）犃（狌）＝λ
ｌｎ（λ）
ｌｎλ犃（狌）＝λβ

（λ）犃（狌）

（４０）

式（１８）满足定理１的条件２）。

最后，取狓０＝θ显然有θ∈［θ，φ１］，满足定理１

的条件３）。

综上，根据定理１得算子犃 存在唯一不动点

狌∈犘φ１，即问题（１）有唯一的正弱解：

狌∈犆
１，α（珚Ω）

式中，α＝２狊－
犖

狆
－１∈（０，１）。

　　定理２证毕。

参考文献：

［１］ＣＡＦＦＡＲＥＬＬＩＬ．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ｇｎｏｒｉｎｉ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９，４（９）：１０６７１０７５．

［２］ＣＡＦＦＡＲＥＬＬＩＬ，ＶＡＳＳＥＵＲＡ．Ｄｒｉｆｔ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ｓｉｇｅｏ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０，１７１（３）：１９０３１９３０．

［３］ＣＲＡＩＧ Ｗ，ＧＲＯＶＥＳ Ｍ．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ｌｏｎｇｗａｖｅａ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ｗａ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Ｊ］．Ｗａｖｅ

Ｍｏｔｉｏｎ，１９９４，１９（４）：３６７３８９．

［４］ＣＲＡＩＧＷ，ＳＣＨＡＮＺＵ，ＳＵＬＥＭＣ．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ｖｅｙ

Ｓｔｅｗａｒｔｓ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Ｊ］．Ａｎｎａｌｅｓｄｅ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Ｈｅｎｒｉ

Ｐｏｉｎｃａｒｅ（Ｃ）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７，１４（５）：６１５

６６７．

［５］ＢＩＳＣＩＧＭ，ＲＡＤＵＬＥＳＣＵＶＤ，ＳＥＲＶＡＤＥＩＲ．Ｖａｒｉ

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ｎｏｎｌｏｃａ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Ｂ２８ＢＳ，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２０１６．

［６］ＣＲＡＮＤＡＬＬＭＧ，ＲＡＢＩＮＯＷＩＴＺＰＨ，ＴＡＲＴＡＲＬ．

Ｏｎａ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ｗｉｔｈａ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Ｊ］．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７，

２（２）：１９３２２２．

［７］ＳＵＮＹｉｊｉｎｇ，ＷＵＳｈａｏｐｉｎｇ，ＬＯＮＧＹｉｍｉ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ｌｉｎｅａ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ｏｍｅ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１，１７６（２）：５１１５３１．

［８］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ＯＬｉｎ，ＺＨＡＯＰｅｉｈａｏ．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８７：１１０．

［９］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ＯＰｅｉｈａｏ，ＬＩＺｈａｎｇ．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ｓｉｎ

ｇｕｌａ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ａｎｙｇｒｏｗｔｈ ［Ｊ］．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７４６．

［１０］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ＱＩＮＸｉｎｑｉａｎｇ，ＨＵＧａｎｇ．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

ｗｅａｋ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Ｊ］．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８，８（１）：４３５５．

［１１］ＦＡＮＧＹａｎｑｉ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ｔｏａ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ｓ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

ｔｙ ［Ｊ］．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ｐｄｆ／

１４０３．３１４９．ｐｄｆ．

［１２］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Ｔ，ＳＲＥＥＮＡＤＨ Ｋ．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ｉｅｓ

［Ｊ］．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ａｒｘｉｖ． ｏｒｇ／

ｐｄｆ／１６０２．０７８８６．ｐｄｆ．

［１３］ＣＡＦＦＡＲＥＬＬＩ Ｌ，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Ｅ Ｌ．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Ｊ］．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３２

（８）：１２４５１２６０．

［１４］ＣＡＰＥＬＬＡ Ａ，Ｄ?ＶＩＬＡＪ，ＤＵＰＡＩＧＮＥ Ｌ，ｅ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ｅｘｔｒｅ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ｏｍｅｎｏｎ

ｌｏｃａｌｓｅｍｉｌｉｎｅａ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ｒ

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３６（８）：１３５３１３８４．

［１５］ＺＨＡＩＣｈｅｎｇｂｏ，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ＵＯＣｈｕｍｍｅｉ．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ａｎａｃｈ

ｓｐａｃ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８，５６（１２）：３１５０３１５６．

［１６］ＧＵＯＣｈｕｎｍｅｉ，ＺＨＡＩＣｈｅｎｇｂｏ，ＳＯＮＧＲｕｉｐｅｎｇ．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Ｌａｎｅ

ＥｍｄｅｎＦｏｗｌｅ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７２（３４）：１２７５

１２７９．

［１７］ＣＡＦＦＡＲＥＬＬＩＬＡ，ＳＴＩＮＧＡＰ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ｃｃｉｏｐｐｏｌｉ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Ｊ］．

Ａｎｎａｌｅｓｄｅ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ＨｅｎｒｉＰｏｉｎｃａｒｅ（Ｃ）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６，３３（３）：７６７８０７．

（责任编辑　王绪迪）

３０３王兴，等：奇异分数阶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方程弱解存在唯一性的算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