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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功能和计算原理介绍 

1：Gaussian 功能介绍 
1.1 Gaussian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量子化学综合软件包。其可执行程序可在不同型号的大型

计算机，超级计算机，工作站和个人计算机上运行，并相应有不同的版本。 

高斯功能： 

分子能量和结构 

过渡态能量和结构 

键和反应能量 

分子轨道 

多重矩 

原子电荷和电势 

振动频率 

红外和拉曼光谱 

核磁性质 

极化率和超极化率 

热力学性质 

反应路径 

计算可以对体系的基态或激发态执行。可以预测周期体系的能量，结构和分子轨道。因 

此，Gaussian可以作为功能强大的工具，用于研究许多化学领域的课题，例如取代基的影

响，化学反应机理，势能曲面和激发能等等。 

 
1.2 关于 Gaussian 03 的介绍 

是 Gaussian 系列电子结构程序的 新版本。它在化学、化工、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

化学相关领域方面的功能都进行了增强。  
1.研究大分子的反应和光谱 
Gaussian 03 对 ONIOM 做了重大修改，能够处理更大的分子（例如，酶），可以研究有机体

系的反应机制，表面和表面反应的团簇模型，有机物光化学过程，有机和有机金属化合物的

取代影响和反应，以及均相催化作用等。 
ONIOM 的其它新功能还有：定制分子力学力场；高效的 ONIOM 频率计算；ONIOM 对电、

磁性质的计算。  
2.通过自旋-自旋耦合常数确定构像 
当没有 X-射线结构可以利用时，研究新化合物的构像是相当困难的。NMR 光谱的磁屏蔽数

据提供了分子中各原子之间的连接信息。自旋-自旋耦合常数可用来帮助识别分子的特定构

像，因为它们依赖于分子结构的扭转角。 
除了以前版本提供的 NMR 屏蔽和化学位移以外，Gaussian 03 还能预测自旋-自旋耦合常数。

通过对不同构像计算这些常数，并对预测的和观测的光谱做比较，可以识别观测到的特定构

像。另外，归属观测的峰值到特定的原子也比较容易。  
3.研究周期性体系 
Gaussian 03 扩展了化学体系的研究范围，它可以用周期性边界条件的方法(PBC)模拟周期性

体系，例如聚合物和晶体。PBC 技术把体系作为重复的单元进行模拟，以确定化合物的结

构和整体性质。例如，Gaussian 03 可以预测聚合物的平衡结构和过渡结构。通过计算异构

能量，反应能量等，它还可以研究聚合物的反应，包括分解，降解，燃烧等。Gaussian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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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模拟化合物的能带隙。 
PBC 的其它功能还有：(1) 二维 PBC 方法可以模拟表面化学，例如在表面和晶体上的反应。

用同样的基组，Hartree-Fock 或 DFT 理论方法还可以用表面模型或团簇模型研究相同的问

题。Gaussian 03 使得对研究的问题可以选择合适的近似方法，而不是使问题满足于模块的

能力极限。(2) 三维 PBC：预测晶体以及其它三维周期体系的结构和整体性质。  
4.预测光谱 
Gaussian 03 可以计算各种光谱和光谱特性。包括：IR 和 Raman；预共振 Raman；紫外-可见；

NMR；振动圆形二色性(VCD)；电子圆形二色性(ECD)；旋光色散(ORD)；谐性振-转耦合；

非谐性振动及振-转耦合；g 张量以及其它的超精细光谱张量。  
5.模拟在反应和分子特性中溶剂的影响 
在气相和在溶液之间，分子特性和化学反应经常变化很大。例如，低位构像在气相和在（不

同溶剂的）溶液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能量，构像的平衡结构也不同，化学反应具有不同的路

径。Gaussian 03 提供极化连续介质模型(PCM)，用于模拟溶液体系。这个方法把溶剂描述为

极化的连续介质，并把溶质放入溶剂间的空穴中。 
Gaussian 03 的 PCM 功能包含了许多重大的改进，扩展了研究问题的范围：可以计算溶剂中

的激发能，以及激发态的有关特性；NMR 以及其它的磁性能；用能量的解析二级导数计算

振动频率，IR 和 Raman 光谱，以及其它特性；极化率和超极划率；执行性能上的改善。  
G03W 的界面和 G98W 相比，没有什么变化，G98W 的用户不需要重新熟悉界面。  
 
Gaussian 03 新增加了以下内容：  
新的量子化学方法 
(1) ONIOM 模块做了增强 
对 ONIOM(MO:MM)计算支持电子嵌入，可以在 QM 区域的计算中考虑 MM 区域的电特性。 
通过算法的改善，ONIOM(MO:MM)对大分子（如蛋白质）的优化更快，结果更可靠。 
ONIOM(MO:MM)能够计算解析频率，ONIOM(MO:MO)的频率计算更快。 
提供对一般分子力场(MM)的支持，包括读入和修改参数。包含了独立的 MM 优化程序。 
支持任何 ONIOM 模拟的外部程序。 
(2) 修改和增强了溶剂模块 
改善和增强了连续介质模型(PCM)： 
默认是 IEFPCM 模型，解析频率计算可以用于 SCRF 方法。此外改善了空穴生成技术。 
模拟溶液中的很多特性。 
可以对 Klamt 的 COSMO-RS 程序产生输入，通过统计力学方法，用于计算溶解能，配分系

数，蒸汽压，以及其它整体性质。 
(3) 周期性边界条件(PBC) 
增加了 PBC 模块，用于研究周期体系，例如聚合物，表面，和晶体。PBC 模块可以对一维、

二维或三维重复性分子或波函求解具有边界条件的 Schrodinger 方程。周期体系可以用 HF
和 DFT 研究能量和梯度； 
(4) 分子动力学方法 
动力学计算可以定性地了解反应机制和定量地了解反应产物分布。计算包含两个主要近似： 
Born-Oppenheimer 分子动力学(BOMD), 对势能曲面的局域二次近似计算经典轨迹。计算用

