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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marandache 双阶乘函数的混合均值
王 龙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延安分校，陕西延安 716000）

[摘 要]对任意的正整数 n,Smarandache双阶乘函数 定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m，使得 ，即
。而函数 为最小的正整数 k，使得 ，即 。本文

主要通过初等和解析方法,研究了复合函数 的均值,并得到一个较强的渐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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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结论

对任意的正整数，F.Smarandache 双阶乘函数

被定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m 使得 ，即

.则 ， ， ，

， ，….容易得到

近几年许多学者对函数 的初等性质进行了研究，

并得到不少有趣的结论[1-4].例如：乐茂华在文献[1]研究了函

数 的问题中得到：若 ，且 ，其中 α，n

是正整数， ，则有

.

文献[5]中沈虹研究了 的均值问题,证明了对任

意给定的正整数 k,以及任意实数 有渐近式

文献[6]中樊旭辉也研究了 的均值问题，得到较

强的渐近公式

其中 是可计算的常数.

文献[7]中鲁伟阳等人研究了复合函数 的

均值问题，证明了对任意的实数 ， 是一个给

定的整数，有渐近式

其中 是可计算的常数.

函数 定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k,使得

.我们的主要目

的是研究 Smarandache 双阶乘函数 与 的混

合均值问题，并得到一个渐近式.

定理：设 j≥2 为给定的整数，则对任意的实数 x＞1，

有渐近式

其中 是可计算的常数.

二、定理的证明

下面我将用初等和解析的方法给出证明.

对任意的整数 n＞1，当

时都有 .也就是说方程 有 个解

， ，…， .因为

n≤x，所以由文献[8]知，当 时，k 满足 ，

即有 ,于是注意到 ，有

将所有整数 分为两个集合 P 和 Q，其中集合

P 包含所有满足存在素数 p 使得 p|k，且 的正整数

k；集合 Q 包含区间 中不属于集合 P 的那些正整

数，利用文献[1]中性质得

首先计算集合 P 的情况

.

令 ，利用 Abel 求和公式、（下转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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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常数且 ，则有

其中 为可计算的常数.并且可得到 ，则有

其中 是可计算常数.

下面讨论集合 Q 的情况，由 函数的定义及性

质可以知道，对于 ，设 k 的标准分解式为

，我们对的奇偶性进行讨论.当 2|n 时有

，

当 时有

，

此时取 ，显然有

，以及 ，于是就有 .

所以有 .

综上可知，

，

其中 是可计算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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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于一个充满神性体验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从认知方

式上，他接近于一个‘狂人’式的先知。在诗学观念上，他

深受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相信‘酒神体验’的力

量，相信‘大地’原始伟大的本质力量；在艺术观念上，他

又特别认同梵高、荷尔德林那种疯狂的气质。”
“更加重要的是加强了的组织，把形式因素的各种不

同效果全部组成一个单一的反应的能力提高了，这是诗

人的赐予”
于是海子诗歌最不可思议的魅力简直不可言说。他

的语言全是真实的、自然的，正在生长的，全不用古奥或

晦涩的字词，但它们的组合腾挪逼近极限，他用陈述语气

直接说出万物，却能赋予孤立的字句以硬度冲击，他将现

代诗歌中的现代性品格继续高扬，发出知识精英的遗孑

之音，事实上在他之后诗歌的神性、雕琢性几已流失殆

尽，各种主义嘈嘈过耳而堪堪难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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