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念  

图信号处理⼜是离散信号处理在图信号领域的应⽤。图信号是⼀种描述⾮结构化数据的数据表⽰形式。

经典的数字信号处理的处理对象是时间信号，由⼀系列不同时间的采样点组成。这其中暗含着⼀种⾮常

规则的数据结构，即每个采样点都按照时间顺序规则排列。然⽽，实际中我们常常需要处理⾮规则结构

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包括本⾝的数值信息，还包括数据之间的结构关联信息。例如，交通⽹络，⽆线

传感器⽹络，社交⽹络等等。

图信号处理通过对傅⾥叶变换、滤波、采样、平移等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的迁移，来研究图信号的变

换、重构、压缩等信号处理的基础任务。

例⼦：

这个图信号由向量 表⽰。与经典数字信号不同的是，这个图信号向量依托

于特定的图  ，其中 为节点集合，

为边集合， 为图的邻接矩阵。

以上即为图信号的表⽰⽅法。

图信号也可以看做图函数。

函数可以理解为由定义域向值域的映射。图信号与之相同，可以看作由节点域向实数域的映射

，即每个节点对应⼀个实数值。在例⼦中，映射 : 节点 ，节点 ，节点

，节点 ，节点 。

上⾯定义的图信号只有⼀个通道，⽽实际的图节点往往拥有成百上千的属性值，也就是不只⼀个通道。

对于这样的多通道图信号，学界的符号约定俗成如下。其中， 为图节点数， 为每个节点的信号通道

数，即图信号矩阵  的每⼀⾏表⽰⼀个节点上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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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不要和邻接矩阵搞混，这⾥是图信号矩阵！

 

图傅⾥叶变换  

傅⾥叶反变换的本质，即把任意⼀个函数表⽰成了若⼲个正交基函数的线性组合。

对应图（graph）上的信号 ，如果要进⾏⼀个傅⾥叶变换，那就需要我们也找到⼀组正交基，通

过这组正交基的线性组合来表达 。

图傅⾥叶变换，实际上使⽤的是拉普拉斯矩阵的特征向量，作为图傅⾥叶变换的基函数： 

使⽤拉普拉斯的特征向量作为基函数，任意的图上的信号可以表⽰为：

为什么任意图上的信号 都可以表⽰为这样的线性组合呢？

图傅⾥叶反变换可以表⽰为： 

矩阵形式为：

类似地，我们来得到图傅⾥叶正变换：

矩阵形式为： 。

 

图傅⾥叶变换和经典傅⾥叶变换的对⽐  

回顾⼀下经典傅⾥叶变换与图傅⾥叶变换的对⽐：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基函数⼀个有共轭，⼀个没有呢？

 

因为拉普拉斯矩阵的特征向量是n维空间中的n个线性⽆关的正交向量。

n维空间中n个线性⽆关的向量可以构成空间的⼀组基，⽽且拉普拉斯矩阵的特征向量还是⼀组正交基。

答案就是：实数拉普拉斯矩阵的特征向量⼀定是实向量。共轭之后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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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更细致的对⽐下：

经典傅⾥叶变换中：

连续：

离散：

基： （连续）， （离散）

频率：

分量的振幅（和相位）：

图傅⾥叶变换中：

基：

频率：

分量的振幅：

傅⾥叶系数等价成图信号在对应频率分量上的幅值，反映了图信号在该频率分量上的强度，图信号

在低频分量上的强度越⼤，该信号的平滑程度就越⾼；图信号在⾼频分量上的强度越⼤，该信号平

滑度就越低。

把所有的傅⾥叶系数合在⼀起称为该信号的频谱（spectrum），这种描述既考虑了图信号本⾝值
的⼤⼩，也考虑了图的结构信息。

 

