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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高等院校工科类（高等数学基本要求）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科学、系统地介绍了微积分的

基本内容，具有结构清晰、概念准确、深入浅出、可读性强、便于学生自学等特点．

全书共分１０章，包括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及导数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多

元函数微分学、二重积分、无穷级数、常微分方程．附录为习题参考答案与提示．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科类（高等数学基本要求）及相关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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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本书第二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根据我校这几年的教学实践，按照高等教

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工科类（高等数学基本要求）专业对本课程的要求及学生的情

况修订而成的。在修订中，我们保持原教材结构严谨、逻辑清晰的风格，以及原

教材通俗易懂、例题丰富、便于自学等特点。本次修订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１）删去了部分冗长的内容，使教材内容更加紧凑、突出重点；增加了在新

知识导入前的一些引导性内容，便于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接受。

（２）调整了一些例题，适当降低难度，对一些例题解题过程作了修改，过程

更加详细，便于学生自学。

（３）对教材中部分内容叙述也作了修改，使条理更加清晰。

（４）每章的总习题作了适当调整，增加一些填空题及选择题，调换了一些计

算题及证明题。

（５）对节、目编排上也作了调整。

本版修订工作由柴惠文、邓燕、姚永芳完成。修订中广泛听取并采纳了其他

编者和同行的宝贵意见。新版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使用本教材的广大师

生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５年２月



前　　言

本书参照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数学教学基本要求，依据理工类各专业对高等

数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在编写过程中，按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的原则，突出高等

数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强化对掌握基本内容的基本训练及应用．对概念的

叙述力求从身边的实际问题出发，自然引入；适当淡化运算上的一些技巧，降低

某些理论上的要求，从简处理一些公式的推导及证明．基本编写理念是：在不失

科学性的大前提下，从简某些严密论证，突出数学思想的介绍及数学方法的训

练、应用；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掌握各部分知识的内在联系与区别，较好

地把握高等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并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的基本方法．

为提高学生的基本能力，本书的例题及习题较多，所设置的习题按学习的进

程并充分考虑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的掌握来配置，也考虑到具体的应用，还在每

一章后配有总复习题，以供复习提高之用．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柴惠文、蒋福坤、刘正春、刘静、杨晓春；由柴惠文、蒋

福坤统稿．

严从荃教授认真细致地审阅了全书并提出非常宝贵的意见．在本书的编写

过程中，采纳了诸多同行的有价值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

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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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函　　数

　　函数是对现实世界中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种抽象，它是微积分学研究的

基本对象．中学时，我们对函数的概念和性质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本章中，我们将进一步

阐明函数的一般定义，介绍函数的简单性质以及反函数、复合函数、基本初等函数和初等函

数等概念，这些都是学习本课程的基础．

１．１　集合

１．１．１　集合的概念

集合是数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例如某校一年级的全体学生构成一个集合，某个书柜的

全部藏书构成一个集合，全体实数构成一个集合等．

一般地，我们把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的对象组成的总体叫做集合．把组成某一集合的各个

对象叫做这个集合的元素．

习惯上，用大写拉丁字母犃，犅，犆，犡，犢，…表示集合，用小写拉丁字母犪，犫，犮，狓，狔，…表

示集合的元素．对于给定的集合来说，它的元素是确定的．如果犪是集合犃 中的元素，则用

犪∈犃来表示；如果犪不是集合犃中的元素，则用犪犃来表示．

含有有限个元素的集合称为有限集；含有无限多个元素的集合称为无限集；不含任何元

素的集合称为空集，记为．

表示集合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列举法，就是把集合的所有元素一一列举出来，写

在花括号内．例如，方程狓２－４＝０解构成的集合可表示为犃＝｛－２，２｝．另一种是描述法，就

是指出集合的元素所具有的性质．一般地，将具有某种性质的对象狓所构成的集合表示为

犃＝｛狓｜狓具有某种性质｝．

例如，方程狓２－４＝０的解集也可以表示为犃＝｛狓｜狓２－４＝０｝．

元素为数的集合称为数集，通常用犖表示自然数集，犣表示整数集，犙表示有理数集，犚

表示实数集．有时在表示数集的字母右上角添“＋”“－”等上标，来表示该数集的几个特定子

集．以实数为例，犚＋表示全体正实数集；犚－表示全体负实数集，其他数集的情况类似，不再赘

述．

若集合犃的元素都是集合犅的元素，则称犃是犅的子集，或者称犃包含于犅或犅包含

犃，记作犃犅或犅犃．

若集合犃与犅互为子集，即犃犅且犅犃，就称犃与犅相等，记作犃＝犅．

１．１．２　集合的运算

集合有三种基本运算，即并、交、差．

设有集合犃与犅，它们的并集记作犃∪犅，定义为

犃∪犅＝｛狓｜狓∈犃或狓∈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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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犃与犅的交集记作犃∩犅，定义为

