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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符号数相加“大数吃小数”的界限：数值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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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大量数值试验。得出机器单双精度下关于两同符号数相加时“大数吃小数”界限的数据．对试验数据进
行分段线性拟合，给出“大数吃小数”界限的近似公式，与试验数据比较表明近似公式具有良好的估计效果，可为单
双精度下避免“大数吃小数”现象提供可靠的依据．进一步，将机器单双精度的结果推广至任意机器精度，得到的结
论可方便应用于实际的数值运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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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吃小数”现象【ｌ】是数值运算中常见的一种影

这样数值计算就会有一个较大的误差．另一个例子是

响计算精度的现象，当以计算机计算一个实数ａ与实
数ｂ≠０的代数和时，如果１６Ｉ相对于ｌａｌＡ、到一定程度，

在数值运算的网格剖分中，如果剖分选取的分辨率

会出现ａ＋ｂ＝ａ的现象，一般称作数ｂ被数ａ“吃掉”

（步长）过小，那么计算过程中它有可能会被“吃掉”，
出现网格的某些节点无法生成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影

了．“大数吃小数”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２１就是计算Ⅳ

响数值运算精度．

Ⅳ

个实数的累加和艺ｎｒＩ，其中，口。》ａ／＞０，ｉ＝２，
３，…，Ⅳ．若以正常顺序累加，则自ａ２之后所有元素

均被口。“吃掉”，累加结果为∑％＝‰其误差为∑ａｎ．
ｎ＝ｌ

ｎ＝２

目前，已存在一些避免“大数吃小数”现象的方法【２一．
做Ⅳ个实数的累加和时，可调换相加顺序，将绝对值
较小的数先进行累加，以避免“大数吃小数”现象，但
仍存在２种风险：１．前面“小数”的累加值相比于后面
“大数”仍然足够小到被“吃掉”，调换顺序起不到作

Ｎ

如果Ⅳ取值很大，那么艺ａｎ很可能是个较大的数，

用；２．前面若干“小数”的累加值远大于后面的“大
数”，从而将其“吃掉”，使运算结果更加不可预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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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仅靠目前的方法并不能完全避免危及精度的现象

·１７·

１．２两正数相加ｌｇ（ａ／Ａ）关于ｌｇ Ａ的分段线性拟合

发生．为真正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找到准确判断其
发生的界限，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本研究针对两

了大量数值试验．首先，根据试验数据计算出ｌｇ（ＣＡ／Ａ）

同符号数相加的问题，通过数值试验与理论分析，给
出“大数吃小数”现象发生的界限，从而为实际运算提

关于ｌｇＡ斜率的变化规律，将ｌｇＡ所属区间进行分
段，即估计出试验所涉及的每段线性区间的左、右顶

供理论指导．

点坐标．然后，分别计算出ｌｇＡ每个分段区间的长度，

１机器双精度下“大数吃小数＂的界限

以及区间内ｌｇ（ｃＡ／Ａ）关于ｌｇＡ线性拟合的斜率．部分
试验结果见表１．

１．１两正数相加的数值试验
设Ａ＞０为一“大数”，Ｃａ＞０为可被Ａ“吃掉”的
最大“小数”．在计算机双精度下，分别应用Ｍａｎａｂ、
Ｆｏｒｔｒａｎ以及Ｃ等３种计算机语言进行大量数值试验，
发现３种语言计算出的Ａ与ａ的关系都呈现出相同

为考察ｌｇ（Ｇ／Ａ）关于ｌｇＡ的分段线性关系，进行

表１机器双精度下，当Ａ∈（１０－２，１０２）时。ｉｇ（ＣＡＩＡ）与
ｌｇＡ线性关系
Ｔａｂ．１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１０－２，１０２ ｌ，ｕｎｄｅｒ

ｌｇ（ＣＩＡ）ａｎｄ

ｌｇ Ａ。ｗｈｅ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的规律．以Ｍａｄａｂ为例，给出Ａ∈【ｏ．１，１０］时的部分试
验结果，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见，Ａ所处的区域可被
分为若干区间段，在每个区间段内，虽然Ａ的取
值不同，但被其吃掉的最大“小数”Ｇ却十分接近，从
而图形呈现阶梯形状．特别地，在每个区间段内，ｌｇ

Ａ

与ｌｇ（ＣＡ崩）之间呈现线性关系，因此，下面考虑应用
这种分段线性关系，推导出ａ的计算公式．

由表１可见，不同区间段之间满足十分相似的线
性关系：ｌｇＡ分段区间长度都近似为０．３０１，并且，每
个区间段内，ｌｇ（ＣＪＡ）关于ｌｇ Ａ线性拟合的斜率都接
近于一１，且ｌｇ（ｃＡ尉）均在［一１６．２５６，一１５．９５５］范围内单
调递减．由此便可估计ｌｇ（Ｃ＾／Ａ）关于ｌｇ Ａ的分段线性
拟合函数．
首先，给出每个分段线性区间左顶点坐标．由表
１可见，ｌｇＡ＝０为某一分段区间的左顶点，又因每个
区间段长度均近似为０．３０１，则可记“大数”Ａ属于第屉
（是∈Ｚ）段区间，其中磊＝ｆｌｏｏｒ（１９Ａ／Ｏ．３０１），ｆｌｏｏｒ表示
向负无穷方向取整．并且，此第．ｊ｝段区间的左顶点坐
标应为（０．３０１ｋ，一１５．９５５），七ＥＺ．然后，以Ｇ表示ｃ＾
的分段线性拟合近似值，若Ａ属于第五段区间，结合
上述试验中区间段内ｌｇ（ｃａ／Ａ）关于ｌｇＡ线性拟合的
１９Ａ

