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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luster 介绍 



ABCluster是什么？ 

• ABCluster：用于搜索化学团簇的全局和局部极小点 

• ABCluster = ABC algorithm for Cluster 

• ABC为Artificial Bee Colony，为一种启发式全局优化算

法，但ABCluster为黑箱软件，用户完全不需了解此算法

的原理，就可以直接地用ABCluster进行化学问题的研究 

• 可以用自身的力场搜索，也可以与任意量子化学、计算化

学软件无缝连用 

• 支持Windows，Linux和Mac OS X 

• 免费，易用，强大！ 

• 可以在集群上并行运行！ 



效率 

• 像这样一个团簇，只要你有水和尿素的结构，ABCluster

可以在几分钟内搜索到这个全局极小点以及无数个局部极

小点的结构！ 

• 省去无数人工搭建的步骤！ 



ABCluster历史 

• ABCluster最早的代码在德国科隆大学(Universität zu 

Köln)写于2014年12月。最早版本内部称为x-optimizer 

• 经过对ABC算法的研究和优化，在2015年10月对外发布

1.0版 

• 期间经过不断的开发，添加功能，修正错误，在2018年8

月发布2.0版！ 

• 程序发布两年已经在很多组的工作中得到了应用，参考： 

http://www.zhjun-sci.com/software-abcluster-stories.php 



ABCluster 的成功应用 
• J. Am. Chem. Soc. 2016, 138, 11368 

实验发现一种阳离子自由基团簇Al2Mg2O5
+具有活化CH4的功能。通过

ABCluster和Gaussian，成功的搜索到了团簇的多个结构，并确定A01

为全局极小点。该结构成功解释了甲烷活化可竞争的两种机理。 



ABCluster 的成功应用 
还有很多…… 

• J. Am. Soc. Chem. 2018, 140, 6456 

• Chem. Sci. 2018, 9, 5341 

• J. Mater. Chem. A 2018, 6, 2984 

• Atmos. Environ. 2017, 166, 479 

• Int. J. Hydrogen Energ. 2017, 42, 24797. 

