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瘸覆攀豌学擐

欧拉公式砂＝ｃｏｓｘ＋Ｚｓｉｎｘ的几种证明及其在高等
数学中的应用
李

劲

（河西学院数学系，甘肃张掖７３４０００）

攘妥：在蔓数域上羟虫裁强务羲∥警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霹芄静证咦；攀钢说明默粒公式在高等数学孛媳死
类应用．

关键谣：欧拉务式；证孵；离等数学；感惩；举铹
文章续弩ｌ＋１６７２一掷笳（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０１—０６

孛阐势樊号：０１３文献标识谒：Ａ

１。黢控公式鲍历史渊深及箕意义
１６毽纪串时产生了嚼确豹复数裰念．ｓ在１８键纪，已有嬲初等数学包括三角函数、指数舔数和对数黼数翊被箍广到
了复数领域，邀也是受到了积分计算的激发。”ＩＩＪ这些数学成煨，为欧拉公式的产生爨定了基础．

１７１４年，荚蓬数学家辩兹（Ｃｏｔｅｓ，Ｒｏｇｅｒ，１６８２～１７１６），蓄先发袭了定理

’√ｊ≯＝ｌｏ‰（ｃｏｓｇ＋再ｓｉｎｇ）

（１－）

１７４０年ｌ露嚣ｌ塞嚣，瑞士数学家数控（Ｆａｄ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１７０７～１７８３）在绘臻妻数学家约镎·麴努稳（ＪｏｈｎＢｅｒ∞ｅｌｌｉ，
、１６６７＂１７４８）的信中说，ｙ＝２ｃｏｓｘ和夕－ｅ小ｋ＋Ｐ叫一并都是同一个微分方税的解，因此它们应该相等．１７４３萍他
又发表了这个结果，即

ＣＯＳ￥＝——■■一，ｓｍ￥。—■１＿
秽乒ｌ’÷露。矗ｈ
‘

。

窖‘ｂ—ｅ－４＝ｉｓ

４（２）

ＺＶ—Ｉ

１７４８年欧按重薪发现了科兹所发现的结果（１）式，它也可以由（２）式导出．嘲
４

１７嚣年，黢楚在递交给圣靛褥爨辩学藐豹论文《微分公式》孛善敬使翘ｉ来袭示０一ｌ，餐覆乡寄入注意它。塞到

１８０１年，德冒数学家高斯（Ｇａｕｓｓ，Ｃ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ｌｃｈ，１７７７～１８５５）系统地使用了这个符号，以后渐渐流行，沿用至今．”聊
，”一

鑫｝＝√一ｌ秘上述（１Ｘ（２）两式褥

∥＝ＣＯＳｘ＋Ｉ‘ｓｌ。ｎｘ，（ｘ芒Ｒ）

（３）

这就是著煞的欧拉公式．

攒鼗丞数籁三楚丞数在实数壤率凡乎没骞嚣么联系，翼器农复数壤孛帮发瑰了宅嚣】雨鞋捶互转纯，著鼓欧控公式这个蒋
常简单的关系溅联系在一勰．特别是濑Ｘ＝朋寸，欧拉公式便写成了ｅ佛＋ｌ兰ｏ，逡个等式将数中最宫特色的五个数ｏ，
ｌ。矗窖，７／＂绝妙地联系在～起，“ｌ是延整数也憝安数的基本单位，ｆ是虚数的基本尊位，ｏ是唯一的中性数，它｛ｆ】都其有
数特浆戆整，矮粪代表性．可虢说，≠寒添予筏数，万来源予咫蔼，ｅ寒灏予势羲，ｅ与，躅Ｅ越越数之中都璇具特色，这５
个蒲来似乎是聪不相干的数，居然如此和谐地统一在一个式予中．”Ｈ因黼，公式Ｐ脯＋１＝０成为人们公认的优美公式，

被榄为数学美蛉一令象｛芷。这充分地搦示了数学的统一性、搿洁性、奇异性等美学特性，了解这些丰富懿数攀文纯内磐，
对警遥过高等数学学骂搀簿大学生豹缘台素囊、提燕数学教育的囊量其霄霪要意爻．

收箍曩鼹：２００８－０４－２２

俸畿麓介：李劲（１９５７一），男，甘肃临潭人，河西学院数学系耐教授，燕要从事数攀教育教学研究．
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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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妨：欢拉公式扩＝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的丸砖镊甥及其在薹警数学申张应用