犃∩犅＝｛狓｜狓∈犃且狓∈犅｝．

集合犃与犅的差集记作犃＼犅，定义为

犃＼犅＝｛狓｜狓∈犃但狓犅｝．

有时，我们把研究某一问题时所考虑的对象的全体称为全集，并用犐表示，把差集犐＼犃

特别称为犃的余集或补集，记作 犐犃．例如，在实数集犚中，集合犃＝｛狓｜狓｜＜１｝的余集为

犚犃＝｛狓｜狓≤－１或狓≥１｝．

集合的并、交、余运算满足如下运算律：

交换律　犃∪犅＝犅∪犃，犃∩犅＝犅∩犃．

结合律　（犃∪犅）∪犆＝犃∪（犅∪犆），

（犃∩犅）∩犆＝犃∩（犅∩犆）．

分配律　犃∩（犅∪犆）＝（犃∩犅）∪（犃∩犆），

犃∪（犅∩犆）＝（犃∪犅）∩（犃∪犆）．

对偶律　 犐（犃∪犅）＝ 犐犃∩ 犐犅，犐（犃∩犅）＝ 犐犃∪ 犐犅．

以上这些运算律都容易根据集合相等的定义验证．

１．１．３　区间和邻域

区间和邻域是常用的一类实数集．

设犪和犫都是实数，且犪＜犫，数集｛狓｜犪＜狓＜犫｝称为开区间，记作（犪，犫），即

（犪，犫）＝｛狓｜犪＜狓＜犫｝，

犪和犫称为开区间（犪，犫）的端点．数集｛狓｜犪≤狓≤犫｝称为闭区间，记作［犪，犫］，即

［犪，犫］＝｛狓｜犪≤狓≤犫｝，

犪和犫称为闭区间［犪，犫］的端点．类似地有

（犪，犫］＝｛狓｜犪＜狓≤犫｝，［犪，犫）＝｛狓｜犪≤狓＜犫｝，

（犪，犫］，［犪，犫）都称为半开区间．

以上这些区间都称为有限区间，犫－犪的值称为这些区间的长度．从数轴上看，这些有

限区间是长度为有限值的线段．闭区间［犪，犫］和开区间（犪，犫）在数轴上表示方法分别如

图１ １（ａ）和（ｂ）所示．此外还有无限区间，引进记号＋∞（读作正无穷大）及－∞（读作负无

穷大），则可用类似的记号表示无限区间．例如

［犪，＋∞）＝｛狓｜狓≥犪｝，（－∞，犫）＝｛狓｜狓＜犫），

这两个无限区间在数轴上的表示如图１ １（ｃ）和（ｄ）所示．

[ , ]a b

a bO x

(a)

( , )a b

a bO x

(b)

[ , )a ��

aO x

(c)

( , )�� b

bO x

(d)

图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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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δ a�δa x

δ δ

图１ ２

实数集｛狓｜狓－犪｜＜δ，δ＞０｝称为点犪的δ邻域，记

为犝（犪，δ），点犪叫做邻域的中心，δ叫做邻域的半径，它

在数轴上表示以犪为中心，长度为２δ的对称开区间，如

图１ ２所示．

实数集｛狓０＜｜狓－犪｜＜δ｝称为点犪的去心δ邻域，记作犝
獊
（犪，δ）．为了方便，有时把开区

间（犪－δ，犪）称为点犪的左δ邻域，开区间（犪，犪＋δ）称为点犪的右δ邻域．当不需要强调邻

域的半径时，可用犝（犪）和犝
獊
（犪）分别表示点犪的某个邻域和某个去心邻域．

习题１．１

１．如果犃＝｛０，１，２｝，犅＝｛１，２｝，下列各种写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１∈犃；０犅；｛１｝∈犃；１犃；｛１｝犃；０犃；｛０｝犃；｛０｝犅；犃＝犅；犃犅；犃；犃犃．