图拉普拉斯矩阵  

图拉普拉斯矩阵，如果把它看作线性变换的话，它起的作⽤与数学分析中的拉普拉斯算⼦是⼀样的。也

就是说拉普拉斯矩阵就是图上的拉普拉斯算⼦，或者说是离散的拉普拉斯算⼦。

如果 是欧式空间中的⼆阶可微实函数，那么  就是在欧式空间中求其⼆阶微分（散度）。（ 是拉斯

矩阵算⼦）

如果 是图上定义的⼀组⾼维向量，那么 就是在图空间中求其⼆阶微分（散度）。（ 是图的拉普拉
斯矩阵）

直接套⽤导数的定义，⽆法直观理解拉普拉斯矩阵的物理含义。从散度⼊⼿，才是正确的打开⽅

式。

梯度（⽮量） ：梯度 “ ” 的本意是⼀个向量（⽮量），表⽰某⼀函数在该点处的⽅向导数沿着该
⽅向取得最⼤值，即函数在该⽅向处沿着该⽅向（此梯度⽅向）变化最快，变化率最⼤（为该梯度

的模）。假设⼀个三元函数 在空间区域 内具有⼀阶连续偏导数，点

 ，称向量

为函数 在点 处的梯度，记为 或

其中：  

称为（三维）向量的微分算⼦或 Nabla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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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度（标量） 散度 " " （divergence）可⽤于表针空间中各点⽮量场发散的强弱程度，物理
上，散度的意义是场的有源性。当 ，表⽰该点有散发通量的正源（发散源）；当

表⽰该点有吸收能量的负源（洞或汇）；当 ，表⽰该点⽆源。 

拉普拉斯算⼦： 拉普拉斯算⼦（Laplace Operator）是 维欧⼏⾥得空间中的⼀个⼆阶微分算

⼦，定义为梯度（  ）的散度（ ）。

笛卡尔坐标系下的表⽰法：

维形式   。

下⾯推导离散函数的导数：

则我们可以将拉普拉斯算⼦也转化为离散形式（以⼆维为例）  

现在⽤散度的概念解读⼀下：

时，表⽰该点有散发通量的正源（发散源）。如下图中绿圈所⽰，即为散度⼤于0的点，
其附近的⽮量场情况。

时，表⽰该点有吸收通量的负源（洞或汇）。如下图中红圈所⽰，即为散度⼩于0的点，
其附近的⽮量场情况。

当  时，该点⽆源



另⼀个⾓度，拉普拉斯算⼦计算了周围点与中⼼点的梯度差。当  受到扰动之后，其可能变为相
邻的 之⼀，拉普拉斯算⼦得到的是对该点进⾏微

⼩扰动后可能获得的总增益 （或者说是总变化）。

我们现在将这个结论推⼴到图：   假设具有 个节点的图 ，此时以上定义的函数 不再是⼆维，⽽是

维向量：  ，其中 为函数 在图中节点 处的函数值。类⽐于 在节点

处的值。对 节点进⾏扰动，它可能变为任意⼀个与它相邻的节点 ， 表⽰节点 的⼀阶邻

域节点。

我们上⾯已经知道拉普拉斯算⼦可以计算⼀个点到它所有⾃由度上微⼩扰动的增益，则通过图来表⽰就

是任意⼀个节点 变化到节点  所带来的增益，考虑图中边的权值相等（简单说就是1）则有：



⽽如果边 具有权重 时，则有：

由于当 时表⽰节点  不相邻，所以上式可以简化为：  。

继续推导有：

其中 是顶点 的度； 是 维⾏向量， 是 维的列向

量； 表⽰两个向量的内积。

对于所有的  个节点有：

这⾥的 就是拉普拉斯矩阵  。根据前⾯所述，拉普拉斯矩阵中的第  ⾏实际上反应了第 个节
点在对其他所有节点产⽣扰动时所产⽣的增益累积。直观上来讲，图拉普拉斯反映了当我们在节点 上施

加⼀个势，这个势以哪个⽅向能够多顺畅的流向其他节点。谱聚类中的拉普拉斯矩阵可以理解为是对图

的⼀种矩阵表⽰形式。

 