Hessian 算法预测和校正走步，较以前的计算在步长上能够改善 10 倍以上。还可以使用解析

二级导数，BOMD 能够用于所有具有解析梯度的理论方法。 
提供原子中心密度矩阵传播(ADMP)分子动力学方法，用于 Hartree-Fock 和 DFT。吸取了 Car
和 Parrinello 的经验，ADMP 传递电子自由度，而不是求解每个核结构的 SCF 方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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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arrinello 不同之处在于，ADMP 传递密度矩阵而不是 MO。如果使用了原子中心基组，

执行效率会更高。这一方法解决了 Car-Parrinello 存在的一些限制，例如，不再需要用 D 代

替 H 以获得能量守恒，纯 DFT 和混合 DFT 均可使用。ADMP 也可以在溶剂存在的情况下

执行，ADMP 可以用于 ONIOM(MO:MM)计算。 
(5) 激发态 
激发态计算方面做了增强： 
由于改善了在完全组态相互作用计算中求解 CI 矢量的算法，提高了 CASSCF 执行效率。对

能量和梯度计算可以使用约 14 个轨道（频率计算仍是 8 个）。 
限制活性空间(RAS)的 SCF 方法。RASSCF 把分子轨道分成五个部分： 低的占据轨道（计

算中作为非活性轨道考虑），计算中作为双占据的 RAS1 空间，包含对所研究问题非常重要

分子轨道的 RAS2 空间，弱占据的 RAS3 空间，以及未占据轨道（计算中做冻结处理）。因

此，CASSCF 在 RAS 计算中分成三个部分，考虑的组态通过定义 RAS1 空间允许的 少电

子数和 RAS3 空间允许的 多电子数，以及三个 RAS 空间电子总数来产生。 
NBO 轨道可用于定义 CAS 和 RAS 活性空间。对于对应成键/孤对电子的反键轨道可以提供

相当好的初始猜测。 
对称性匹配簇/组态相互作用(SAC-CI)方法，用于有机体系激发态的高精度计算，研究两个

或更多电子激发的过程（例如电离谱的扰动），以及其它的问题。 
CIS，TD-HF 和 TD-DFT 的激发态计算中可以考虑溶剂影响。  
 
新的分子特性 
(1) 自旋-自旋耦合常数，用于辅助识别磁谱的构像。 
(2) g 张量以及其它的超精细光谱张量，包括核电四次常数，转动常数，四次离心畸变项，

电子自旋转动项，核自旋转动项，偶极超精细项，以及 Fermi 接触项。所有的张量可以输出

到 Pickett 的拟合与光谱分析程序。 
(3) 谐性振-转耦合常数。分子的光谱特性依赖于分子振、转模式的耦合。可用于分析转动谱。 
(4) 非谐性振动及振-转耦合。通过使用微扰理论，更高级的项可以包含到频率计算中，以产

生更精确的结果。 
(5) 预共振 Raman 光谱，可以产生基态结构，原子间连接，以及振动态的信息。 
(6) 旋光性以及旋光色散，通过 GIAO 计算，用于识别手性体系的异构体。 
(7) 电子圆二色性(ECD)。这一特性是光学活性分子在可见-紫外区域的差异吸收，用于归属

绝对构型。预测的光谱还可用于解释已存在的 ECD 数据和归属峰位， 
(8) 含频极化和超极化，用于研究材料的分子特性随入射光波长的变化。 
(9) 用量度无关原子轨道(GIAO)方法计算磁化率，它类似于电极化率，用于研究分子的顺磁

/反磁特性。 
(10) 预测气相和在溶剂中的电、磁特性和光谱。 
(11) ONIOM 预测电、磁特性。  
新增加的基本算法 
(1) 更好的初始轨道猜测。Gaussian 03 使用 Harris 泛函产生初始猜测。这个泛函是对 DFT
非迭代的近似，它产生的初始轨道比 Gaussian 98 要好，例如，对有机体系有所改善，对金

属体系有明显改善。 
(2) 新的 SCF 收敛算法，几乎可以解决以前所有的收敛问题。对于其它极少数的不收敛情况，

Gaussian 03 提供了 Fermi 展宽和阻尼方法。 
(3) 纯 DFT 计算的密度拟合近似。这一近似在计算库仑相互作用时，把密度用一组原子中

心函数展开，而不是计算全部的双电子积分。它用线性换算的算法，对中等体系的纯 D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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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可以极大地提高计算效率，而又不损失多少精度。Gaussian 03 可以对 AO 基自动产生

合适的拟合基，也可以选择内置的拟合基。 
(4) 更快的自动 FMM 方法，用于适中的体系（纯 DFT 约 100 个原子，混合 DFT 约 150 个

原子）。 
(5) 对纯 DFT 使用更快的库仑能算法，节省库仑问题的 CPU 时间。 
(6) O(N)更精确的交换能量项。在 Hartree-Fock 和 DFT 计算中，通过删除密度矩阵的零值项

来屏蔽精确的交换贡献。这可以节省时间，而又不损失精度。  
新增功能： 
(1) 新的密度泛函：OPTX 交换，PBE 和 B95 相关，VSXC 和 HCTH 纯泛函，B1 及其变体

B98，B97-1，B97-2，PBE1PBE 混合泛函。 
(2) 高精度能量方法：G3 及其变体，W1 方法。另外还包含 W1BD，它用 BD 代替耦合簇，

比 CBS-QB3 和 G3 更精确，当然计算也更加昂贵。 
(3) 对重元素全电子基组计算的 Douglas-Kroll-Hess 标量相对论修正，用于当 ECP 基组不能