• J. Am. Chem. Soc. 2016, 138, 11368 

• App. Soft Computing 2016, 49, 423 

• J. Phys. Chem. Lett., 2016, 7, 154 

• …… 



支持ABCluster 
如果ABCluster对您的工作起了帮助，那么支持我们的最好

方法是引用ABCluster的原始文献： 

• J. Zhang, M. Dolg, Phys. Chem. Chem. Phys. 2015, 17, 24173 

• J. Zhang, M. Dolg, Phys. Chem. Chem. Phys. 2016, 18, 3003 



ABCluster原理 



势能面 
• 势能面：能量对分子坐标的函数 

• 维度高（一般3N-6），结构复杂，有大量势阱和势垒 

• 温度较低时，一个体系中分子主要以其在势能面上的全局

极小点存在；即使温度较高，也是能量低的局部极小点结

构占多数 

• ABCluster的目标就是找到 

团簇势能面上的这些有意义 

的极小点 



全局极小点 （GM） 

局部极小点 （GM） 任意点 



势能面上一大群结构相似的局部极小

点聚在一起的区域被称为funnel 

funnel 
funnel 



全局优化 
ABCluster的目的就是寻找势能面上

的各种极小点，特别是全局极小点。 



ABC算法 

• 一个蜂群总是试图寻找最佳的食物源… 

• 全局优化算法总是试图找到能量最低的点… 

• 通过模拟蜂群觅食的策略，来设计的全局优化算法，即为

人工蜂群算法（artificial bee colony algorithm，ABC） 



能量计算 
• ABCluster会用团簇的几何结构进行计算能量，能量低的

是“好”的结构。 

• 能量的计算是ABCluster中最耗时间的工作，因此要尽量

选择效率高的方法。 

• 一般原则是：在全局搜索的步骤中用尽量可靠而便宜的方

法，抽取出少数几个感兴趣的结构后，再利用更精确（往

往也更贵）的方法计算。 



能量计算原则：“典型”化学团簇 
• ABCluster的rigidmol-optimizer支持CHARMM力场计

算能量，这是非常快的方法。 

• 同时，ABCluster的isomer和lego模块可以用任意计算化

学软件如Gaussian，ORCA，LAMMPS等计算能量。 

• 对于经典的有机分子和无机小分子团簇，CHARMM力场

可以很好支持的，可以放心的用ABCluster本身来优化。 

• 如果体系具有很强的量子性，或者CHARMM不支持的，

则必须用ABCluster结合量子化学软件来计算。 



能量计算原则：“模型”团簇 
• ABCluster的atom-optimizer支持多种人们出于各种目的

而开发的力场，如： 

Lennard-Jones，Morse，Gupta，Tersoff等等。可以根

据研究需要使用。 

• 全部支持的力场可以在手册中找到 

• 对于每种力场，建议在使用前详细阅读相关文献。 



ABCluster配置 



• ABCluster可以 

www.zhjun-sci.com 

从下载。 

• ABCluster的Windows版是个

zip压缩文件。可以用常见软件

解压。 

• ABCluster的Linux和Mac OS 

X版是个.tar.gz文件，解压方法：

tar -xvzf abcluster.tar.gz 

下载与解压 

http://www.zhjun-sci.com/


解压后，可以看到很多文件： 

下载与解压 

• atom-optimizer 用力场搜索原子团簇 

• rigidmol-optimizer 用力场搜索任意化学分子团簇 

• isomer 用其他软件结合ABCluster搜索原子团簇 

• lego 用其他软件结合ABCluster搜索分组团簇 

• testfiles 各种测试文件 

• abcinp 用于生成atom-optimizer的输入文件 

• gaussian2xyz与xyz2gaussian 用于isomer和lego 

• manual.pdf 用户手册 

• bee for fun…… 



• 其实ABCluster并不需要配置，解压之后直接就可以使用。 

• 这里主要讲如何将其加入到环境变量中。如果不想加也可

以跳过此步骤。 

配置 



注意ABCluster是没有图形界面的，必须要使用命令行运行。 

Windows配置：命令行 

在Windows下打开命令行有两种方法： 

1） 按Win+R，对话框中输入cmd回车 



2）在某个打开的窗口中， 在空白处按Shift+鼠标右键，点

击在此处打开命令窗口 

 

Windows配置：命令行 



假设你的ABCluster放在D:\下面 

Windows配置：加入PATH 



如果你在某个目录下打开命令行，试图执行某个命令如atom-optimizer，

你会发现无法执行，因为系统找不到ABCluster所在位置。这时必须打入

绝对路径才行。 

Windows配置：加入PATH 

找不到ABCluster 

正确执行 



如果不想每次都输入完整路径，可以把路径加在Windows中

的系统变量PATH中。按下图打开： 

Windows配置：加入PATH 



在这里加入ABCluster文件的位置即可，也就是在最后加上： 

;D:\ABCluster-Windows 

不要忘了分号 ; 

Windows配置：加入PATH 

这样以后直接在命令行里面打相关的命令就不会报错了。 



熟悉Linux/Unix的都了解： 

 

• 打开.bashrc 

• 修改PATH：export PATH=$PATH:yourhome/abclusterpath 

• 保存并source .bashrc 

Linux和Mac OS X 配置：加入PATH 



如果你在Mac OS X下遇到了下面的错误： 
dyld: Library not loaded: /usr/local/opt/boost/lib/libboost system.dylib. 

那么执行以下的命令： 
/usr/bin/ruby -e "$(curl –fsSL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Homebrew/install/master/install)" 

brew install boost 

 

Mac OS X 配置：修正dyld错误 



实例：SO4
2-(H2O)10的结构搜索 



分析SO4
2-(H2O)10 

• 现在我们找找SO4
2-(H2O)10的多种异构体进行搜索，那么

自然首先要考虑如何计算能量。 

• 硫酸根和水都是很简单的无机分子，非常适合力场计算，

那么我们就使用CHARMM力场，即ABCluster中的

rigidmol-optimizer。这个可能是你在研究中最常使用的

模块。 



配置输入文件 
rigidmol-optimizer需要两个配置文件 

• xx.inp 设定计算方法 

• xx.cluster 描述团簇组成 

 

注意：ABCluster的优势之一就是学习曲线低。这两个文件

可以作为模板，以后的所有计算都可以通过修改这两个文件

来完成。 



配置.inp文件 
• 设定计算方法：不妨叫做mol.inp 

• 你也可以从testfiles/rigidmolecularcluster/中的例子中

拷贝一个修改，改成如下内容。 
1. 团簇组成的文件名。可以包含路径。 

2. 种群大小。这个数值越大越精确。不过

一般50～100就可以。 

3. 搜索步数。这个数值越大越精确。针对

不同的体系，可能需要100～100000或

者更大才能找到全局极小点。 

4. 侦查极限 （Scout limit）保持3就可以。 

5. 估计的体系大小。 

6. 保存局部极小点的文件夹名。 

7. 保存局部极小点的个数。 

mol.cluster     # cluster file name 

50                # population size 

50                # maximal generations 

3                 # scout limit 

10.00000000       # amplitude 

mol             # save optimized configuration 

30                # number of LMs to be saved 



配置.cluster文件 
• 团簇组成需要力场文件。这些文件放在

testfiles/rigidmolecularcluster/charmm36中。其实你

可以把整个文件夹或者其中的某几个文件拷贝到任意你需

要的地方。在.cluster文件中指定这几个文件的完整或者

相对路径即可。 



配置.cluster文件 
• 比如现在它们在D:\ABCluster-Windows\testfiles\rigidmolecularcluster\charmm36