２．设犃＝｛１，２，３｝，犅＝｛１，３，５｝，犆＝｛２，４，６｝，求：

（１）犃∪犅； （２）犃∩犅； （３）犃∪犅∪犆；

（４）犃∩犅∩犆； （５）犃＼犅．

３．用区间表示满足下列不等式的所有狓的集合：

（１）｜狓｜≤３； （２）｜狓－２｜≤１； （３）｜狓－犪｜＜ε（犪为常数，ε＞０）；

（４）｜狓｜≥５； （５）｜狓＋１｜＞２； （６）１＜｜狓－２｜＜３．

１．２　函数

１．２．１　函数的概念

函数是变量之间满足一定条件的一种对应关系．在中学数学中也学习过函数，现在我们

把函数的概念叙述如下．

定义１　设有两个变量狓与狔，犇为一个非空实数集．如果存在一个确定的法则（或称

对应法则）犳，使得对于每一个狓∈犇，都有唯一的一个实数狔与之对应，则称这个对应法则犳

为定义在实数集犇上的一个一元函数，简称函数，记为狔＝犳（狓），犇称为犳（狓）的定义域．函

数犳（狓）的定义域犇通常记为犇（犳）．

对于狓０∈犇（犳），由法则犳所对应的实数值狔称为犳（狓）在点狓０处的函数值，通常记为

犳（狓０），有时也记为狔｜狓＝狓０，此时也称函数犳（狓）在点狓０处有定义．全体函数值组成的集合称

为函数犳（狓）的值域，通常记为犚（犳），即

犚（犳）＝｛狔｜狔＝犳（狓），狓∈犇（犳）｝．

从函数的定义来看，当定义域与对应法则确定后，函数就完全确定了．可见定义域与对

应法则是确定函数的两个要素，因此，对于函数犳（狓）、犵（狓），如果它们有相同的定义域和对

应法则，它们就是同一个函数．

表示函数的主要方法有三种：表格法、图形法、解析法（公式法）．其中，图形法表示函数

是基于函数图形的概念，即坐标平面上的点集

｛（狓，狔）｜狔＝犳（狓），狓∈犇（犳）｝

称为函数狔＝犳（狓），狓∈犇（犳）的图形，如图１ ３所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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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３

对于由解析式表示的函数，其定义域一般是指使得函

数表达式有意义的自变量取值的全体，这种定义域也称为

函数的自然定义域．

例１　求函数狔＝
１

ｌｇ（３狓－２）
的定义域．

解　当３狓－２＞０且３狓－２≠１，即狓＞
２
３
且狓≠１时，

函数 １
ｌｇ（３狓－２）

才有意义，因此，狔＝
１

ｌｇ（３狓－２）
的定义域为

犇（犳）＝
２
３
，（ ）１ ∪（１，＋∞）．

例２　求函数狔＝ａｒｃｓｉｎ
狓－１
５
＋

１

２５－狓槡 ２
的定义域．

解　当
狓－１
５

≤１且狓
２
＜２５，即－４≤狓≤６且－５＜狓＜５时，函数ａｒｃｓｉｎ

狓－１
５
＋

１

２５－狓槡 ２
才有意义，因此函数狔＝ａｒｃｓｉｎ

狓－１
５
＋

１

２５－狓槡 ２
的定义域为

犇（犳）＝［－４，５）．

在用解析法表示函数时，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函数在定义域的不同部分用不同的解析式

表示，这种函数称为分段函数．

O

y

x

y=| x |

　图１ ４

例如，函数

狔＝｜狓｜＝
狓， 狓≥０

－狓，狓＜｛ ０

是定义域为犇（犳）＝（－∞，＋∞），值域为犚（犳） ［＝ ０，＋∞）的一个

函数，它的图形如图１ ４所示．当自变量狓取（－∞，０）内的数值时，

函数值由狔＝－狓确定；而当自变量狓 ［取 ０，＋∞）内的数值时，函数

值由狔＝狓确定，所以是一个分段函数．

x

y

O

1

�1

y x�sgn 

　图１ ５

函数

狔＝ｓｇｎ狓＝

１， 狓＞０

０， 狓＝０

－１，狓＜

烅

烄

烆 ０

也是分段函数，它的定义域为犇（犳）＝（－∞，＋∞），值域

为犚（犳）＝｛－１，０，１｝，图形如图１ ５所示．此函数也称

为符号函数．

１．２．２　反函数

定义２　设函数狔＝犳（狓）的定义域是犇（犳），值域是犚（犳），如果对每一个狔∈犚（犳），都

有唯一确定的狓∈犇（犳）与之对应，且满足狔＝犳（狓），则狓是定义在犚（犳）上以狔为自变量的

函数，记此函数为

狓＝犳
－１（狔），狔∈犚（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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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称其为函数狔＝犳（狓）的反函数．