图１机器双精度下Ａ与ＣＡ及ｌｇＡ与ｌｇ（ｃ＾／Ａ》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Ａ ｖｅｒｓｕｓＣＡａｎｄｌｇＡ

ｖｅｒｓｕｓｌｇ（Ｃ＾／Ａ），ｕｎｄｅｒ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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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以及左顶点坐标，得此区间段内ｌｇ（ｃ。肋）关于
ｌｇ Ａ的线性拟合函数为
ｌｇ（ＣＪＡ）＝一（１９Ａ一０．３０１ｋ）一１５．９５５，
壳＝ｆｌｏｏｒ（１９ＡＩＯ．３０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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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式（１）的拟合效果，随机选取不同的“大
数”Ａ，将数值试验得到的ｃＡ值与由式（１）计算出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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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机器单精度下Ｃ。试验值与式（４）近似值瓦比较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ｎｄ ｉ。ｆｏｒ ｒａｎｄｏｍ，ｕｎｄｅ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合值ａ进行比较，见表２．表２数据说明式（１）具有良
好的拟合效果．
表２机器双精度下己与ｃＡ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己ａｎｄ ｃ＾ｆｏｒ ｒａｎｄｏｍ。

ｕｎｄｅｒ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３任意机器精度“大数吃小数＂界限的普适近
似公式
公式（３）与公式（４）非常相似，只有指数上的一个
常系数不同，单精度为７．２２５，双精度为１５．９５５．若记
所选机器精度的二进制有效位数为ｎ，则机器单双

１．３两负数相加情况

设Ａ’＜０为一“大数”，应寻找ｃ７。为全体负数
中可被Ａ’吃掉的最小的“小数”，同时也是绝对值最
大的“小数”．大量数值试验结果表明，当ＩＡ’Ｉ＝Ａ时，
总有Ｉｃ’。Ｉ＝ｃＡ．因此，可将上述两正数相加情况的分段
线性拟合结果直接推广至两负数相加情况．令ｃ’。为
Ｇ’。的拟合值，则结合式（１）可得
ｌｇｌＣ＇Ａ／Ａ’ｌ＝一（１９Ｌ４ ７ｌ一０．３０１ｋ）一１５．９５５，

精度下ｎ分别为２４和５３［４］．注意到２４１９ ２—７．２２４ ７，
５３１９ ２—１５．９５４ ６，也就是说，此常系数可由／２近似推
算出来，为ｎ１９２，由此推测Ｇ与Ｃ。的近似表达式与ｎ
有关．因此，在具有ｎ位二进制有效数字的机器下进行
运算，将被“大数”ｎ“吃掉”的“小数”界限记为ｃ…，结
合结论１和结论２，得任意机器精度下“大数吃小数”
界限的普适近似公式．
结论３在具有ｎ位二进制有效数字的机器精度

（２）

下进行运算，对于任意符号相同的两实数口与ｂ，当
且仅当Ｉｂｌ≤ｃ…时，机器运算结果为ａ＋ｂ＝ｏ，其中

结合式（１）与式（２），可得机器双精度下两同号数

ｃ。．。＝ｌａｌ·１０．（驯‘０Ⅻ‘）一Ｊｌｌ９２，ｋ＝ｆｌｏｏｒ（１９ｌａＩ／０．３０１）（５）

ｋ＝ｆｌｏｏｒ（１９ｌＡ ７Ｉ／０．３０１）

１．４双精度下“大数吃小数”界限的近似公式
相加时，“大数吃小数”现象发生界限的统一近似公式．
结论１在机器双精度下进行运算，对于任意符
号相同的两实数Ａ与日，当且仅当吲≤Ｇ时，机器
运算结果为Ａ＋Ｂ＝Ａ，其中
Ｇ—Ｍ卜１０一研卜０３０豫）’１’９５５，ｋ＝ｆｌｏｏｒ（１９ｌＡ Ｉ／０．３０１）（３）

４结论
通过数值试验，为数值运算中避免“大数吃小数”
现象给出了界限，结论３适用于任意机器精度和任意
计算机语言，可方便应用于实际的数值计算中．下一

经与双精度类似的过程分析，可得机器单精度下

步考虑利用二进制对位相加过程网，对于“大数吃小数”
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给出更为严格的理论界限．
另外，关于“大数吃小数”现象，本文只讨论了

“大数吃小数”界限的统一近似公式．
结论２在机器单精度下进行运算，对于任意符

同号的情况，可应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两异号数相加的
情况，找到“大数吃小数”现象发生的统一界限公式．

２机器单精度下“大数吃小数＂的界限

号相同的两实数。与ｂ，当且仅当…≤Ｃ。时，机器运
算结果为ｎ＋ｂ＝ｎ，其中
ｃ。一ｌａｌ·１０一圳’０３０１‘）。７ ２２５，ｋ＝ｆｌｏｏｒ（１９ｌａＩ／０．３０１）

（４）

表３给出对于随机选出的不同“大数”ｏ，可被其
“吃掉”的最大“小数”ｃ。的数值试验值与由式（４）计算
出的近似值三。的比较结果，这些结果说明式（４）有良
好的估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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