满足精度的情况。 
(4) 逼近基组极限的 UGBS 基组。  
 

2：计算原理 
2．1 概述： 

计算化学有两种方法（分子力学方法和电子结构理论）。它们所能完成的任务类型基

本上是一样的。A 计算特定分子结构的能量。和能量相关的一些性质也可以通过某些方法来

计算。B 完成构型优化，确定全局或局域 小点。构型优化主要取决于能量的梯度-也就是

能量对原子坐标的一阶导。构型优化是化学计算的基础，任何性质的计算都是在已优化好的

分子结构上进行的。一个分子结构对应一个波函，一个波函就可以解出一个能量值，在自然

条件下，体系倾向于以能量 低的形式存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稳定的构型）。所给的分

子结构（不管是手绘的还是来自晶体结构的）在转换为高斯输入的文件时，由于画的不准确

（如立体的画成平面的等）和具体化学环境的变化（在不选择溶剂时，默认是在气相中优化，

这与晶体环境是完全不同的）而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所以首先要进行优化，才能进行其

他类型的性质计算。C 计算由于分子内原子间运动所引发的分子振动频率。频率是能量对

原子坐标的二阶导。频率计算还可以确定其他与二阶导有关的性质。不是所有的化学计算方

法都能计算频率 
2．2 分子力学方法： 

分子力学方法是用经典物理的定律预测分子的结构和性质。很多程序里都有分子力学方

法：如 MM3，HyperChem，Quanta，Sybyl 和 Alchemy 等。各种分子力学方法的差异主要

是由所用的力场不同造成的。一个力场包括以下几个要素：1 有一套定义势能和构成分子的

各原子位置关系的方程 2 定义在特定化学环境下描述一个元素特征的一系列原子类型。原

子类型描述了元素在不同环境中的特征行为。如羰基上碳的化学行为与甲基上碳的化学行为

是完全不同的。原子类型与杂化方式，电荷及与之相连的其他原子有关。3 使方程和原子类

型与实验值吻合的一个或多个参数。参数定义了力常数，力常数在方程中用于把原子特征（键

长，键角等）与能量联系起来。对分子体系中的电子，分子力学方法不能给出明确的处理。

它是在核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完成计算。电子效应已经暗含在参数化的力场中。这种近似使得

分子力学计算是不昂贵的，可以用于计算含数千个原子的体系。不过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限制：

1 每一种力场（其实就是每一种分子力学方法，注意：每一种参数化的力场对应着一种分子

力学方法，参数化的过程就是对方法施加限制使之只能适应特定类型分子计算的过程。这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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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计算但限定了它的使用范围）只能适应于特定类型的分子。还没有那一种力场是普适的，

可以用于所有分子体系的计算。电子效应的忽略意味着分子力学方法不能处理电子效应占主

导地位的化学问题。例如他们不能描述键形成或键断裂的过程。取决与微妙的电子细节的化

学性质也不能用分子力学方法来处理。 
2．3 电子结构理论： 

电子结构方法是以量子力学而非经典力学作为计算的基础。在量子力学中，分子的能量

和其他相关性质是通过解薛定谔方程得到的。不过对于太大的体系来说，准确求解薛定谔方

程是不太可能的。各类电子结构方法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求解薛定谔方程所做的近似上。主要

可分 
A 半经验方法：半经验方法，如 AM1，MINDO/3 and PM3 等。MOPAC，AMPAC，HyperChem 

and Gaussian 上都有这些程序。其特点是用根据实验数据所确定的参数简化薛定谔方程的

求解计算。由于参数的设定是由实验数据决定的，所以不同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体系。主

要的应用对象是有机体系。可以计算很大的体系，计算时间快，对其适用的体系，可以达

到较好的精度。 
B 从头算方法：与分子力学方法或半经验方法的差异在于在计算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来自实

验的参数，只使用以下几个物理常数：光速，电子和核的电荷，质量和普郎克常数。所有

计算都建立在量子力学原理上，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方法被称为从头算的原因。高斯中提供

了几乎所有的从头算方法。在解薛定谔方程时，从头算方法使用了严格的数学近似，这使

求解变的方便但也引入了误差。 
一般情况下，半经验方法只能对分子提供定性的描述，在参数和所要研究的体系比较适合

的情况下，可以对分子提供比较准确的定量的描述。而从头算方法因为没有由实验数据确

定的参数。所以可计算的体系的范围要大的多（而半经验方法的使用通常是局限于某一类

体系）。而且可以对分子提供高精度的描述和性质的预测。特别是后 H-F 从头算法，克服

了 HF 方法不能很好处理电子相关的缺陷，使其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注意所需的计算

耗费也大大增加了。早期从头算方法所能处理的分子尺度是有限的。现在用工作站（应该

还有并行技术）可以使我们比较准确的处理有上百个原子组成的体系，当然计算量也是相

当大的，在一个 P4 单机上（主频：2.4G，内存：512+256）完成一个含上百个原子的组

成的体系的计算时，用 HF/6-31+G（D，P）模型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优化和频率两

步计算。以目前的经验来看，在这样配置的单机上完成由 50 个左右的原子组成的体系的

计算，从时间上来看是可以接受的。高斯中的从头算方法可以处理任何体系（包括金属，

只是在精度上可能与其他一些软件如 ADF 有些不足，高斯的强项应该是在处理分子机理

和过渡态），除了可以研究气态情况下分子的基态外，高斯还能研究分子的激发态，及相

应的在溶液中的状态。 
C 密度泛函方法： 近发展起来的第三类电子结构方法。在很多方面与从头算方法类似。密

度泛函方法的长处在于它包含了电子相关。而 Hartree-Fock 方法只是在平均的意义上处理

电子相关。这使得在某些体系和同等的时间耗费上，DFT 计算具有比 HF 方法更高的精度。 
注意：在研究中比较不同计算水平上的结果是没有意义的。详细的关于理论知识的介绍请参

