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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計算前處理



下載軟體

• Avogadro

• Gaussview (此連結請勿分享)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avogadro/files/latest/download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5oVw3u4dIHpRVRVdDNHOVBPVm8


軟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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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gadro



建立分子-Avogadro

• 畫水

1.

2.

3. 在空白處點一下

4.

5.旋轉分子
左鍵拖移

會自動補氫



建立分子-Avogadro

• 畫苯

1.

2.

3. 點一下畫一個C，對著那個C按住左鍵，
拖移一段長度，放開。記得改變Bond order
最後就可以畫出苯環

4.

按下Start就可以用簡單
的立場優化分子的結構。
(或是使用Ctrl+Alt+O)



旋轉、刪除分子-Avogadro

•旋轉

•旋轉 =按住左鍵拖移

•移動分子=按住右鍵拖移

•放大/縮小 =滑鼠滾輪前滾後滾

•刪除

•對著原子點左鍵，按delete



查看性質-Avogadro

• 鍵長、鍵角、兩面角

• 左鍵依序點擊原子就可以看到資訊

• 抑或可以選擇Label
• 點選最上面工具列View -> Properties 就可以看各種性質



輸出成Gaussian input(.gjf或 .com檔)

•點選工具列Extension -> Gaussian…

•就可以直接複製下面那些文字貼
到vi裡面了



Gaussview



基本設定

• File->Preferences…

•改背景顏色 Colors -> Background Color 

用力場優化分子

1. 讓分子對稱

2. 優化結構



建立分子-Gaussview

• 畫水

1. 點選View->Builder 2. 點 3.點 O，關閉視窗 4.對著視窗點左鍵，可以用滾輪放大縮小

這個視窗表示
當下點左鍵會
畫出什麼分子



建立分子-Gaussview

• 畫苯

1. 點選View->Builder 2. 點 3.點 ，關閉視 4.對著工作區點左鍵，用滾輪放大縮小



旋轉、刪除分子-Gaussview

•旋轉

•旋轉 =按住左鍵拖移

•移動分子=按住shift+左鍵拖移

•放大/縮小 =滑鼠滾輪前滾後滾

•刪除

•點 ，對著原子點左鍵，按
delete



調整鍵長、鍵角、兩面角-Gaussview

•鍵長 •鍵角 •兩面角



輸出成Gaussian input (.gjf或 .com檔)

•上面工具列Calculate -> Gaussian 
Calculation Setup (或 Ctrl+G)

•選定Job Type、Method等等後，點
選Edit可以儲存檔案



ADFview



建立分子

•打開ADFview
• 執行source /home/software/programs/adf2018.206.r71408/adfbashrc.sh

• 執行/home/software/programs/adf2018.206.r71408/bin/adfview.exe

•選擇New input



建立分子-ADFinput

• 畫水

1. 點下面工具列的O，左下方會顯示O tool 2.左鍵點選工作區一下 3.按Esc，先畫出O原子

4. 上方工具列Atoms->Add Hydrogens 5. 使用力場初步優化分子
(或是Ctrl+E)

點選齒輪後，分子會自動優化，待優化完成後，
畫面左下角會顯示用力場優化的過程(收斂與
否?用了幾步的迭代?最後ΔE是多少)。 ΔE小於
一個很小的值表示找到能量的局部最小值。



建立分子-ADFinput

• 畫苯

1. 點下面工具列的苯環->Aromatic-> 2.點擊工作區，按下Ctrl + E並且優化分子



建立分子-ADFinput

• 利用內建資料庫尋找已經優化過的分子結構

按下此放大鏡，並搜
尋

就是這個

被選起來的
這個benzene
就是從內建
資料庫來的



建立分子-ADFinput

• 利用SMILES建立苯

1. 在Pubchem或wikipedia裡尋找苯的SMILES，複製字串 2.點選工作區，貼上[Ctrl+V]

PubChem

Wikipedia

兩個字串看起來不同
是因為SMILES這種表
示式本來就有不同的
規則，但是ADFinputs
基本上都可以辨認為
同一個物質，但還是
要用自己的化學知識
再三確認。

https://pubchem.ncbi.nlm.nih.gov/compound/Benzen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nzene


建立分子-ADFinput

• 利用分子座標檔建立苯

1. 在Pubchem或wikipedia裡尋找苯的分子座標檔 2.上方工具列File->Import Coordinates...