中，那么在配置文件中就加上完整路径。 

保持一致 



配置.cluster文件 

各行意义： 

1. 2 表示有两种分子，硫酸根和水 

2. tip4p.xyz 10 水分子的力场。10表示有10个。 

3. so4.xyz 1 硫酸根的力场。1表示有1个。 

4. 可以保持不变。10表示估计大小。只要合理即可。 

 



运行ABCluster 
现在你有了两个文件，mol.inp和mol.cluster。直接运行即可： 

rigidmol-optimier.exe mol.inp > mol.out 

 

• 现在程序开始运行。在等待过程中，你可以发现文件夹下出现了一些名为abcluster**的

文件，这是程序当前发现的全局极小点的结构，其中.xyz和.gjf都可以直接查看。而这个

abcluster**.cluster文件则可以直接作为下次运行时的.cluster文件使用。 

• mol-LM文件夹是一会将 

要存储30个局部极小点的 

文件夹。 



ABCluster的运行结果 
• ABCluter是可以单机并行的。这可以在Windows的任务管理器或者Linux的top命令中

看出。 

• 等一会后，查看mol.out就可 

以看到ABCluster的运行结果。 



ABCluster的运行结果 
• 最重要的结果在mol.out的最后，你会 

发现我们给出了30个结构的能量列表， 

其中第一个能量最低的即 0 就是本次优 

化找到的全局极小点。 

• 它们对应于mol-LM中的0～29号文件。 

每个团簇都有三种格式：xyz（通用），

gjf（Gaussian专用）和

cluster(ABCluster专用)。根据需要打开

相应的文件即可。 

 



ABCluster的运行结果 
• 同时，当前文件夹下生成的mol-OPT.xx就是搜索到的全局极小点，它和mol-LM中的 

0 文件是一样的。 



ABCluster的运行结果 
看看搜索到的0和1 结构吧。主要是氢键排列不同。 

0 全局极小点 

1 局部极小点 



ABCluster的运行结果 
再看结构7。是一个更对称些的结构。 

7 局部极小点 



ABCluster的运行结果 
这么多结构在手，你可以从中找出你需要的，用量子化学方法做更精细的研究。 

实际上，我们还用ABCluster搜索过更大的团簇，如20个水分子溶解一个硫酸根。结果如

下。与10水的情况类似，我们发现团簇中所有的OH都已形成氢键（没有悬挂的OH键）。

这与实验的结果相符：n<40时， 

SO4
2-(H2O)n 的红外中没有OH键的特征峰！ 

 

这充分说明ABCluster可以用于解决实际中 

的化学问题！ 

J. O’Brien, et al JACS 2010, 132, 8248 



练习 

G. Markovich, et al JCP, 1996, 105:2675 

右图是测得的Cl(CH3CN)n
- 的

光电子能谱。发现n从0到33时

候，电子解离能越来越高。这

似乎与乙腈（强极性分子）对

电子的稳定性作用有关。试用

rigidmol-optimizer搜索一下

不同n下该团簇的可能结构，

看看是否能解释该图？ 



练习 
提示：以下是搜索到的一些结构。 



实例：(CH3CN)16在外电场中 



外电场 
从ABCluster 2.0起，rigidmol-optimizer可以添加外电

场。 

• 注意：在外电场存在的情况下，体系中不能有带电荷

的物种（例如Na+），即使体系总电荷为0也不行。 

• 外电场单位：Volt/Angstrom 

• 考虑一个偶极矩极大的分子，CH3CN的16聚体。 

• 需要准备的文件和SO4
2-(H2O)10的完全类似。 



外电场 

mol.cluster 
50 
100 
3 
10. 
mol 
100 

mol.inp 
6 
CH3CN 
 C                  0.00000000    0.00000000   -1.22619100 
 H                  0.00000000    1.00880600   -1.58285700 
 H                 -0.87365100   -0.50440300   -1.58285700 
 H                  0.87365100   -0.50440300   -1.58285700 
 C                  0.00000000    0.00000000    0.31380900 
 N                  0.00000000    0.00000000    1.46040900 
all36_cgenff   q   epsilon (kJ/mol) sigma (AA) 
-0.170 0.3264 3.6527 # CG331  
+0.090 0.1004 2.3876 # HGA3 
+0.090 0.1004 2.3876 # HGA3 
+0.090 0.1004 2.3876 # HGA3 
+0.360 0.7528 3.3320 # CG1N1 
-0.460 0.7528 3.1894 # NG1T1 
 