考相关量子化学书；黑箱操作是完全可以的，但量子化学知识的欠缺将使我们只能做一些

基本的运算，因为无论是软件自身还是对体系的有一定深度的说明都需要一定的理论底

子。 

 

3．论坛上常见的关于理论知识和理论化学发展前景的介绍 

3.1 分子间力的来源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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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然界里各种物态间的变化早已成为分子间存在着某种作用力提供了丰富的感性

知识，但对于这种力的本质和类型的了解，是在量子化学出现之后才开始的。在现代原子、

分子结构知识基础上，已知这种力的主要来源是组成分子的基本成员——带电的核与核外电

子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所致。因为分子具有特定的（在几何构型上，电子分布上等等）结构，

所以这种相互作用与一般的重力场，电磁场的作用不同，而与分子的结构及其所处环境（如

压力、温度、分子间距离等等）有关。由于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关于分子间力的理论

发展较迟缓，在实际应用中还常常使用经验的势函公式。 
    分子间相互作用的性质，本质上都是量子力学的。由于当分子间距离较远时，远程作用

的静电力较为突出，特别是在离子之间，离子和极性分子或极性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中，静

电作用占优势，故对此类静电力可以采取相应的静电模型进行处理。而非极性分子之间的相

相互作用称为色散力，则必须借助量子力学处理。静电力和色散力都是吸引作用。当分子间

接触到电子云将发生交盖时，便有新的作用力产生。按它们的起因可以区分为交换斥力或电

荷转移力，前者是当分子间外层轨道中电子发生转换时，按 Pauli 原理自旋相同同向电子相

互回避所产生的一种排斥作用。后者仅当分子间相互接触时，在各自的前沿分子轨道间发生

电子转移情况才出现的一种使分子络体稳定化作用的力，常称为电荷转移力。 
    还有一种作用力是氢键，它是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团和分子间有质子存在时才出现的。

这些短程力没有经典模型可以仿拟，都需要用量子力学的观点给以解释。现在已知，静电力

包括定向作用力和诱导力。通常把定向力，诱导力和色散力这种分子间的吸引作用统称为范

德华力。在实际气体和液体的统计理论中，主要涉及到这种作用力。 
 
3.2 体系状态的描述 

统计力学从其开创就采纳了原子——分子论。它把原子、分子等看作力学体系，根据经

典力学定律，可以指定分子在某方向上的速度或动量及其空间位置。如果作用力的性质与一

个质点在某时刻的位置和速度已知，那么，以后任何时刻的位置和速度都可以预言。粒子运

动的位移与速度、动量随时间变化，则粒子在某瞬时的运动状态将由相应的坐标、速度或动

量等数值来确定。描述粒子运动状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坐标—坐标空间 
    一个粒子在空间中的位置可以用坐标—坐标空间中的一点来描述。选择什么坐标系，要

根据据所研究的问题性质来确定。如一个粒子在平面上的运动可以由笛卡尔坐标系来描述，

也可以选择平面极坐标系来描述。但是，用坐标—坐标空间描述体系，在坐标变换时很不方

便，其变量的体系积元不相等，且描述粒子的运动状态除要确定它的位置外还要确定其运动

速度。所以，可以用固定质点在一个三维坐标空间中的位置和在另一个三维速度空间的速度

来描述质点的运动状态。  
（2）坐标—速度空间 
    利用粒子在某点的位置和速度来描述粒子的运动状态是一种比较方便的方法。现实空间

中运动的粒子需要六维的坐标—速度空间来描述其运动状态。坐标—速度空间可以选择笛卡

尔坐标和相应的速度，也可以选择极坐标和相应的速度构成坐标—速度空间。但是这种空间

仍存在变换麻烦的问题，所以统计力学中也不常用坐标—速度空间描写体系的状态。  
（3）坐标—动量空间 
    统计力学中常采用坐标—动量空间。用坐标（q）—动量（p）空间中的一点描述体系的

一种运动状态。如果体系的运动状态是连续改变的，就可以画出一条连续运动轨迹。在坐标

—动量空间中，变量变换时，体积元不变。这种不变性对描述体系运动状态很方便，统计力

学中常用这种空间，叫做相空间(phase space)。相空间是一个描述质点运动状态的空间。在

相空间中，每个点都代表着质点的一种运动状态，当质点从一种运动状态运动到另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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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连续移动的相点可以画出一条曲线，叫相迹或相轨道。对于一个自由度为 a 的分子，需要

2a 相空间来描述其运动状态，这种描写一个分子运动状态的相空间叫μ空间，也叫分子相

空间。由 N 个自由度为 a 的分子组成的体系，总自由度为 Na，需要 2Na 维相空间来描述体

系的运动状态。这种 2Na 维的相空间叫做Γ空间。 
 
3.3 Hessian 矩阵的解释 

Re: 谁能解释一下 Hessian 矩阵？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谁能解释一下 Hessian 矩阵？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2 22:16:51 2002)  
Hessian 矩阵(力常数矩阵):  
         2  
        d V  
fij=( ------- )  
      dxi*dxj  0  
这是 Hessian 矩阵在直角坐标表示中的矩阵元(力常数),V 是势能函数,d 是偏  
微分,x1,x2,...,x3N(N 个原子)是 3N 个直角坐标,下标 0 表示一阶微分矩阵是  
0,也就是分子中原子处于平衡位置.  
在 Gaussian 的振动分析中,当且仅当分子中原子坐标满足其一阶微分为 0 时才  
是合法的,因此用于频率计算的分子几何构型应当用同等计算精度的方法进  
行优化,优化时 好加上 opt=vtight,int=ultrafine 等等;只有平衡点,过渡  
态以及更高阶的鞍点才可以进行正确的频率计算,IRC 反应路径上的点也可以  
进行频率计算.  
在实际 Gaussian 计算中是采用质量权重坐标(mass weighted cartesian   
coordinates,MWC):  
       2  
        d V  
fij=( ------- )  
      dqi*dqj  0  
    __  
qi=/mp*xi,xi 是 p 原子的直角坐标之一  
 
由此得到的 Hessian 矩阵的 3N 个特征值就是分子的振动基频,特征向量分离分  
子转动和平移部分以后就是振动矢量或者所谓的振动模式. 
 