3. 選擇下載的SDF檔，匯入完成

可以匯入的檔案類型
其實有很多種，只要
是含有分子xyz座標的
檔案多半都可以匯入，
並不限於SDF檔



旋轉、刪除分子-ADFinput

•旋轉

•旋轉 =按住左鍵拖移

•移動分子=按住右鍵拖移

•放大/縮小 =滑鼠滾輪前滾後滾

•刪除

•點 ，對著原子點左鍵，按
delete



輸出成ADF的input檔(.run檔)

1. 在畫完分子後，上方工作區File->Save As... 2. 儲存完後，將.run檔的內容複製到我們的機器上

由於ADF .run檔裡
面的指令比較複
雜，故通常透過
ADFinputs來產生
input file是比較聰
明的選擇



注意事項

•不管是何種畫分子的軟體，目的只是想要建立出結構比較好的分
子，好讓計算時可以更快讓分子的結構收斂到穩定態(局部能量最
小值)。重點是分子的xyz座標與想要計算的類型(單點能, 優化等等)

•這三種軟體都可以畫出晶格結構，但是相對來說ADF是最好用的。
然而一般來說都使用Material Studio來做晶格結構的建模。

•量子化學的計算中，由於能量的計算只跟原子的距離有關，所以
如果你畫了C-C單鍵跟C=C雙鍵，卻把C與C之間的距離手動調整成
一樣，則兩種算出來的能量會相同。但是如果是用力場來計算分
子能量的話，由於力場會考慮鍵結能量與非鍵結能量，其中鍵結
能量的大小則會與鍵的種類有關，因此若是用力場計算上面那個
情況則會得到不一樣的能量。



計算細節



匯入library並設定環境變數

• Gaussian
/aracbox/app/g09/bsd/g09.profile

• ADF
/home/software/programs/adf2018.206.r71408/adfbashrc.sh

設定環境變數通常很複雜，用上面的指令就可以自動的添加很多環境變數或是與該軟
體相關的指令(例: Gaussian的formchk)，因此在執行計算之前請務必使用上述的指令。



Gaussian



Gaussian input

•副檔名 .com 或 .gjf

•文字輸出檔: .out 或 .log

• Checkpoint檔: .chk
#開頭的那一行表示計算的方法與方法相關的設定
%chk是該計算checkpoint檔的名字
%mem是使用的記憶體量，請根據你要丟的node做相對
應的設定
Water那一行是註解行，可以隨便打不會影響結果，在該
行的上下一定要各空一行，再來接續的是(電荷多重態)，
以左圖為例就是0 1，表示是中性分子，singlet，再來才
是原子種類跟x y z座標，且最後一定要多空一行。。至從
#到最後一行空白行的每一行有些要空白有些不用這些都
是固定的規則，不能隨便刪減於#前面的%行就要看有沒
有要設定。

這邊取的副檔名主要是給Gaussview看的，Linux不管
附檔名是什麼，如果不是binary file的話，用vi打開
檔案後應該都可以看懂。



Gaussian input

• Gaussian的方法設定要根據你要計算的例子做改變

• 常用任務種類的是single point energy calculation(代號是sp。預設，不寫
也可)與optimization(代號是opt)。

• 常用的方法(method)有很多種，主要分為力場、半經驗式、hartree-
Fock、泛函、post-HF及雙泛函等等。

• 常用的基組(basis set)也有很多種，根據不同需求可以使用不同的基組。

• 泛函的選擇與基組的介紹可以看中國人sob部落格中寫的內容。
• 泛函的選擇

• 基組

• Gaussian相關的指令介紹可以看Gaussian的網站與Gaussian出版的書

http://sobereva.com/272
http://sobereva.com/336
https://gaussian.com/
http://blogs.cimav.edu.mx/daniel.glossman/data/files/Libros/Exploring Chemistry With Electronic Structure Methods.pdf