图拉普拉斯矩阵的性质  

拉普拉斯矩阵 是⼀个实对称半正定矩阵，它有⼀组正交的特征向量 ，对应的特征向量

都⾮负。

拉普拉斯矩阵的对⾓化形式为：

因为 （其中 是全1列向量），所以拉普拉斯矩阵 的最⼩特征值永远为

0，该最⼩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的每⼀个元素都是⼀个相等的常量。

在图的随机游⾛算法中，我们常常让拉普拉斯矩阵主对⾓线全为1，即对其进⾏归⼀化

实际上图拉普拉斯矩阵是⼀个差分算⼦，第i⾏只与第i个图节点及其⼀阶邻节点有关。由此可知，拉普拉斯矩

阵是⼀个反映图信号局部平滑度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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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1：刻画图信号的平滑度

性质2：特征值满⾜

（⽤瑞丽商证明）

当且仅当图 是⼆部图（bipartite）时，  。

证明过程参考：图的拉普拉斯矩阵的特征值范围估计

 

性质3：特征向量

与  不同，归⼀化拉普拉斯矩阵的最⼩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的分量不是相等的。

⾄于在实际⼯程中到底需不需要归⼀化，没有固定的答案，但可以从以下两⽅⾯来做决定：

① 拉普拉斯矩阵 的最⼩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的分量是⼀致的，⽽归⼀化之后  则不具备
这条性质；

② 归⼀化拉普拉斯矩阵 的特征值有明确的范围，这给图信号处理带来很⼤的⽅便。

 

总变差  

借助拉普拉斯矩阵可以定义⼀个⾮常重要的⼆次型：

其中 表⽰图信号的第 个分量，即第 个节点上的信号值。

证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447367?utm_source=wechat_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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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图信号的总变差（Total Variation）。总变差刻画了图信号的整体平滑度，蕴含了频率的思
想。⼀般认为，总变差越⼩，图信号越平滑，当图信号分量相等时，总变差为0。⽽从对⾓化形式可以看
出，总变差⼜与特征值有关，当所有特征值都趋近于0时，总变差趋近于0，图信号呈现平滑状态。

利⽤图傅⾥叶的逆变换 ，可以将总变差改写为：

图信号的总变差与图的特征值之间有着⾮常直接的线性关系，总变差是图的所有特征值的⼀个线性组

合，权重是图信号相对应的傅⾥叶系数的平⽅。

 

特征值频率的意义  

图的各个特征向量是彼此正交的单位向量，且特征值 是从⼩到⼤依次排列的，因此总变

差取最⼩值的条件是图信号与最⼩的特征值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完全重合，此时仅有 ，其他

项的傅⾥叶系数为0，总变差 。若 ，则 。

如果要选择⼀组彼此正交的图信号，使得各⾃的总变差依次取得最⼩值，那么这组图信号就是

特征值依次排列在⼀起，对图信号的平滑度做出了⼀种梯度刻画，可以将特征值等价成频率，特征值越

低，频率越低，对应的傅⾥叶基就变化得越缓慢，相近节点上的信号值趋于⼀致；特征值越⾼，频率越

⾼，对应的傅⾥叶基就变化得越剧烈，相近节点上的信号值则⾮常不⼀致。

现在，我们思考⼀个问题——什么样的图信号具有最⼩的总变差？答案很明显，当然是在每⼀个节点处
处相等的图信号。但是知道这个答案对我们理解特征值的频率意义毫⽆帮助。

因为总变差 刻画的是图信号的全局平滑度，所以上式说明了⼀件事：更⼩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更平滑。所有特征值排列在⼀起，对图信号的平滑度做出了⼀种刻画，因此我们可以将拉普拉斯矩阵的

特征值等价成频率。

特征值 越⼩，其表⽰的频率越低，对应的特征向量 （傅⾥叶基）各个分量的变化就越缓慢，相近元

素的值趋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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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算例1：

我们随机构造⼀个10个节点的环，并将其拉普拉斯矩阵可视化。

该图结构的拉普拉斯矩阵为：

然后我们计算出拉普拉斯矩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逐⼀可视化：



我们发现可视化的结果验证了我们之前关于特征值频率意义的猜想——随着特征值增⼤，其对应的
特征向量变化越剧烈。

我们利⽤另⼀个指标——过零点数（Zero-crossings）来衡量特征向量的变化剧烈程度。⼀个图
信号的过零点集合定义为：

下图展⽰了每⼀个特征向量的过零点数。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傅⾥叶基的频率特性，我们单独展⽰第1、4、7、10个特征值和对应特征向量分
量在图结构上分布。