欧拉公式簟髓＝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封广泛而鬟樊的应用，但在相关文献中未见到对这个公式比较系统和毙整的多种证
骥．兔了遴一步挖援欢教公式嚣瘗愚爱其数学教育方鳇重要意义，虢下褒襄数装主飨密敦拉凳式熊是释魄较系统戆逶骧．
证法一：（复指数函数定义法）

因为对任何复数ｚ＝ｘ＋ｉｙ，电ｙ

Ｒ），复指数函数定义为矿＝∥峥＝矿（ｃｏｓｙ＋括洫奶．‘’１所以，当复数ｚ的
（证完）
察龋ｘ＝Ｏ时，就得嚣欧摭公式矿＝ｃｏｓｙ＋ｉｓｉｎｙ。
ｇ

证法二＃（分离变量积分法）

设复数ｚ慧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秘《跫），两逸辩ｘ求导数，褥

羊＝－ｓｉｎｘ＋ｉｃｏｓｘ：ｉ２ ｓｉｎｘ＋ｉｃｏｓｘ。ｉ（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拦ｉｚ．
努离交繁并瓣嚣边积分，褥

ｅ出＝ｐ出，嘶ｚ＝ｉｘ＋ｃ
≤诞党）

彀善＝０褥，Ｃ＝０；藏，骞壤ｚ＝ｉｘ，鄯ｅ船＝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
证法三；（复数幂级数展开式法）

黜ｍ薹譬一苫＝芝ｎ＝Ｏ酱滴ｘ∞善盟（２ｎ等一热
所以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薹酱＋；薹％署＝薹警站
篙嚣ｌ

“（２羚）！

智

一１）ｆ

ｃ㈣

证法四ｔ（变上限积分法）

考瘩交上限积分｜｜０—ｔ２＋—１

ｄｔ·

因为ｊ：：南前＝∽协，Ｋ黼ａｒｃ觚弘又因为
￡南毋＝￡丢南一寺馥一扣协囊㈣，若

拳主阻错砘㈡）】，

黻ａｒｃｔａｎｙ＝８凼此得Ｙ篇ｔａｎＯ，所以有

护＝吾陋并一ｈ（－１）】＝主陋ｉ（ｔａｎ０鬲＋ｉ）ｚ—ｈ（－１）】

＝喜【蛾！塑三竽】：主ｌｎ（ｃ。ｓ２参二２ｉｓｉｎｏｃｏｓＯ－ｓｉｎ：０）
＝言ｌ娃［（ｃｏｓ（－ａ）＋／ｓｉｎ（一拶羚２≯池【ｃ。《一彩麟ｉｎ（－Ｏ）］，

断ｆ（一挣）黜ｌｎ【ｃｏｓ（一ｐ）＋ｆｓｉｎ（一口）１．
令苫＝一秽，褥ｉｘ＝Ｉｎ（ｃｏｓｘ＋ｉｓｉｎ莉，
即有矿＝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
涯法玉；（凝羧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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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０时．欧拉公式晨然成立＃

萋薹≠ｏ辩。考虑援浆璺笋＋羞，，《善毯震，嚣毫Ⅳ）。
一方面．冷，＝●，则有
球

歉（１＋≯端艄＋汐冬孝，

（４）

扭

另一方麓，姆１＋一纯必三角式，褥

拜¨

［ｃｏｓ（ａｒｃｔａｎ（Ｘ））＋ｉ ｓｉｎ（ａｒｃｔ趾（－ｘ））］，

＝

拓一再

Ｈ

疗

鑫棒葵夫公式褥

（１＋与一。【１＋两：＃【ｃｏｓＱａｒｃｔａｎ（－ｘ））＋ｆｓｉｎｍａｒｃ伽（点））】，

祷塑苎【ｌ＋《马２】量＝重，ｌ…ｉｍｃｏｓ（栉溅￡≥）＝蔫ｌｉｒａｓｉｎ（嚣剖∞晌拦ｘ，
村’。

糟

栉－＇。

坩

ｎ－４，ｓｏ

‘刀～

所馘鸯

ｌｉｒａ（１＋马措黑ｃｏｓｘ＋ｉｓｉｎ苁

（５）

由≤毒）、（５）嚣式褥矿＝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

≤证宪）

３．歌拉公式在高等数学中的应用
欧拉公式褒轫等数学中毒广泛鲍戏愿，特嬲楚在三凫遴数僵等式谨姨中寄＋分鬟瑟酶应璞．在裹等数学巾欧控公式瞧
宥檄秀广泛瓣成糟，下瑟举铡说明．
３．１计算