ch3cn.xyz 



外电场 

mol.cluster 

1  
ch3cn.xyz    16 
 * 38 

mol.cluster 

1 0.8  
ch3cn.xyz    16 
 * 38 

无外电场 外电场: 0.8 V/A 

这样就可以利用rigidmol-optimizer优化外电

场下的分子团簇！ 



外电场 
优化的结果如下： 

无外电场 

外电场: 0.8 V/A 



实例：与Gaussian连用: B2O3搜索， 
以及多机并行 



原子团簇 
在前面提到的JACS中，发现Al2Mg2O5

+具有活化甲烷的功能。

这个团簇的化学组成是通过质谱确定的。但是结构呢？当然

可以人工想象来反推。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加之人力有限，

不一定能想象出全部可能的结构。这时，就需要通过计算机

来搜索了。右图就是 

用ABCluster搜索出来的 

结构。显然，人工想象出 

那么多种不同的结构是 

很困难的。即使能，工作量 

也极大。 



原子团簇：B2O3 

• 现在以B2O3为例来看看如何利用ABCluster结合Gaussian

来进行搜索。 

• 当需要用量子化学软件计算能量来搜索原子团簇结构时候，

需要使用isomer组件。 

• isomer的原理，是将生成的猜测结构交给Gaussian计算，

然后从Gaussian优化的结果中抽取出结构交给isomer进

行处理。 

• isomer不止可以与Gaussian连用，还可以和任何软件连

用，只要你写好了抽取结构的程序。 



配置Gaussian 

• Linux和Mac OS X用户：一般来说用户对命令行都比较了

解，Gaussian也都会配置好，所以就不必细讲。 

• Windows用户：这个需要配置环境变量。假设你的

Gaussian装在D:\G09W，那么按前面方法打开环境变量

的设置窗口，添加一个叫GAUSS_EXEDIR的变量如下： 



配置Gaussian 

• 之后在PATH里面添加上Gaussian的路径，就配置完成了。 



 配置.inp文件 

• 搜索需要两个文件。第一个输入配置文件：b2o3.inp 

1. 保存局部极小点的文件夹名。 

2. 团簇组成。比如Al4O6就写 Al 4 O 6 

3. 结构猜测形状。 

4. 保存局部极小点的个数。 

5. 剩下的几行是运行Gaussian的脚本。 

其中g09 $xxx$.gjf 如果实在Linux下 

建议换成g09 < $xxx$.gjf > $xxx$.out 



 配置.inp文件 

• 关于第三行“结构猜测形状”，有如下几个选择： 

cube 3 3 3 

plane 2 3 

line ring 
sphere 



 配置optfile文件 
• optfile文件告诉ABCluster如何生成Gaussian的输入文件。 

#T pm6 scf(xqc,novaracc) opt(MaxCycles=100) 
 
B2O3 opt 
 
0 1 
>>>> 
 
>>>> 

• 第一个>>>>之前的内

容将放在坐标之前； 

• 第一个和第二个>>>>

之间的内容则放在坐标

之后，这里为空。 

• 这样，我们将用

Gaussian对B2O3用半

经验方法PM6做优化并

计算能量。 



开始优化 
• 这样，执行命令： 

isomer b2o3.inp > b2o3.out 

• 优化即可开始。稍等之后，就可以看到结果。打开

b2o3.out，最后便是搜索到的30个结构的能量列表。根

据对应的数字打开b2o3-LM就可以查看结果。 



优化结果 
• 打开几个能量低的结构来查看一下： 



优化结果 
• 这几个能量较低的结构都具有C2v对称性。 

• 当然，由于我们用的是最便宜粗糙的PM6方法，我们可以

把这个结构用B3LYP/def2-tzvp来进一步优化，频率分析，

计算光谱等等 

• 如果一开始就想要精细的计算，可以直接用DFT方法研究。 



练习 

J. Am. Chem. Soc. 2016, 138, 11368 

用isomer+Gaussian搜索下Al2Mg2O5
+的结构吧。注意这

是个自由基阳离子（自旋不为0）。可以用便宜的DFT方法

（如B97D/SVP）试试。也许你能找到下面五个结构。 



多机并行 
• 从ABCluster 2.0起，isomer和lego可以在集群上跨节点

并行。这个并行十分容易。 

• 首先要保证你的集群，每个节点的的文件系统一致(利用

使用NFS等)，并且能用SSH无密码连接。 

• 写一个节点文件，里面是你要并行的机器名。这个文件

可以叫做nodes： 

 4 
node001 
node002 
node002 
node003 

表示可以同时在

node002上运

行两个任务 



多机并行 

单机运行 

B2o3 
B 2 O 3 
cube 3 3 3 
30 
>>>> 
xyz2gaussian optfile $inp$ > $xxx$.gjf 
g09 < $xxx$.gjf > $xxx$.out 
Gaussian2xyz $xxx$.out > $out$ 
>>>> 