3.4 高斯计算中结构优化所用的原理 
发信人: salc (迦尔纳),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高斯计算中结构优化所用的原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ul 11 11:04:45 2002)  
以及其使用的基本数值计算方式。 
  Re: 请问高斯计算中结构优化所用的原理  
发信人: ndft (heh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高斯计算中结构优化所用的原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l 15 11:21:1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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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alc 的大作中提到: 】  
: 以及其使用的基本数值计算方式。  
结构优化的方法一般是先计算出解析能量梯度，即总能量对原子核坐标的微商。再利用  
共厄梯度法计算步长，其中的关键在于 Hessian 矩阵的逆矩阵的构造，我不清楚 Gaussian 里  
具体用什么方法，但是常用的是 BFGS 方法，再结合 GDIIS 方法加速收敛 
3.5 SCF convergence and Chaos Theory (from Dave Young 
发信人: dennisfeng (denn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SCF convergence and Chaos Theory (from Dave Young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l 29 10:50:40 2002)  
WHAT ARE NONLINEAR SYSTEMS  
 The term "nonlinear"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over used terms in  
mathematics.  In the case of chaos theory, a nonlinear equation is one of  
the form  
  x = f(x)  
Computational chemists should recognize this as exactly what a self  
consistent field (SCF) calculation is.  In the SCF method, an initial set of  
orbitals is used to generate a new set of orbitals and the procedure is  
repeated until some convergence criteria is met.  
 The branch of mathematics called "chaos theory" which has been  
created and explored over the last decade is the study of equations and  
systems of equations of this type.  To some extent the mathematicians are  
tacking new names onto behavior that computational chemists have been seeing  
for years, but they are also learning more about why these systems  
behave the way they do.  It is hoped that, in time, the work being done  
by mathematicians will provide the insight necessary to create better  
SCF convergence methods.  
 The purpose of this document is two fold.  First it attempts to  
mak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field of chaos theory and SCF calculations.  
Second it giv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fix calculations with convergence  
problems.  
WHAT NONLINEAR SYSTEMS DO  
 If one chooses a nonlinear equation, picks a starting value for  
the nonlinear variable then iterates there are several possible outcomes.  
1.  After a number of iterations, the value returned by the equation  
may be the value that was put in on that iteration.  This is what  
chemists desire - a converged solution.  
2.  The values could be almost repeating but not quite.  These are called  
Lorenz attractor systems in chaos theory.  
3.  The values produced from one iteration to the next may oscillate between  
2 values, 4 values or any other power of 2.  (I am not aware of any examples  
other than powers of 2.)  
4.  The values produced may be random within some fixed rang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s use this property intentionally, but it is rather annoying when  
an SCF calculation does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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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values produced may be random and not bounded within any upper or  
lower limits.  
 Which type of non-linear behavior is seen depends upon several  
things; the equation being used, the constants in the equation and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variables.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the total energy may follow any of  
these patterns during SCF iterations.  We have encountered oscillating  
and random behavior in the convergence of open shell transition metal  
compounds but have never tried to determine if the random values were  
bounded or not.  
HOW TO CONTROL NONLINEAR BEHAVIOR  
 Changing the constants in a non-linear equation would be roughly  
equivalent to switching the basis set used for an SCF calculation.  Since  
a particular basis set is often chosen for a desired accuracy and speed,  
this is not generally the most practical solution to a convergence problem.  
Plots of behavior vs constant values are the bifurcation diagrams which  
are found in many explanations of chaos theory.  
 Another way of changing the constants in an SCF calculation is  
to change the geometry a bit.  Often pulling a bond length a bit shorter  
than expected is effective (say making the length 90% of the expected  
value).  lengthening bond lengths a bit and avoiding eclipsed or gauche  
conformations are second and third best.  Once you have a converged  
wave function move the geometry back where you want it and use the  
converged function as the initial guess.  
 Changing the initial value of variables is equivalent to using  
a different initial guess in an SCF calculation.  The best initial guess  
is usually a converged SCF calculation for a different state of the  
same molecule or a slightly different geometry of the same molecule.  
This can be a very effective way to circumvent convergence problems.  
In the worst case it may be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initial guess by hand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nodal properties of all of the orbitals are  
correct for the desired electronic state of the molecu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rtual orbitals as well as the occupied orbitals can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nvergence.  Chaos theorists will try many  
starting points and color code a plot by which solution is obtained  
for each starting point, this is called fractal geometry (i.e. the  
famous Mandelbrot diagram).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ways to effectively change the  
equation in an SCF calculation.  These include switching computation  
methods, using level shifting and using forced convergence methods.  
 Switching between Hartree-Fock (HF), semiempirical, generalized  
valence bond (GVB), multi-configuration self consistent field (MCSCF),  
complete active space self consistent field (CASSCF) and  
Moller-Plesset calculations (MPn) will change the convergence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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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interaction (CI) and coupled cluster (CC) calculations  
usually start with an SCF calculation, thus will not circumvent problems  
with an SCF.  In general higher levels of theory tend to be harder to  
converge.  Ease of convergence as well as calculation speed are why lower  
level calculations are usually used to generate the initial guess for  
higher level calculations.  
 Oscillating convergence in an SCF calculation is usually an  
oscillation between wave functions that are close to different states  
or a mixing of states.  Thus oscillating convergence can often be helped  
by level shifting, which artificially raises the energies of the  
virtual orbitals.  Level shifting may or may not help in cases of  
random convergence.  
 Most programs will stop trying to converge a problem after a  
certain number of iterations.  In a few rare cases the wave function will  
converge if given more than the default number of iterations.  
 Most SCF programs do not actually compute orbitals from the  
previous iteration orbitals in the way that is described in introductory  
descriptions of the SCF method.  Most programs use a convergence  
excelleration method which i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necessary to converge to a solution.  The method of choice is usually  
Pulay's DIIS method (Direct Inversion of the Iterative Subspace).  
Some programs also give the user the capability to modify the DIIS method,  
such as putting in a dampening factor.  These modifications can be  
useful for fixing convergence problems but they usually requir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experience to know how best to modify the procedure.  
Turning off the DIIS extrapolation can help a calculation converge, but  
usually requires more iterations.  
 Some programs contain alternative convergence methods that are  
designed to force even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to converge.  These  
methods are often called direct covergence or quadratic convergence  
methods.  While these methods almost always work, they often require  
a very large number of iterations and thus a very large amount of CPU time.  
WHAT TO TRY FIRST  
 If you have an SCF calculation that failed to converge, which of  
these tricks should you try first?  Here are my suggestions with number  
one being the first thing I try and etc.  
1.  Try a different initial guess (using the "guess" keyword in Gaussian).  
2.  Try level shifting ( "SCF=Vshift" in Gaussian).  
3.  Try changing the geometry.  First slightly shortening a bond length  
then slightly lengthening a bond length then shifting the conformation  
a bit.  
4.  Consider trying a different basis set.  
5.  Consider doing the calculation at a different level of theory.  This  
isn't always practical, but beyond this point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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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ations may make the computation time as much as using a higher level  
of theory anyway.  
6.  Turn off the DIIS extrapolation ( "SCF=NoDIIS" in Gaussian ).  You  
should probably give the calculation more iterations along with this.  
7.  Give the calculation more SCF iterations ( "SCF(MaxCyc=N)"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in Gaussian ).  This seldom helps but the next  
option often uses so many iterations that its worth a try.  
8.  Use a forced convergence method.  (In Gaussian "SCF=QC" is usually  
the best but on rare occasions "SCF=DM" will be faster).  Don't forget  
to give the calculation an extra thousand iterations or so.  The wave  
function obtained by these methods should be tested to make sure  
it is a minimum and not just a stable point ( see the "stable" keyword  
in Gaussian ).  
9.  See if the software documentation suggests any other ways to change  
the DIIS method.  You may well have to run hundreds of calculations to  
get enough experience with this to know what works when and how much  
to change it by.  
FURTHER INFORMATION  
The manuals accompanying many software packages contain discussions of  
how to handle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There is a very small discussion of handling convergence problems in  
T. Clark "A Handbook of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Wiley-Interscience (1985)  
A good introduction to chaos theory is  
J. Gleick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Viking (1987)  
A more mathematical treatment of chaos theory is  
S. H. Strogatz "Nonlinear Dynamics and Chaos With Applications to Physics,  
Biology,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Addison Wesley (1994) 
 