Gaussian input job shell script

•檔案在/home/duck21127/Gaussian/g09.pbs

•內容的部分只包含了export、source、echo、
if等等指令，若不清楚這些東西的用法及意
義，請試著自己查詢鳥哥以釐清概念，不
會很難。

• jobname=檔案名稱(不含副檔名)
• 例:我的gjf檔名稱是temp.gjf，則寫成

jobname=temp



Gaussian計算所需檔案

• .gjf或.com: 記載分子座標及任務類型的檔案

• g09.profile:設定執行Gaussian時所需環境變數，這個檔案不須複
製到你要計算的資料夾下。

• job.sh:為了使用PBS排程工具而執行的shell script檔，請使用這個
範例檔(/home/duck21127/Gaussian/g09.pbs)。有些人的
習慣是用job.sh當檔名，有些人則是用g09.pbs，不管取什麼名字
都沒差，開心就好。



ADF



ADF input

• input檔的格式是.run

• output有很多檔案，分別有TAPE21, logfile和使用者自訂的輸出檔。
TAPE21存了很多波函數的資訊，檔案相對較大，是拿來後處理時
畫出軌道的檔案；logfile可以知道過程中每一個重要步驟發生的
時間點；使用者自訂輸出檔則是像Gaussian的輸出檔一樣，用文
字記載了很多複雜的資訊，基本上倚賴ADFview、ADFlevels等等
分析會比較容易了解算出來的分子的各種性質等，但如果是從事
量子力學方面研究主題，建議還是將ADF可以算出什麼性質的理
論都盡量釐清。詳細內容請參閱ADF的網站。

https://www.scm.com/doc/Tutorials/GUI_overview/Getting_started_Geometry_optimization_of_ethanol.html?highlight=HOMO


ADF input job shell script

•與Gaussian類似，ADF也可以做很多種類的計算，至於什麼模組可
以做什麼樣的計算則只要使用ADFinput就可以知道了。右上角的
Task會寫出該模組有什麼功能。

以左圖為例，當前使用的模組為ADF，Task則如下
拉式選單內所示。基本上，若要用ADF做新的計算
我會推薦以下做法:
1. 使用ADFinput建出某種你所要做的計算的.run檔
2. 試著閱讀.run中的內容，若不懂，請參閱ADF網
站

3. 當你需要自動化搭配BASH語言用ADF計算物質
時，因為已經了解run檔的結構，就可以知道要
改.run檔的哪一個部分而不需要每次都用
ADFinput產生.run檔了



ADF input job shell script

• 相較於Gaussian的shell script，ADF的相對
簡單。

• Shell script的位置在
/home/stlin/software/adf/example/water/no
de/job.sh

• 以下是這個script在做的事情
• module load XXX(載入執行ADF時需要用
到的library)

• source adfrc.sh(設定環境變數)

• source water-geo-COSMO.run >&
adf.log(執行.run，意即讓計算開始跑，
並將程式正常的輸出與錯誤訊息的輸出都存
到adf.log這個檔裡)



ADF計算所需檔案

• .run檔:記載了分子座標，計算種類等等的資訊(可由ADFinput生成
較簡單)

• adfrc.sh:設定環境變數，原始檔案在/home/software/programs/裡，
找較新版本的ADF資料夾，裡面就有adfrc.sh

• job.sh: 為了使用PBS排程工具而執行的shell script檔，請使用這個
範例檔(/home/stlin/software/adf/example/water/node/job.sh)



