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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 Smarandache函数有关的函数
方程及其正整数解

李梵蓓

(内蒙古财经学院 统计与数学学院 ,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目的　研究一个包含 Smarandache函数的对偶函数及其伪 Smarandache函数方程的可解性。

方法　利用初等及组合方法。结果　给出了该方程的所有正整数解。结论　证明了该方程的所有

奇数解必为奇素数 p的方幂;而 6是该方程惟一的偶数解。

关　键　词:伪 Smarandache函数;Smarandache函数的对偶函数;函数方程;正整数解

中图分类号:O1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4Ⅹ (2008)06-0892-03

1　引言及结论

对任意正整数 n,著名的 F.Smarandache函数

S(n)定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m使得n m!。即 S(n)=

min{m:m∈ N, n m!}。该函数是美籍罗马尼亚著

名数论专家 F.Smarandache教授在他所著的 Only

Problems, NotSolutions一书中引入的 , 并建议人们

研究它的性质。从 S(n)的定义容易推出 ,如果 n=

p
a1
1 p
α1
1 p

α2
2 …p

αr
r表示 n的标准分解式 , 那么 S(n)=

max
1≤i≤r
{S(p

αi
i)}。由此不难计算出 S(n)的前几个值

为:S(1)=1, S(2)=2, S(3)=3, S(4)=4, S(5)

=5, S(6)=3 , S(7)=7, S(8)=4, S(9)=6,

S(10)=5, S(11)=11, S(12)=4, S(13)=13,

S(14)=7, S(15)=5, S(16)=6, …。关于 S(n)的

算术性质 ,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 ,获得了不少有趣的

结果
[ 1-6]
。例如徐哲峰研究了 S(n)的值分布问题 ,

证明了渐近公式

∑
n≤x
(S(n)-P(n))

2
=

2ζ(
3
2
)x

3
2

3lnx
+O(

x
3
2

ln
2
x
)。

其中 P(n)表示 n的最大素因子 , ζ(s)表示 Riemann

Zeta-函数。

乐茂华研究了 S(2
p-1
(2
p-1
))的下界估计问

题
[ 6]
,给出了估计式

S(2
p-1
(2
p
-1))≥ 2p+1。

其中 p为任意奇素数 。

在文献 [ 7]中 , JSandor引入了 Smarandache函

数 S(n)的对偶函数 S＊(n)如下:S＊(n)定义为最

大的正整数 m使得 m! n。即 S＊(n)=max{m∶m∈

N, m!  n}。而伪 Smarandache函数 Z(n)定义为最

小的正整数 m, 使得 n整除
m(m+1)

2
。即 Z(n)=

min{m∶m∈ N, n 
m(m+1)

2
}。从 Z(n)的定义容易

推出 Z(n)的前几个值为:Z(1)=1 , Z(2)=3,

Z(3)=2, Z(4)=7, Z(5)=4, Z(6)=3, Z(7)=

6, Z(8)=15, Z(9)=8, Z(10)=4, Z(11)=10,

Z(12)=8, Z(13)=12, Z(14)=7 , Z(15)=5,

Z(16)=31, …。关于 Z(n)的算术性质 ,许多学者

也进行了研究 , 获得了不少有趣的结果
[ 8-14]

。本文

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函数方程

Z(n)+S＊(n)=n (1)

的可解性 ,并利用初等及组合方法获得了这一方程

的所有正整数解。亦即证明了下面的定理。

定 　理 　方程(1)有且仅有一个偶数解 n=

6;奇数 n满足方程(1)当且仅当 n为奇素数 p的方

幂。即 n=p
k
,其中 p≥ 3为素数 , k为任意正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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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理的证明

利用初等及组合方法直接给出定理的证明。首

先证明对任意奇素数 p及正整数 α,有

Z(p
α
)=p

α
-1。 (2)

事实上设 Z(p
α
)=k,则由伪 Smarandache函数的定

义 ,有 p
α
 
k(k+1)

2
,从而推出 p

α
 k或者 p

α
 k+1。

当 p
α
 k时 ,有 k=p

α
·k1 ≥p

α
,当 p

α
 k+1时 ,有

k=p
α
·k1 -1≥p

α
-1,从而满足 p

α
 
k(k+1)