B2o3 
B 2 O 3 
cube 3 3 3 
30 
>>>> 
xyz2gaussian `pwd`/optfile $inp$ > $xxx$.gjf 
g09 < $xxx$.gjf > $xxx$.out 
Gaussian2xyz $xxx$.out > $out$ 
>>>> 
nodes 

当最后一行多了一个节点文件名时，

就会自动利用文件中的节点做并行。 

注意：此时务必把>>>>之间命令中

涉及的文件名加上绝对路径。 



实例：与Gaussian连用：(BH4
-)(H2O)2 



分子团簇 
• 除了原子团簇外，一些由分子组成的团簇也不能用力场

描述，就必须用量子化学。为了在生成结构时，分子结

构不被拆散，可以使用ABCluster的lego来完成。 

• 这里使用的例子：(BH4
-)(H2O)2 



准备输入文件 
• 首先准备BH4

- 和H2O的xyz格式的结构文件： 

5 
BH4(-) 
 B                  0.00000000    0.00000000    0.00000000 
 H                  0.00000000    0.00000000    1.06999996 
 H                 -0.00000000   -1.00880563   -0.35666665 
 H                 -0.87365130    0.50440282   -0.35666665 
 H                  0.87365130    0.50440282   -0.35666665 
 

3 
H2O 
 O                  0.00000000    0.00000000   -0.11081188 
 H                  0.00000000   -0.78397589    0.44324751 
 H                 -0.00000000    0.78397589    0.44324751 

bh4.xyz 

h2o.xyz 



准备输入文件 
• 准备计算的输入文件，不妨叫mol.inp 

1. 保存局部极小点的文件夹名。 

2. 团簇组成文件名。 

3. 结构猜测形状。 

4. 保存局部极小点的个数。 

5. 剩下的几行是运行Gaussian的脚本。 

其中g09 $xxx$.gjf 如果实在Linux下 

建议换成g09 < $xxx$.gjf > $xxx$.out 



准备输入文件 
• 准备团簇组成文件，不妨叫mol.cluster。这个用法与

rigidmol-optimizer中的用法一致。 



 配置optfile文件 
• optfile文件告诉ABCluster如何生成Gaussian的输入文件。 

#T pm6 scf(xqc,novaracc) opt(MaxCycles=100) 
 
BH4(-)(H2O)2 
 
0 1 
>>>> 
 
>>>> 

• 第一个>>>>之前的内

容将放在坐标之前； 

• 第一个和第二个>>>>

之间的内容则放在坐标

之后，这里为空。 

• 出于演示的目的，这里

用简单快速的目的用

PM6方法来搜索。 



开始搜索 
• 有了这些文件就可以用lego来搜索结构了： 

lego mol.inp > mol.out 

 

 

 

• 搜索完毕后，可以打开mol.out，发现能量最低的结构能

量： 



搜索结果 
• 这个结构对应于mol-LM中的13.xyz 

• 由于这个体系比较复杂，我们把这个结构用更准确的

MP2/SVP优化一下，结构如图。 

• 当然，在实际中，还需要考虑优化计算下 

其他的局部极小点. 



练习 
用ABCluster搜索下两种团簇的可能结构： 

Li+(NH3)3 

Li(NH3)3 

 

提示：如果是锂阳离子(Li+)就可以用rigidmol-optimizer来

优化，如果是锂原子(Li)就必须用lego。 



实例：用Gupta势搜索金属团簇 



原子团簇 
• 前面看到，用rigidmol-optimizer可以用CHARMM力场

研究一般分子团簇；对于纯原子的团簇可以用isomer结合

其他软件来研究。 

• 对于某些种类的原子团簇，如果感觉isomer计算量较大，

或者想快速搜索大量结果，就可以用力场来研究。 

• 不过原子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几乎不存在准确而又能够

通用于各种原子的力场。因此针对不同的体系需要用不同

的力场。 

• 用ABCluster中的atom-optimizer就可以用力场研究原子

团簇。 



原子团簇 
需要注意的几点： 

1. 原子团簇用力场计算后，一定要用更高级的理论方法如量

子化学等进一步优化。 

2. 原子团簇的力场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如果没有合适的力场

（如之前的B2O3），一定要使用量子化学。 

3. 一些常见的参数可以从文件atomic-force-field.txt找到。 

 