我们发现，最⼩的特征值 对应的特征向量在每个节点上的信号值⼀致；较⼩的特征值 对应特

征向量在相邻节点处的信号值变化缓慢，过零点（⼀条连接带正信号值的节点和带负信号值的节

点的边）数量少；最⼤的特征值 对应的特征向量变化剧烈。

最后，我们再回到图信号的分解公式上⾯来

有了对频率的概念，傅⾥叶系数 就等价于图信号在对应频率分量上的幅值，反映了图信

号在该频率分量上的强度。图信号在低频分量上的强度越⼤，则平滑度越⾼；相反，图信号在⾼频

分量上的强度越⼤，其平滑度越低。

具体算例2：

拉普拉斯矩阵体现了图的结构信息，也即图的频域视⾓是⼀种全局视⾓。图信号频谱的任意⼀个傅

⾥叶系数都是对图信号的某种低频或⾼频特征的定量描述，这种描述既考虑了图信号本⾝的波动程

度，也考虑了图的结构性质。

如果我们将图中节点的连接关系改变，那么同⼀个图信号会有不同的傅⾥叶变换结果。下图给出了

不同图结构对同⼀个图信号傅⾥叶分解结果的影响。

上图中，第⼀排展⽰的是三种不同的图连接关系以及空域中的图信号，3组图信号是完全⼀样的，
但是由于三个图结构的不同，图信号的平滑度给⼈的感受稍有不同，这是因为当我们关注于⼀个节

点附近的局部平滑度时，也会将其邻节点的信号值考虑在内。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傅⾥叶系数等价成图信号在对应频率分量上的幅值，反映了图信号在该频率分量上的强度，图信号

在低频分量上的强度越⼤，该信号的平滑程度就越⾼；图信号在⾼频分量上的强度越⼤，该信号平

滑度就越低。

把所有的傅⾥叶系数合在⼀起称为该信号的频谱（spectrum），这种描述既考虑了图信号本⾝值
的⼤⼩，也考虑了图的结构信息。

到了这⾥，我们已经能够直观感受到拉普拉斯矩阵的特征值具有的频率意义。和函数的傅⾥叶变换相

似，图信号也可以分解成⼀系列不同频率的傅⾥叶基。低频（ ⼩）特征向量变化缓慢，其直观的效果

是两个被⼤权重边相连的节点它们的信号值⼗分接近；⾼频（ ⼤）特征向量则剧烈振荡，相邻节点的

信号值差异较⼤。

 



图滤波器  

将图滤波器（Graph Filter）定义为对给定图信号的频谱中各个频率分量（ ）的强度进⾏增强或衰减

的操作。

假设图滤波器为 ，令输⼊图信号为 ，输出图信号为 ，则

是图滤波器 的频率相应矩阵，对应的函数 是 的频率相应函数。

上式的变换中采⽤了图傅⾥叶变换和傅⾥叶反变换

相较于拉普拉斯矩阵， 仅仅改动了对⾓矩阵的值，即对⾓矩阵 ，但 本⾝不具有如下形式：

，如果 或 。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的具体形态取决于特征值，因特征值的

不同⽽不同。

图位移算⼦ ，定义为这样⼀个矩阵 ，它只在对⾓和边坐标上才可能取⾮零值，其他位置均

为零，即 ，如果 或 。典型的图位移算⼦是邻接矩阵和拉普拉斯矩阵。 描述了⼀

种作⽤在每个节点⼀阶⼦图上的变换操作，⽽⾮ 。

位移算⼦（shift operator）：

泛函分析中，位移算⼦也被称作平移算⼦（translation operator），是⼀种特殊的线性算⼦，实
现函数 的变换。在时序分析中，位移算⼦也被称作滞后算⼦（lag 
operator）。

在希尔伯特空间（Hilbert spaces）中，移位算⼦将希尔伯特空间中规范正交基的每⼀个基向量的
位置向前(后)移动⼀位或若⼲位的线性算⼦。

定义1：重复度为1的单侧移位（或单侧平移）算⼦

其中 是希尔伯特空间中的规范正交基。

定义2：重复度为1的双侧移位（或双侧平移）算⼦

其中 是希尔伯特空间中的规范正交基。

 