3.6 请问薛定谔方程的数值解法的原理哪里可以找到 

Re: 请问薛定谔方程的数值解法的原理哪里可以找到  
发信人: valenhou (AA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薛定谔方程的数值解法的原理哪里可以找到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Aug 16 10:07:19 2002)  
http://www.giss.nasa.gov/molscat/  
 
MOLSCAT is a code for quantum mechanical (coupled channel) solution of the n  
onreactive molecular scattering problem. Code is implemented for various typ  
es of collision partners. In addition to the essentially exact close couplin  
g method several approximate methods, including the Coupled States and Infin  
ite Order Sudden approximations, are provided. The code is in near standard   
FORTRAN 77 and has been ported to a large number of platforms. The source co  
de supplied was run at this site on an IBM RS/6000 and also on IBM and compa  
tible mainframes. It should work on most other machines; for the Cray, howev  
er, modifications to run in single precision should b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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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SCAT is an evolving computer program designed for use in a research envir  
onment. Although the authors made every attempt to ensure that it works corr  
ectly,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de is  
 suitable for a given application and to determine accuracy of any results.   
No warranties of any kind are made.  
上面有一个程序可以下载。 
 
3.7 Gaussian FAQ 系列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 FAQ(7)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12 08:14:28 2002)  
In the BHandH methods, is Beckes non-local correction to exchange included   
in the functional?  
 ANSWER  
It depends. The functionals actually employed by these keywords to Gaussian   
92/DFT are:  
BHandH: 0.5*Ex(LSDA) + 0.5*Ex(HF) + Ec(LYP)  
BHandHLYP: 0.5*Ex(LSDA) + 0.5*Ex(HF) + 0.5*Delta-Ex(B88) + Ec(LYP)  
Unfortunately, neither of these is actually the formulation proposed by Beck  
e in his January 1993 paper (reference given below). Note that we recommend   
Becke3LYP over this earlier hybrid method as it seems to give uniformly bett  
er results.  
A careful reading of Beckes paper reveals the need for a factor of 0.5 on a   
non-gradient-corrected correlation functional (it uses a 1992 functional of   
Perdew and Wang not available in Gaussian 92/DFT).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a  
 second formulation involving slightly different coefficients (p. 1375), sel  
ected by fitting to the G1 molecule set atomization energies.  
In general, a functional specified with these IOp options is given by this e  
xpression:  
P2*Ex(HF) + P1*(P4*Ex(local) + P3*Ex(non-local)) + P6*Ec(local) + P5*Ec(non-  
local)  
For example, this route section produces a "half-and-half" type functional r  
esembling Becke's:  
# LSDA IOp(5/45=10000500)         P1 and P2  
# IOp(5/46=00000500)              P3 and P4  
# IOp(5/47=00000500)              P5 and P6  
Within the IOp keywords, parameters are given as two concatenated four-digit  
 numbers, interpreted as numerators over 1000 (i.e., 500 yields 0.5); for ex  
ample, the first line sets P1 to 1.0 and P2 to 0.5.  
The reference for Beckes "half-and-half" methods is:  
A. D. Becke, "A new mixing of Hartree-Fock and local density-functional theo  
ries," J. Chem. Phys. 98, 1372 (1993). 
   Gaussian FAQ(6)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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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Gaussian FAQ(6)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12 08:13:33 2002)  
 