ABCluster支持的原子团簇力场 
ABCluster支持很多力场。下面几个是适合化学家的势： 

• Coulomb-Morse-Repulsion势：适合金属氧化物，硅化

物。 

• Gupta势：适合纯金属团簇。 

• Tersoff势：适合半金属元素，如C，Si，Ge，B等。 

 

• 还有些是物理学家喜欢用的模型势（如Morse势等）。使

用之前请仔细阅读相应文献。 



金属团簇 
现在我们要研究金属团簇Zn24和Au42Cu13。一个比较适合的

是Gupta势能。 



搜索步骤 
用atom-optimizer研究原子团簇需要三步： 

1. 用abcinp生成输入文件 

2. 用atom-optimizer执行搜索 

3. 分析结果 



生成输入文件 
输入文件用abcinp生成。它需要的参数较长，如果记不住，

可以直接打abcinp查看。这第一行里面列出了所需的输入参

数。 



生成输入文件：Ni24 

生成Ni24的输入文件，输入如下命令： 

abcinp.exe nicluster 1 Gupta 10 100 100 4 30 24 Zn 

各个参数意义如下： 

• zncluster  生成的文件名。可以是任意合法文

件名。 

• 1 原子种类个数。 

• Gupta 势能名称。必须大小写一致。 

• 10 估计大小。只要合理就行。 

• 100 种群大小。 

• 100 搜索步数。 

• 4 侦查极限。 

• 30 存储的局部极小点个数。 

• 24 Zn的个数 

• Zn Zn的元素符号 



生成输入文件，运行 

回车之后会要求输入参数。从文献中查到Zn的Gupta势能参

数后，在提示后输入： 

一些常见的参数可以从文件atomic-force-field.txt找到。 

之后生成三个文件，就可以运行了。 

atom-optimizer.exe zncluster.inp > zncluster.out 



分析结果 
稍等之后，就可以看到结果了。打开zncluster.out的最后几

行，根据数据打开zncluster-LM中的文件查看结构。0.xyz就

是全局极小点的结构。注意我们算得最低能量-31.72812和

前人计算的结果是一致的。 

0.xyz 



生成输入文件：Au42Cu13 

输入如下命令，以及相应的参数： 
abcinp.exe aucucluster 2 Gupta 10 100 1000 4 30 42 Au 13 Cu 

• 0-0:即Au-Au的作用 

• 0-1:即Au-Cu的作用 

• 1-1:即Cu-Cu的作用 

生成之后就可以搜索了。这几个参数是从文献中得到的。 



搜索结果：Au42Cu13 

有趣的是，全局极小点中，一个Cu原子孤立在表面，要比13

个Cu原子聚集在中心的结构还要稳定！ 

E = -190.38654103  E = -190.12423763 



练习 

试用Gupta势能搜索Au42Pd13和Au13Pd42的全局极小点。 

提示： 

• 可以在文件atomic-force-field.txt中找到Au-Au和Pd-Pd的参数。由于没有

Au-Pd的参数，可以用Au-Au和Pd-Pd的参数求平均代替。 

• 搜索的结构，可以与下面的电镜图对比一下。 

A. Bruma, etc. Nanoscale 2013, 5, 646 



实例：自行构造力场: (NH2)2CO 



自制力场: (NH2)2CO 

• 用rigidmol-optimizer可以搜索普通有机小分子构成的团簇。在ABCluster中预

置了很多分子。但是化学分子千千万万，不可能全部给出。这里就展示一下如

何用自制力场。 

• 这里就以尿素为例：(NH2)2CO 

• 1: 构造分子的XYZ文件，不妨叫urea.xyz 

 8 
urea 
 C                  0.00836900    0.14112800    0.00000000 
 O                  0.03945200    1.36250800    0.00000000 
 N                  0.03945200   -0.60611600    1.16718600 
 H                 -0.16575700   -0.07030600    1.99832200 
 H                 -0.29331700   -1.56029600    1.17367700 
 N                  0.03945200   -0.60611600   -1.16718600 
 H                 -0.29331700   -1.56029600   -1.17367700 
 H                 -0.16575700   -0.07030600   -1.99832200 



自制力场: (NH2)2CO 

• 2 加入一行注释，任意内容皆可 

 8 
urea 
 C                  0.00836900    0.14112800    0.00000000 
 O                  0.03945200    1.36250800    0.00000000 
 N                  0.03945200   -0.60611600    1.16718600 
 H                 -0.16575700   -0.07030600    1.99832200 
 H                 -0.29331700   -1.56029600    1.17367700 
 N                  0.03945200   -0.60611600   -1.16718600 
 H                 -0.29331700   -1.56029600   -1.17367700 
 H                 -0.16575700   -0.07030600   -1.99832200 
all36_cgenff   q   epsilon (kJ/mol) sigma (AA) 