 

参考资料：  

赫维赛德（Heaviside）的微积分算⼦  

作⽤：将常微分⽅程转换为普通代数⽅程

——微分算⼦⽤ 来表⽰，

——⾼阶微分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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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算⼦符号⽤ 表⽰，

也就是说，在某种算⼦下，积分和微分对应的是倒数关系。

⽐如常⻅的⼀个⼆阶常微分⽅程，⽤赫维赛德的微分算⼦变换⼀下，就变成了代数表达式：

拉普拉斯变换  

傅⾥叶变换能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经问世后便受到⼴⼤⼯程师们的喜爱，因为它给⼈们提供了⼀扇

不同的窗户来观察世界，从这个窗户来看，很多事情往往变得简单多了。但是，别忘了，傅⾥叶变换有

⼀个很⼤局限性，那就是信号必须满⾜狄利赫⾥条件才⾏，特别是那个绝对可积的条件，⼀下⼦就拦截

掉了⼀⼤批函数。⽐如函数  就⽆法进⾏傅⾥叶变换。

傅⾥叶定律说：只要⼀个函数满⾜如狄利赫⾥条件，都能分解为复指数函数之和，哪怕是如拉格

朗⽇提到的带有棱⾓的⽅波函数。狄利赫⾥条件为：

(1) 函数在任意有限区间内连续，或只有有限个第⼀类间断点；

(2)在⼀个周期内，函数有有限个极⼤值或极⼩值；

(3)  在绝对可积，即  。

⼀种解决思路是：把不满⾜绝对的可积的函数乘以⼀个快速衰减的函数，这样在趋于 时原函数也衰减

到零了，从⽽满⾜绝对可积。

数学描述是：

为保证 ⼀直为衰减函数，我们把 定义域缩减到正半轴，这样可以进⾏傅⾥叶变换就变成了：

如果假设：

af://n214


那么就得到：

这就是拉普拉斯变换。

扩展⼀：

我们知道，三⾓函数可以通过欧拉公式与复指数函数联系起来，

扩展⼆：

到底代表了什么呢？为什么能称之为⾃然常数？它到底蕴含什么终极奥义？简单点来说，对于⼀

个单位状态量的变化率是固定值（100%）的系统， 代表了在⼀个单位时间内，连续的翻倍增⻓

所能达到的极限值。⽐如说你存1块钱给银⾏，银⾏的年利率是100%，如果⼀年存⼀次可获得2
元，如果存12次可获得2.613元，如果存⽆限多次，最多也只能获得 元。更深刻⼀点的说： 描述

了连续体变化或物体连续变化的⼀种状态（单位状态量变化率是固定值），⽽⾃然界中⼤部分事物

变化发展是接近这种状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状态曲线呈现指数样式的原因所在。简单⼀句

话： 代表了连续。

更好的理解：

代表按不同频率旋转的单位圆，那是在复平⾯来看的，想象⼒丰富的同学可以脑补⼀下，如果把时

间轴也加上， ⻓什么样⼦呢？那就是螺旋曲线！

从其他不同的平⾯看，螺旋曲线就是正弦或者余弦曲线。



是螺旋曲线和衰减函数的乘积：⼀个半径不断减⼩的螺旋曲线。从不同的平⾯看，

就是不断衰减的正弦或者余弦曲线，从复平⾯来看，是⼀个半径不断减⼩的圆。

总结⼀下：傅⾥叶变换是将函数分解到频率不同、幅值恒为1的单位圆上；拉普拉斯变换是将函数分解到
频率幅值都在变化的圆上。因为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有两个变量，因此更灵活，适⽤范围更⼴。

最后的彩蛋：拉普拉斯变换变换和赫维赛德的微积分算⼦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微分算⼦是拉普拉斯变

换的前⾝？其实很简单。

对于微分运算：

令 ，则 ；

对于积分运算：

令 ，则 ；

是不是和赫维赛德微分算⼦⻓得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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