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葵花宝典目前已修订到最新版

 

a 考研数学

 





《Kira高数葵花宝典》涉及的知识点范围（以下内容根据数一二三 新考

纲写成，请认真参考）

撇开真题实战而谈论数学知识点无意义。我只经受过数三真题的检验，虽本科在

数学系，数一数二的其他问题可做，但不认为自己有关于数一数二真题的发言权，

故高数葵花宝典只包含数一数二数三的公共考点。	

l 本宝典包含：

/函数、极限、连续/	

[拾遗篇]	
函数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奇偶性、连续性（包括左连续、右连续）							
无穷与无界	

间断点类型判别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有界性、 大值和 小值定理、介值定理）及应用	

	[大王小王篇]	
基本初等函数、复合函数、分段函数、反函数、隐函数	
数列极限、函数极限（包括左极限、右极限）	

极限的性质、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极限四则运算法则	
无穷小的基本概念、性质和比较方法	
无穷大量及其与无穷小量的关系	

[4A篇]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有界性、 大值和 小值定理、介值定理）及应用	

/一元函数微分学/	

[4A篇]	
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泰勒定理、柯西中值定理及其应用	

[拾遗篇]	



导数概念、可导性连续性、平面曲线切线方程法线方程	
导数和微分的关系、一阶微分形式的不变性、求函数微分	

函数单调性判别方法	
函数极值的概念（极值、 大值、 小值的求法及其应用）	
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凹凸性、求函数拐点和渐进线	

画简单函数的图形	

[大王小王篇]	

基本初等函数的求导公式、导数四则运算法则、复合函数求导法则	
分段函数的导数、反函数和隐函数的导数	
高阶导数	

洛必达法则求极限	

/一元函数积分学/	

[大王小王篇]	
不定积分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积分公式、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定积分概念和基本性质、变限积分函数求导、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定积分的换元

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反常积分概念及计算	

[4A篇]	
定积分中值定理	

[拾遗篇]	
原积分和不定积分概念	

利用定积分计算平面图形面积、旋转体体积和函数平均值	

/多元函数微分/	

	[4A篇]	
多元函数概念、二元函数几何意义	

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有界闭区域上二元连续函数的性质	
多元函数偏导数与全微分、求多元复合函数一阶、二阶偏导数、求全微分、求多



元隐函数的偏导数	
多元函数极值和条件极值	

/多元函数积分/	

[4A篇]	
二重积分概念及基本性质，二重积分计算（直角坐标、极坐标）	
反常二重积分计算	

/无穷级数/	

[4A篇]	
级数收敛与发散、收敛级数的和	
级数基本性质、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	

几何级数收敛与发散条件、正项级数收敛性的比较判别法和比值判别法	
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绝对收敛与收敛的关系	
交错级数的莱布尼茨判别法	

幂级数基本性质（和函数连续性、逐项求导和逐项积分）	
幂级数求和、麦克劳林展开式	

/常微分方程/	

[4A篇]	
微分方程的阶、解、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等概念	
求解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齐次微分方程和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及结构	
解自由项为多项式、指数函数、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

分方程	

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及简单的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PC
文本框
（数二不考）



l 本宝典不含 	

【数一】	
/一元函数微分学/	曲率．	
/一元函数积分学/	用定积分表示弧长、功、引力、压力、质心、形心等几何量

物理量．	
/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	全部（包括向量运算；平面方程、曲面方程和曲线
方程及相关运算；空间曲线参数方程等）	

/多元函数微分学/	方向导数与梯度；空间曲线的切线和法平面；空间曲面的切
平面和法线；二元函数的二阶泰勒公式；	
/多元函数积分学/	三重积分；曲线积分；格林公式；曲面积分；散度旋度；	

/无穷级数/	傅里叶级数和狄利克雷收敛定理；	
/常微分方程/	高于二阶的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伯努利方程，全微分方程；
变量代换法，降阶法；欧拉方程；微分方程的物理应用问题.	

【数二】	
/一元函数微分学/	曲率．	

/一元函数积分学/	用定积分表示弧长、功、引力、压力、质心、形心等几何量
物理量．	
/多元函数微分学/	方向导数与梯度；空间曲线的切线和法平面；空间曲面的切

平面和法线；二元函数的二阶泰勒公式；	
/常微分方程/	高于二阶的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降阶法；微分方程的物理
应用问题.	

【数三】	
差分方程	

经济学应用	



-索引-	
（*下划线表示该部分有我想特别强调的一些有 Kira特色的知识点）	

[大王小王篇]	

n 极限计算 	
重要公式及结论	 1	
求极限套路	 7	

有理函数极限	 8	 	
无理函数极限	 8	
等价无穷小代换求极限	 11	

用泰勒公式求极限	 14	
单侧极限问题	 15	
用洛必达法则求极限	 17	

含参变量极限	 18	
数列极限 23	
番外-数列极限及夹逼定理	 27	

番外-未分类的小众套路	 31	
番外-能不能拆	 33	

n 求导计算 	
定义及公式	 35	
总纲	 38	

显函数求导	 38	
隐函数求导	 39	
变限积分函数求导	 41	

高阶导数	 44	
Kira大锦囊（一个计算技巧）	 45	
分段函数求导	 47	

n 不定积分 	
Kira前言（体会）	 51	

公式及运算法则	 51	
总纲	 53	

第一类换元法（玩法：带根号、三角

函数、e^x）	 54	

第二类换元法（根式替换、三角函数

替换、倒替换）60	
分部积分法	 63	

表格积分法	 65	
有理函数积分	 65	
三角函数积分套路	 69	

番外-分段函数不定积分	 71	

n 定积分 	

定积分定义和变限定积分	 73	
特殊定积分重要计算性质	 74	
华里士公式（“火箭发射”公式）	 75	

广义积分及其敛散判别	 75	
Γ函数（非常好用非常简单，必会）	 77	
定积分计算	 83	

[4A篇]	

n 二重积分 	
Kira前言	 87	
定义与性质	 87	

积分法	 94	
“无敌口诀”	 95	
经典例题“狂扔大法”	 99	

Kira简笔画教程-看极坐标画图	 101	
番外-积分换序的使用场景	 108	



n 多元函数微分学
极限/可偏导/可微/连续可偏导	 111	

重要关系图	 118	
显函数求偏导	 120	
链式求导法则及书写规范	 121	

隐函数相关例题	 125	
无条件极值	 129	
条件极值	 129	

拉格朗日乘数法及计算思路	 130	
参数方程法	 130	
解题套路终极版	 130	

n 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阶数/通解/解的结构	 137	

一阶微分方程求解	 139	
高阶微分方程求解	 143	
非齐次高阶求解模板	 144	

一个快速计算法	 146	

n 中值定理 	

基本定理论述（11个）	 149	
综合例题分析	 152	
“中值定理大法”超全	 155	

还原法	 159	
泰勒常规证明	 167	
四大“辅助函数构造法”	 169	

n 级数 	
Kira前言	 172	

常数项级数	 173	
幂级数	 174	
常数项级数判敛法	 174	

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178	
幂级数收敛域	 180	

幂级数展开与求和	 182	

Kira总结陈词	 188	

[拾遗篇]	

极限定义题	 191	
唯一性、局部有界性、局部保号性	 192	

连续和间断	 196	
插播-无界和无穷大	 197	
求导与微分相关概念题	 198	

原函数与可积相关概念	 200	
极值、凹凸性与拐点	 207	
不等式证明	 213	

方程根讨论	 215

PC
文本框
（数二不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