镶ｌ诗算下强吝式鹣壤

（１）矗（２）ｌｎ（一１＞

解（１＞嚣必壶欧拉公式餐ｉ＝乒：所默，鉴岔‘罗－－ｅ一乏（这说骥；’不楚鑫数＞
（２）擞欧拉公式中．取ｘ＝霈＋２ｍｒ，（栉＝０，±ｌ，蛇，…）．褥

一‘舯２肼’＝ｃｏｓ（ｎ＂＋２ｍｒ）＋／ｓｉｎ（∥＋２腮）訾一鲞
所瑷珐（一１）＝ｉ＜帮手２携窿），（捧＝毽±ｌ，￡毛··．）．删

‘

３．２求嵩阶导致

穗２竣，锵＝窖ｘ蝴落ｅｏｓ（ｘｓｉｎａ），箕孛搿舞鬻羲，簿泸拜’缸）。

’

解构造辅助函数ｇ（ｘ）＝Ｐ舶黼ｓｉｎ（ｘｓｉｎ ａ）．及Ｆ（ｘ）＝／（ｘ）＋ｆｇ（曲．
麟出默控公式褥

，（ｘ）竺秽。稍口［ｃｏｓ（ｘｓｉｎｏｒ）＋ｉｓｉｎ（ｘｓｉｎａ）】＝Ｐ…蝴辞霹船ｉａａ嫦群暑‘。∞口＋，枷钟）暑ｅｔ

予燕，∥’（曲嚣霉妇ｇ矿
一（ｃｏｓ揪＋ｉｓｉｎｎａ）ｅ’懈口［ｃｏｓ（ｘｓｉｎａＯ＋ｉｓｉｎ（ｘｓｉｎｏｒ）］
一矿瑚矗［ｃｏｓ（ｈａ＋ｘｓｉｎａ）＋ｉｓｉｎ（ｎａ＋ｘｓｉｎａ）］。

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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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幼：欧拉公式ｅ捃＝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转凡辨证骧及箕在高等数学孛的应薅
分离其实部和虚部，Ｂ陲‘可得所求

歹‘”’（ｚ）－－ｅ膏埘口ｃｏｓ（ｎ＝＋ｘｓｉｎｔｘ）．
３．３求蕊数翡级数蓑骨式

例３求硝数ｆ（ｘ）篇ｅ４３Ｘ（３ｃｏｓｘ－２ｓｉｎｘ）的麦克势林展式．
解擦遗辅豌函鼗ｆｌ（ｘ）＝ｅ＆ｃｏｓｘ，ｆ２（ｘ）＝ｅ＂／－ｓｘｓｉｎｘ，及
Ｆ（∞兰Ｚ（ｘ）＋ｆ以（曲瑞口扭Ｐ舡＝岔‘√５＋’ｎ．
剿Ｆｆ对静麦毙劳耩震式免