後處理



Gaussian



範例-畫出HOMO

•用Avogadro畫出水，執行一個單點能(sp)任務，使用HF/3-21G方法，
並畫出水的HOMO

1 2 3畫出水分子 設定好input 內容 到機器上執行計算



範例-畫出HOMO

•用Avogadro畫出水，執行一個單點能(sp)任務，使用HF/3-21G方法，
並畫出水的HOMO

4 5 6將chk檔轉成fchk檔
(指令: formchk)

將fchk下載到桌面 將檔案拖移到Avogadro的工作區，
點選HOMO

Low quality

High quality

Mobaxterm左邊的工作區
點右鍵下載檔案



範例-畫出靜電位能圖

•用Avogadro畫出水，執行一個單點能(sp)任務，使用HF/3-21G方法，
並畫出水的靜電位能圖

1 2 3畫出水分子 設定好input 內容 到機器上執行計算



範例-畫出靜電位能圖

•用Avogadro畫出水，執行一個單點能(sp)任務，使用HF/3-21G方法，
並畫出水的靜電位能圖

4 5 6將chk檔轉成fchk檔 將fchk下載到桌面 將檔案拖移到Avogadro的工作區，
點選Extension-> Create surfaces…

Mobaxterm左邊的工作區
點右鍵下載檔案

這裡的isosurface指
的是等電荷密度，
單位是𝑒/𝑎𝑜

3



ADF



範例-畫出HOMO

•用ADFinput畫出水分子，執行一個優化的任務，XC functional選
LDA，core選large，basis set選DZ，並畫出水的HOMO

1 2 3畫出水分子 設定好input 內容 到機器上執行計算



範例-畫出HOMO

•用ADFinput畫出水分子，執行一個優化的任務，XC functional選
LDA，core選large，basis set選DZ，並畫出水的HOMO

4 5打開ADFview，File->Open，選
TAPE21

選Any file，然後選
擇TAPE21

上方工具列Properties->HOMO，
稍微等一下，大功告成

若是改變這個isosurface的細節，
則可以點選下方Isosurface: 
Double-> Show Details



範例-畫出靜電位能圖

•用ADFinput畫出水分子，執行一個優化的任務，XC functional選
LDA，core選large，basis set選DZ，並畫出水的靜電位能圖

1 2 3畫出水分子 設定好input 內容 到機器上執行計算



範例-畫出靜電位能圖

•用ADFinput畫出水分子，執行一個優化的任務，XC functional選
LDA，core選large，basis set選DZ，並畫出水的靜電位能圖

4 5打開ADFview，File->Open，選
TAPE21

選Any file，然後選
擇TAPE21

上方工具列Add-> Isosurface: 
Colored，左邊的Select field選
擇Density-> Density SCF；右邊
的則選Potential -> Coulomb 
Potentail SCF

6 稍等一下，大功告成(可以
點右下角的bar來看顏色與
值的對應)



總結

• 不管何種畫分子軟體，請視需求選擇。不過基本上每種軟體都有畫小
分子及初步用力場優化的功能。

• 不管是Gaussian或是ADF計算，基本上都是先設定環境變數，再執行計
算

• 兩者都有充滿許多文字的log檔，需要量化理論基礎才能稍微看懂，可
以用Avogadro、Gaussview、ADFview...的軟體去幫助初學者更快的分析
結果。

• 兩者都有存取波函數的檔案，Gaussian的叫.chk檔，需要透過formchk
將其轉為.fchk檔才能被Gaussview或Avogadro讀取。ADFview則是需要
讀取TAPE21檔才能幫助使用者顯示軌域等等的資訊。

• ADF其實有相當多的套件，如ADFmovie可以看到整個優化的過程中分
子結構的變化，ADFlevels可以看分子軌域，ADFview可以看分子軌域及
電荷密度的在空間上的分布等等，老話一句，看ADF網站。



實例演練

•畫出丁醇的LUMO

•畫出HF的靜電位能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