显见狓＝犳
－１（狔）与狔＝犳（狓）互为反函数，且狓＝犳－１（狔）的定义域和值域分别是狔＝

犳（狓）的值域和定义域．

注意到在狓＝犳
－１（狔）中，狔是自变量，狓是因变量．但是习惯上，常用狓作为自变量，狔作

为因变量．因此，狔＝犳（狓）的反函数狓＝犳－１（狔）常记为

狔＝犳
－１（狓），狓∈犚（犳）．

y f x� ( )

y x�y f �1(x) �

x

y

O

B f x x( ( ), )

A x  f x( , ( ))

　图１ ６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狓犗狔中，函数狔＝犳（狓）的图形与其

反函数狔＝犳
－１（狓）的图形关于直线狔＝狓对称，如图１ ６

所示．

什么样的函数才有反函数呢？由定义可知，函数

狔＝犳（狓）具有反函数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对应法则犳使得定

义域中的点与值域中的点是一个对一个的（简称一一对

应）．因为单调函数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单调函数必有反

函数．

对于单调函数，求其反函数的步骤是先从狔＝犳（狓）中解

出狓＝犳
－１（狔），然后将狓与狔变量互换，便得到反函数狔＝犳－１（狓）．

习题１．２

１．下列各题中，函数犳（狓）和犵（狓）是否相同？为什么？

（１）犳（狓）＝ｌｎ狓２，犵（狓）＝２ｌｎ狓；　　　　　　（２）犳（狓）＝
狓２－１
狓－１

，犵（狓）＝狓－１；

（３）犳（狓）＝狓，犵（狓）＝ｓｉｎ（ａｒｃｓｉｎ狓）； （４）犳（狓）＝狓，犵（狓）＝ｅｌｎ狓．

２．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

（１）狔＝ 狓槡 －２＋
１
狓－３

＋ｌｎ（５－狓）； （２）狔＝
狓槡 ＋２

｜狓｜－狓
； （３）狔＝２

１
狓＋ａｒｃｓｉｎ（ｌｎ １－槡 狓）；

（４）狔＝ａｒｃｓｉｎ
１
狓
； （５）狔＝ ｌｇ

５狓－狓２

槡 ４
； （６）狔＝１－ｅ１－狓

２

．

３．求下列分段函数的定义域，并画出函数的图形：

（１）狔＝
４－狓槡 ２，｜狓｜＜２

狓２－１， ２≤｜狓｜＜
烅
烄

烆 ４
； 　（２）狔＝

１
狓
， 狓＜０

狓－３， ０≤狓＜１

－２狓＋１，１≤狓＜＋∞

烅

烄

烆

．

４．设犳（狓）＝
１－２狓，｜狓｜≤１

狓２＋１， ｜狓｜＞
｛

１
，求犳（０），犳（１），犳（－１．５），犳（１＋犺）－犳（１）．

５．求下列函数的反函数：

（１）狔＝２狓＋１；　　　　（２）狔＝
狓＋２
狓－１

；　　　　（３）狔＝狓３＋２；　　　　（４）狔＝１＋ｌｎ（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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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函数的基本性质

１．３．１　函数的奇偶性

设函数狔＝犳（狓）的定义域犇（犳）关于原点对称．如果对于任何狓∈犇（犳），都有犳（－狓）＝

犳（狓），则称狔＝犳（狓）为偶函数；如果对于任何狓∈犇（犳），都有犳（－狓）＝－犳（狓），则称狔＝

犳（狓）为奇函数．不是偶函数也不是奇函数的函数，称为非奇非偶函数．

由定义知：偶函数的图形关于狔轴对称，奇函数的图形关于原点对称，如图１ ７（ａ）和

（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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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７

例如，狔＝狓２和狔＝ｃｏｓ狓在（－∞，＋∞）上是偶函数；狔＝狓３和狔＝ｓｉｎ狓在（－∞，＋∞）

上是奇函数；而狔＝狓＋ｃｏｓ狓既不是奇函数也不是偶函数．

１．３．２　函数的周期性

设函数狔＝犳（狓）的定义域为犇（犳），如果存在一个正数犾，使得对于任意狓∈犇（犳），都有

（狓±犾）∈犇（犳），且

犳（狓±犾）＝犳（狓）

恒成立，则称狔＝犳（狓）为周期函数，犾称为犳（狓）的周期，周期函数的周期通常是指最小正

周期．

周期为犾的函数，在其定义域内长度为犾的区间上，函数图形具有相同的形状，如图１ ８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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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８