自制力场: 电荷 

• 力场参数需要从CHARMM官方的文档中构造。可以在这里下载： 

http://mackerell.umaryland.edu/charmm_ff.shtml 

• 下载解压后有很多文件。CHARMM力场有拓扑top*.rtf和参数par*.prm文件。

前者有电荷，后者有Lennard-Jones参数。 

• 读者需要事先了解一下CHARMM力场的一些知识。 

• CHARMM中，每个原子都有类型。这个类型直接 

由化学环境决定。 

• 比如这里，O2是羰基氧类型，C1是羰基碳 

类型，N3和N6是末端氨基氮，四个H为极性 

氢。 

• 这些内容可以在top_all36_cgenff.rtf中找到。 



自制力场: 电荷 

• 看文件top_all36_cgenff.rtf： 



自制力场: 电荷 

• 从文件top_all36_cgenff.rtf找电荷，如NG2S2。任意找一个分子： 

• 那么这个N的电荷就可以为-0.69 

• 对其他所有原子都可以这么找。 

最终找到的电荷见下： 

 8 
urea 
 C                  0.00836900    0.14112800    0.00000000 
 O                  0.03945200    1.36250800    0.00000000 
 N                  0.03945200   -0.60611600    1.16718600 
 H                 -0.16575700   -0.07030600    1.99832200 
 H                 -0.29331700   -1.56029600    1.17367700 
 N                  0.03945200   -0.60611600   -1.16718600 
 H                 -0.29331700   -1.56029600   -1.17367700 
 H                 -0.16575700   -0.07030600   -1.99832200 
all36_cgenff   q   epsilon (kJ/mol) sigma (AA) 
+0.60 
-0.58 
-0.69 
+0.34 
+0.34 
-0.69 
+0.34 
+0.34 

如果原子类型或者电荷没有，找一个

接近的或者估算一个即可。大多数情

况下不需要大张旗鼓的重新拟合参数。 



自制力场: LJ参数 

• 有了电荷后可以从par_all36_cgenff.prm找LJ参数 

• 这个十分容易，直接在LJ区域中寻找原子类型即可，如NG2S2。但是这两个

参数需要转换单位才行。转换方法如下： 



自制力场: LJ参数 

• 所以转换方法如下， 并填入参数文件。 

• 注意每行参数后面都可以用#开头写一个注释。 

𝜀ABCluster = −0.20000 × −4.184 = 0.8368 

𝜎ABCluster = 1.85000 × 25/6 = 3.29632 

 8 
urea 
 C                  0.00836900    0.14112800    0.00000000 
 O                  0.03945200    1.36250800    0.00000000 
 N                  0.03945200   -0.60611600    1.16718600 
 H                 -0.16575700   -0.07030600    1.99832200 
 H                 -0.29331700   -1.56029600    1.17367700 
 N                  0.03945200   -0.60611600   -1.16718600 
 H                 -0.29331700   -1.56029600   -1.17367700 
 H                 -0.16575700   -0.07030600   -1.99832200 
all36_cgenff   q   epsilon (kJ/mol) sigma (AA) 
+0.60 
-0.58 
-0.69 0.8368 3.2963 # NG2S2 
+0.34 
+0.34 
-0.69 
+0.34 
+0.34 



测试 

• 有了这个uera.xyz后，我们就可以用其做构型搜索了。具体步骤就不说了，

可以参见前面的方法。下面是((NH2)2CO)5和(NH2)2CO(H2O)10用rigidmol-

optimizer搜索到的全局极小点。 

• 可见我们的尿素的力场是合理的！ 



练习 

构造m-C6H4(NH2)2的力场文件，并设计几个团簇测试。 

提示：构造完之后可以和程序自带的m-c6h4n2h4.xyz对比。 



实例：自行编写程序接口 



编写接口 

• 前面说过，ABCluster的isomer和lego模块可以结合Gaussian搜索结构。实际

上，ABCluster可以结合任意软件搜索结构。这里就讲讲如何编写这些接口。 

• 首先看看ABCluster调用其他软件的原理。这是之前的一个isomer的输入文件. 