Ｆ（∞＝薹奇（括＋帆ｒ一薹奇（２Ｐｉ詈）外端善１０备／ｔ（ｃｏｓ等＋；妣孚ｘＪ：
努巍其实蘸释纛郯褥

ｚ（功嚣薹豢∥ｃ。ｓ詈，五∽＝薹焉２ｎ ｓ撖詈，
ｘｎ

所以

．．

删拳甄∞一２五∞嚣薹吾◇ｅ◇ｓ詈一２妇手矿
３．４积分计算

铡毒计算｜∥ｃｏｓＤｘｄｘ耧ｌｅ粼ｓｉｎｆｌｘｄｘ，其中秽、声为常数．

解设ｆｔｘ）＝ｆｅ础ｃｏｓｊｅｘｄｘ，五缸）拦．ｐ搬ｓｉｎｆｌｘａ＆，则宥
石ｏ）＋ｆ五（∞一ｌｅ甜（ｅｏｓｆｌｘ＋ｉｓｉｎｆｌｘ）ｄｘ

—ｌ扩害霸叔＝Ｐ㈨鼬螽一磊南≯沣鼢专ｃ
—ｉ万（口一ｉｆｌ）ｅ泓＋ｃ

…方矗【（ＣＯＳ触＋∥ｓｉｎ／’ｘ）＋№ｓ‘ｎ触一∥ｃｏＳ肛）】＋ｃ，
ｚ（ｘ）＝Ｉｅ球＂ｃｏｓｆｌｘｄｘ一≠万＠ｃ。８触＋夕ｓｉｎ艄＋ｑ，
以（班

ａｘ

Ｓｉｎ触＝南缸ｓｉｎ触一肿ｓ∥小Ｇ．

＝：麓乏３＂ｓｉｎ

ｎｘ一：鹑－、３＂ｃｏｓ

解设麟求舞ｓ囊）。梅遣在（一∞，＋一）上收藏鹃三霜缀数‘一

“曲椭＠）＝萎≯ｏｓｎｘ＋ｉｓｉｎｎｘ）
－４－

万方数据

一

ｎｘ镰一黼瓣撇
‘，著设其纛黻数受ｆ《如予霪嚣

河嚣攀院学掇
∞一’一

曲

＝∑寺脒＝萎去矽卜∥＝ｅ３（ｃｍｘ＋ｌｓｉｎｘ）－Ｏ

１

急露ｌ、

‘一！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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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ｅ３∞８。【ｃｏｓ（３ｓｉｎｘ）＋ｆｓｍ（３ｓｉＩｌ工）】

善３捧ｓｉｎ璐

分离其实部释纛都得三悫缀数刍—＿而一在收敛域－－ｏｏ，＋∞’上的和番数为
落（ｘ）＝ｅ３渊。ｓ／ｎ（３ｓｉｎｎ
３．６求复数形式的傅斑叶级数
侧６根据实数形式的傅里叶级数求复数形式的傅立时级数．协

解若黼数，（ｘ）以２石为周期，在［一万，万］上连续或至多有第一类闯断点，且在Ｉ－ｎ＂，万］上麓多有有限个单

调区间，则其实数形式的傅里叶级数为睾＋ｙ（％ｃｏｓ删＋吒ｓｉｎｎｘ）Ｌ－－ａ
”１
●

、盯

打

，

。

其巾馋里砖系数为

％＝考Ｅ／（帅ｓ融，屯＝砉Ｅ删ｓｉｎ融，刀‰∽，…．

㈣１

因为

ｃ。ｓ，娣墨ｉ１。 ｔｌｇＩｒ雌＋Ｐ一搬），ｓｉｎｎｘ＝ｌ（ｄ，ｔ—Ｐ岫睇），
一

所以有

ｉａｏ＋主（％ｃｏｓ职＋氏ｓｉｎ哟５

＝≥＋载％一扣＾ｃ扣扣咖１
’

在（６）式中，若以（一以）代替穆嘲有１

疋拜＝冁，赶摊一一幻

记ｑ＝ｉ１％一互ｉ ｂ。。刀＝ｏ’士ｌ，±２，…．于是，黼数厂（曲的复数形式的傅里叶＆效为

∑靠扩，
其中系数计算钕式为

％＝ｉ１奴一哦）

＝去￡，∽（ｃｏｓ联娟ｉｎｒ，ｘ）ｄｘ
．＝去￡删ｅ－ｌｎｘ出
３．７求微分方程的通解
倒７求微分方程ｙ（４）－２ｙ一＋５ｙ一＝Ｏ的通解．鹏
解凝方耧韵特薤方糯为

·５－

万方数据

李动：欧粒公式矿＝ＰＡ）ｓｘ＋ｉｓｉｎｘ的几种证哄及英在高等敷擎申的应用
五‘一２旯３＋５旯２；０，即Ａ２（名２—２名＋５）＝０．

由此可知，该特征方程的特征根为＾＝五一０，丑、４徽ｌ±２九。
予是，由欧拉公式及徽分方程壤熊叠翔原理褥藤方程的遴解失
ｓｉｎ

Ｙ＝Ｃｉ＋Ｇｘ＋ｅ。（ｃ３ ｃｏｓ２ｘ＋ｑ

２ｘ）．

４。棼柬疆

戳上证馥＿襁凡个方面的实例袭鹾，数拉公式矿＝ｃｏｓｘ＋ｉｓｉｎｘ掰瑷将高等数学审的许多妇谖点联系起来，形成翔
识镳．掌握欧披公式及其广泛应用，对于掌握有关数学思想、增强数学审美意识、提高高等数学的学习质量具有重簧意

义。宥必要对欧拉公式豹应震进蜇更深入豹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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