What is the reference for the Becke3LYP method in Gaussian 92/DFT?  
 ANSWER  
Becke3LYP implements a slight variation of Becke's three-parameter hybrid fu  
nctional. The reference for Becke's functional is:  
A. D. Becke, J. Chem. Phys. 98 (1993) 5648.  
Papers using Gaussian 92/DFT's Becke3 methods should cite at least this pape  
r in addition to the program itself.  
 Form of the Functional  
Becke's three-parameter hybrid functional has the following form:  
Ex(LSDA) + Ec(LSDA) + a0*(Ex(HF) - Ex(LSDA)) + ax*Delta-Ex(B88) + ac*Delta-E  
c(P91)  
The functional used in Gaussian 92/DFT is slightly different and has this fo  
rm:  
(1-a0)*Ex(LSDA) + a0*Ex(HF) + ax*Delta-Ex(B88) + ac*Ec(LYP) + (1-ac)*Ec(VWN)  
 
where the energy terms are the Slater exchange, the Hartree-Fock exchange, B  
eckes 1988 exchange functional correction, the gradient-corrected correlatio  
n functional of Lee, Yang and Parr, and the local correlation functional of   
Vosko, Wilk and Nusair, respectively. Note that the correlation functional i  
s constructed from LYP, which includes both local (equivalent to VWN) and no  
n-local terms, and VWN. The factor of (1-aC) on the latter puts a coefficien  
t of 1.0 on the local part, as called for by Becke's formulation.  
The values of the coefficients determined by Becke are:  
a0 = 0.20  
ax = 0.72  
ac = 0.81  
When presenting Becke3LYP results, you may also wish to cite the papers desc  
ribing the component functionals. Here are the relevant references:  
A. D. Becke, Phys. Rev. A 38 (1988) 3098.  
C. Lee, W. Yang, and R. G. Parr, Phys. Rev. B 37 (1988) 785.  
S. H. Vosko, L. Wilk, and M. Nusair, Can. J. Phys. 58 (1980) 1200.  
The Gaussian 92/DFT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ethod is briefly described in P.  
 J. Stevens, F. J. Devlin, C. F. Chablowski and M. J. Frisch, J. Chem. Phys.  
, submitted, which presents applications of Becke3LYP to vibrational spectra 
    Gaussian FAQ(5)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 FAQ(5)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12 08:12:13 2002)  
In order to request a tighter convergence criteria, Conv=7 for 10-7 converg  
ence doesn't work in our version of Gaussian , but IOP(5/6=7) will produce t  
he desired result. Why i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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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WER  
As of Gaussian 92, Conv is no longer a unique abbreviation for Convergence,   
due to additional options in this release. In your case, you now need to use  
 Conver=7 for post-HF and SCF=(Conver=7) for SCF convergence. 
   Gaussian FAQ(4)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 FAQ(4)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12 08:10:55 2002)  
 
What do these messages (prefaced by >>>> below) from Gaussian mean?  
ONE-ELECTRON INTEGRALS COMPUTED USING PRISM.  
THE SMALLEST EIGENVALUE OF THE OVERLAP MATRIX IS  1.527D-01  
PROJECTED HUCKEL GUESS.  
REQUESTED CONVERGENCE ON RMS DENSITY MATRIX=1.00D-08 WITHIN  64 CYCLE
S.  
REQUESTED CONVERGENCE ON MAX DENSITY MATRIX=1.00D-06.  
INTEGRAL ACCURACY REDUCED TO 1.0D-05 UNTIL FINAL ITERATIONS.  
>>>> PROBLEM DETECTED WITH INEXPENSIVE INTEGRALS.  
>>>> SWITCHING TO FULL ACCURACY AND REPEATING LAST CYCLE.  
 ANSWER  
Gaussian 98 attempts to perform the initial iterations of a HartreeFock or D  
ensity Functional calculation using aggressive cutoffs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calculation, then switching to more accurate results as convergence is a  
pproached. This message indicates that the cutoffs were found to be too aggr  
essive and the program switched over to full accuracy early. There is no pro  
blem with the final converged results. 
   Gaussian FAQ(3)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 FAQ(3)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12 08:09:32 2002)  
 
I am trying to predict the energy of a specific electronic state of a molec  
ule. I set up the wavefunction I want with Guess=Alter, but the program alwa  
ys changes the initial guess bac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CF computation an  
d I dont end up with the desired electronic state. What can I do to force Ga  
ussian 94 to keep the state that I input?  
 ANSWER  
There is a new option to the SCF keyword, Symm, which does what you want. It  
 causes the program to retain all symmetry constraints in the input wavefunc  
tion. (SCF=NoSymm is the default for all but GVB calculations.)  
Note that this option is not carried forward to automatically-generated addi  
tional job steps prior to Gaussian 94 Revision D.4.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use SCF=Symm for an Opt Freq calculation, you will have to set up two se  
parate job steps explici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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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k=myjob  
#T HF/6-31G(d) Opt SCF=Symm  
optimization + frequency  
molecule specification  
--Link1--  
%Chk=myjob  
# HF/6-31G(d) Freq SCF=Symm  
# Guess=Read Geom=AllCheck 
   Gaussian FAQ(2)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 FAQ(2)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12 08:06:44 2002)  
 