• 其中，两个>>>>之间的每一行都会作为一个命令被操作系统（Windows，

Linux或Mac OS X）执行 



接口原理 
isomer/lego 

产生一个结构在$inp$ 

优化过的结构 
及其能量在$out$ 

isomer/lego 

运行command 1 

运行command 2 

运行command 3 

2 
The initial guess 
H 0.3 1.2 -0.4 
H 2.6 -5.1 2.7 

2 
-1.1796489705 
H 0.0 0.0  0.372 
H 0.0 0.0 -0.372 

…… 
>>>> 
command1 
command2 
command3 
>>>> 
…… 

$out$ 

$inp$ 



接口原理 

• ABCluster在运行中，会用一定的算法生成一个猜测的团簇结构，这个结构

是个标准的XYZ文件，其文件名称为$inp$。这个具体名称由ABCluster内部

根据一些规则自动生成，比如叫abcluster007-2.xxxxxyz。 

• 这个文件的前缀可以记做$xxx$，就是abcluster007-2。 

• 在第三方软件优化完成之后，可以把 

结构以标准XYZ格式存储，其中标题 

行为能量。这个文件的名字为$out$， 

比如为abcluster007-2.ooooout。 

• 因此，接口只要能读取$inp$作为初始 

结构，优化完毕之后把结果写入一个名 

叫$out$的文件即可。 

isomer/lego 

产生一个结构在$inp$ 

优化过的结构 
及其能量在$out$ 

isomer/lego 

运行command 1 

运行command 2 

运行command 3 

2 
The initial guess 
H 0.3 1.2 -0.4 
H 2.6 -5.1 2.7 

2 
-1.1796489705 
H 0.0 0.0  0.372 
H 0.0 0.0 -0.372 

…… 
>>>> 
command1 
command2 
command3 
>>>> 
…… 

$out$ 

$inp$ 



实例：NWCHEM的接口 
• 假设你想用NWCHEM来计算能量，现在我们就来写一个接口。不妨用

Linux的Shell脚本来完成。 #!/bin/bash 

fn=$1-nwchem 

xyzfn=$2 

outfn=$3 

echo """ start 

geometry""" > ${fn}.nw 

awk 'NR>2{print}' ${xyzfn} >> ${fn}.nw 

echo """ end 

basis; * library def2-tzvp; end 

driver; xyz test; end 

TASK scf optimize """ >> ${fn}.nw 

…… 

• 这一部分中，我们用echo和

awk将$inp$中的几何结构抽取

出来并生成NWCHEM的输入文

件${fn}.nw 

• 注意driver; xyz test; end这句，

它会把几何优化的每一步都存

储成xyz文件。 



实例：NWCHEM的接口 

…… 

TASK scf optimize """ >> ${fn}.nw 

nwchem ${fn}.nw > ${fn}.out  

energy =`grep “Total SCF energy”  ${fn}.out | tail -n 1 | awk '{print $5}'` 

fnstring=`ls geom*` 

read -a fns <<< ${fnstring} 

fnopt=${fns[${#fns[*]}-1]} 

sed "2s/^.*$/${energy}/" ${fnopt} > ${outfn} 

rm ${fn}.* geom* 

• 生成文件后，用NWCHEM进行优化计算。 

• 之后，grep这句用来抽取能量，并用sed等语句把结构和能量输入到$out$

中。 

• 最后删除中间文件。 



实例：NWCHEM的接口 

#!/bin/bash 

fn=$1-nwchem 

xyzfn=$2 

outfn=$3 

echo """ start 

geometry""" > ${fn}.nw 

awk 'NR>2{print}' ${xyzfn} >> ${fn}.nw 

echo """ end 

basis; * library def2-tzvp; end 

driver; xyz test; end 

TASK scf optimize """ >> ${fn}.nw 

nwchem ${fn}.nw > ${fn}.out  

energy =`grep “Total SCF energy”  ${fn}.out | tail -n 1 | awk '{print $5}'` 

fnstring=`ls geom*` 

read -a fns <<< ${fnstring} 

fnopt=${fns[${#fns[*]}-1]} 

sed "2s/^.*$/${energy}/" ${fnopt} > ${outfn} 

rm ${fn}.* geom* 

• 完整代码如下，不妨叫做abc2nw.sh 



实例：NWCHEM的接口 

• 在NWCHEM中，可以用如下代码调用： 

>>>> 

abc2nw.sh $xxx$ $inp$ $out$ 

>>>> 



练习 

用任意你熟悉的语言写接口，使得ABCluster可以调用ORCA搜索结构。 

提示：ABCluster的Manual中有个Linux Shell的例子可以参考。 



尾声 



以上介绍了ABCluster最常用的一些功能。完整的功能请参

见手册Manual。 

 

对于最新的版本和应用，可参见ABCluster的网站: 

www.zhjun-sci.com 

 

如有问题和建议可以联系： 

zhangjunq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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