2
的

最小正整数 k=p
α
-1。即式(2)成立 。

现在完成定理得证明 。

为简单起见 ,设 S＊(n)=m。显然 n=1不满足

方程(1)。于是假定 n>1且满足方程 (1)。由伪

Smarandache函数 Z(n)的定义知

Z(n)·(Z(n)+1)+m·(Z(n)+1)=n·

(Z(n)+1)。

由此式及 Z(n)的定义立刻推出 n整除 m·(Z(n)+

1),注意到 m!整除 n,所以可设

m·(Z(n)+1)=kn

或者

Z(n)=kn
m
-1。

将此式代入方程(1),可得

kn
m
-1 +m=n。

由此及 S＊(n)=m的定义知 m!  n,从而可设 n=

m!· n1 ,于是上式成为

k· (m-1)!· n1 +m-1 =m!·n1。 (3)

在式(3)中有两项能被(m-1)!整除 ,即就是(m-

1)!整除 m!以及(m-1)!整除(m-1)!,所以由整

除的性质知式(3)中的第三项 m-1也能被(m-

1)!整除 。显然(m-1)!整除 m-1当且仅当 m=1,

2或者 3。当 m =1时 ,由式(3)知 k=1,此时有

Z(n)=n-1,由函数 Z(n)的性质及式(2)可知

Z(n)=n-1当且仅当 n为奇素数 p的方幂 ,即就是

n=p
α
, p为奇素数 , α为正整数。经验证知所有奇素

数 p的方幂 p
α
都是方程(1)的解。当 m=2时 ,此时

由于 n>1且 n整除 m(m-1),所以 n=2,但是 n

=2不是方程(1)的解 。当 m=3时 , m(m-1)=6,

这时结合 n整除 m(m-1)=6以及 m! =6整除 n,

立刻推出 n=6和 m=3。经检验知 n=6是方程(1)

的一个解 。综合以上分析 ,立刻得到方程(1)有且只

有一个偶数解 n=6;所有奇数 n满足方程(1)当且

仅当 n为奇素数 p的方幂 。

于是 ,完成了定理的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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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unctionequationrelatedtotheSmarandache
functionanditspositiveintegersolutions

LIFan-bei
(SchoolofMathematicsandStatistics, InnerMongoliaFinanceandEconomicsCollege, Hohto010051, China)

Abstract:Aim　TostudythepositiveintegersolutionsofafunctionequationinvolvingthepseudoSmarandache

functionandthedualfunctionoftheSmarandachefunction.Methods　Usingtheelementaryandcombinational

method.Results　Allpositiveintegersolutionsaregivenfortheequation.Conclusion　Itwasproxedthatthee-

quationhasonlyoneevennumbersolutionn=6 , andalloddnumbernsatisfyingtheequationifandonlyifn=p
k
,

wherep≥3 beaprime, andkbeanypositiveinteger.

Keywords:thepseudoSmarandachefunction;dualfunctionoftheSmarandachefunction;functionequation;posi-

tiveintegersolution

·学术动态 ·

我校承担 “陕西省主体功能区划分及规划研究 ”重大课题

受陕西省政府委托 ,我校牵头组织 “陕西省主体功能区划分及规划研究”工作 ,我校城市与资源学系李

同升教授担任课题组长 ,获得省上资助经费 110万元人民币。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按照主体功能定位 、调整 、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 ,规范空间开发秩序 ,形成合

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是在区域发展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 ,是 “十一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

个新思路和新举措 ,对于缩小区域差距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国家 “十一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 ,各地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 、重点开发 、限制

开发 、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 ,以促进形成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均衡战略。

划分陕西省主体功能区 ,是在陕西推进形成合理有序的国土开发空间 、构筑一整套保障地区可持续发展

的空间规划体系的关键工作。它有利于引导经济布局 、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从而促进人

口 、经济 、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有利于加强和改善

区域调控 ,增强调控的有效性 ,进而实现省委 、省政府关于建设西部经济强省 、促进陕西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全

面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

根据 “陕西省主体功能区划分及规划研究 ”课题成果 ,省政府将制定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 ,报请

省人大正式批准后实施 ,从而以法律的形式规范陕西空间开发秩序 ,促进陕西合理空间开发结构的形成。

承担 “陕西省主体功能区划分及规划研究 ”课题是我校服务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次重要的科学实践 ,

也是 “以任务带学科” 、促进我校地理学科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 。

(薛　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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