例如，函数狔＝ｓｉｎ狓，狔＝ｃｏｓ狓都是以２π为周期的周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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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函　　数

１．３．３　函数的单调性

设函数狔＝犳（狓）在区间犐上有定义，如果对于区间犐内任意两点狓１，狓２，当狓１＜狓２时，

有 犳（狓１）＜犳（狓２），

则称函数犳（狓）在区间犐上单调增加；当狓１＜狓２时，有

犳（狓１）＞犳（狓２），

则称函数犳（狓）在区间犐上单调减少．

例如，函数狔＝狓２ 在［０，＋∞）内单调增加，在（－∞，０］内单调减少．又如狔＝狓３ 在

（－∞，＋∞）内是单调增加的．

函数单调增加、单调减少统称函数是单调的．从函数图形上看，单调增加的函数当狓自

左向右变化时，函数的图形逐渐上升；单调减少的函数当狓自左向右变化时，函数的图形逐

渐下降，如图１ 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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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函数的有界性

x

y

O

M

�M

图１ １０

设函数犳（狓）在区间犐上有定义，如果存在一个

正数犕，当狓∈犐时，恒有

｜犳（狓）｜≤犕

成立，则称函数犳（狓）为区间犐上的有界函数，如

图１ １０所示；否则称函数犳（狓）为区间犐上的无界

函数．

例如，函数狔＝ｓｉｎ狓在（－∞，＋∞）内为有界函数，因为｜ｓｉｎ狓｜≤１对任何狓∈（－∞，

＋∞）都成立；而函数狔＝
１
狓
在开区间（０，１）内为无界函数，因为不存在正数犕，使

１
狓
≤犕

对于（０，１）内的一切狓都成立．

有的函数可能在定义域的某一部分内为有界函数，而在另一部分内为无界函数．例如，

函数狔＝ｔａｎ狓在 －
π
３
，π［ ］３ 上为有界函数，而在 －

π
２
，π（ ）２ 内为无界函数．因此，我们说一

个函数是有界函数或无界函数，应同时指出自变量的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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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１．３

１．讨论下列函数的奇偶性：

（１）犳（狓）＝
ｓｉｎ狓
狓
＋ｃｏｓ狓； （２）犳（狓）＝狓 狓２槡 －１＋ｔａｎ狓； （３）犳（狓）＝ｌｎ

１－狓
１＋狓

；

（４）犳（狓）＝
ｅ狓＋ｅ－狓

ｅ狓－ｅ－狓
； （５）犳（狓）＝ｃｏｓ（ｌｎ狓）； （６）犳（狓）＝

１－狓，狓＜０

１＋狓，狓≥
｛

０
．

２．判断下列函数是否为周期函数，如果是周期函数，求其周期：

（１）犳（狓）＝ｓｉｎ（２狓＋３）； （２）犳（狓）＝狓ｃｏｓ狓； （３）犳（狓）＝１＋｜ｓｉｎ２狓｜．

３．讨论下列函数的单调性（指出其单调增加区间和单调减少区间）：

（１）狔＝ｅ犪狓（犪≠０）； （２）狔＝ ４狓－狓槡 ２； （３）狔＝狓＋
１
狓
．

４．判断下列函数的有界性：

（１）狔＝
狓
１＋狓２

； （２）狔＝ｓｉｎ
１
狓
； （３）狔＝狓ｃｏｓ狓．

１．４　初等函数

１．４．１　基本初等函数

我们把常数函数、幂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这６类函数称为

基本初等函数．下面分别介绍这些函数的表达式、定义域及图形．
y

xO

y  �C

图１ １１

１．常数函数
函数 狔＝犆 （犆为常数）

称为常数函数，它的定义域为（－∞，＋∞），图形如图１ １１

所示，是一条平行于狓轴的直线．

２．幂函数
函数 狔＝狓μ （μ是常数）

称为幂函数．其定义域随μ的不同而相异，但不论μ取何值，

狔＝狓μ在（０，＋∞）内总有定义，并且图形都经过点（１，１）．

图１ １２（ａ）和（ｂ）为几个不同的幂函数在（０，＋∞）内的图形，图１ １２（ｃ）为幂函数狔＝狓－１

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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