Is there any way to get the molecular orbitals in the same orientation as w  
as used in the Gaussian input file, rather than in Gaussians standard orient  
ation? I want to be able to compare the MOs in a series of related molecules  
, but the program doesnt give the orbitals in a consistent orientation.  
 ANSWER  
You can use the NoSymm keyword to obtain this desired effect. NoSymm tells G  
aussian to ignore any symmetry in the molecule, treating it as if it had no   
symmetry, and leaving the molecule in the input orientation. Using NoSymm wi  
ll have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for Hartree-Fock and DFT calcul  
ations, and negligible to modest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for other calculat  
ion types. 
   Gaussian FAQ(1)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 FAQ(1)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12 08:05:09 2002)  
 
I have been having trouble making the read-write file span multiple physica  
l files. If I try something like this:  
%RWF=/dsk1/f1,-1,/dsk2/f2,-1,/dsk3/f3,-1  
then the program just writes to the first file until it runs out of space on  
 that disk.  
If I give explicit sizes like this:  
%RWF=/dsk1/f1,20,/dsk2/f2,20, ...  
then I get an error message:  
No file to extend for IUnit=1 --  
Out of disk space  
Error termination in NtrErr  
There is lots of disk space available on all of these disks, far more than 2  
0 MW. Can you explain whats going wrong?  
 ANSWER  
The Gaussian 98 Users Reference is a bit confusing when it explains how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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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ure works. In general, keep these points in mind:  
The value -1 says that a file segment may be enlarged without limit. It is i  
ntended for use on the final file segment only. Contrary to what is implied   
in the manual,-1 is not an option which means "use all available space and t  
hen go on to the next file."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this is not readil  
y available from most operating systems.  
This was the problem with your first example.  
The value 0 says to retain the current size of an existing file segment. Thu  
s, it should not be used for file segments which do not already exist.  
All other values are interpreted as words, not as megawords. Thus, your seco  
nd example specified each file segment as 20 words in length, and that fills  
 up quickly. You need to add the MW suffix to the value of 20 in your second  
 example in order for things to work properly.  
 
3.8 请问 Fisrt princples 和 Ab inito 的具体区别和含义 
请问 Fisrt princples 和 Ab inito 的具体区别和含义？？  

发信人: valenhou (AA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 Fisrt princples 和 Ab inito 的具体区别和含义？？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Aug 25 15:46:38 2002)  
第一原理具体指的是哪个原理？？它能不能和从头计算等同？？？ 
Re: 请问 Fisrt princples 和 Ab inito 的具体区别和含义?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 Fisrt princples 和 Ab inito 的具体区别和含义?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1 22:16:11 2002)  
 
【 在 valenhou (AAA) 的大作中提到: 】  
: 第一原理具体指的是哪个原理？？它能不能和从头计算等同？？？  
第一原理指的是密度泛函方法。   
 较系统的介绍可参考“物理”，2002，Vol.31, 第 7 期。P.461 的  
  “计算物理前沿及其与计算技术的交叉”一文。 
 
3.9 What is the meaning of Redberg? 

What is the meaning of Redberg?  
 发信人: dudujl (傻弹),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What is the meaning of Redberg?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28 17:14:30 2002)  
1.When we discussing NBO,there is three words to represent the bonding of at  
 om orbit,core、valance and redberg,what is the meaning of redberg?  
2.What is lewis structure?What is the meaning of CR,BD 3C  
R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Redberg?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Redberg?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29 09:31:28 2002)  
【 在 dudujl (傻弹) 的大作中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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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hen we discussing NBO,there is three words to represent the bonding of at  
om orbit,core、valance and redberg,what is the meaning of redberg?  
                                                          ^^^^^^^  
Redberg often refer to unoccupy orbital. To Redberg state is excited state.  
2.What is lewis structure?What is the meaning of CR,BD 3C LP?  
CR: the number of core  
BD: 2-center bond  
3C: 3-center bond  
LP: lone pair  
 
What's is Lewis structure?  
 
     RULES FOR LEWIS STRUCTURES  
A Lewis structure consists of the electron distribution in a compound and the formal charge on eac
h atom. You ar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draw such structures to represent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compounds. The following rules are given to assist   
you.   
1.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mpound is covalent or ionic. If covalent, treat the entire molecule. If i
onic, treat each ion separately. Compounds of low electronegativity metals with high electronegati
vity nonmetals (DEN > 1.6) are ionic as are compounds   
of metals with polyatomic anions. For a monoatomic ion, the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of the ion re
presents the correct Lewis structure. For compounds containing complex ions, you must learn to re
cognize the formulas of cations and anions.   
2. Determine the total number of valence electrons available to the molecule or ion by:   
(a) summing the valence electrons of all the atoms in the unit and  
(b) adding one electron for each net negative charge or subtracting one electron for each net positi
ve charge. Then divide the total number of available electrons by 2 to obtain the number of electro
n pairs (E.P.) available.   
3. Organize the atoms so there is a central atom (usually the least electronegative) surrounded by li
gand (outer) atoms. Hydrogen is never the central atom.   
4. Determine a provisional electron distribution by arranging the electron pairs (E.P.) in the follow
ing manner until all available pairs have been distributed:   
a) One pair between the central atom and each ligand atom.  
b) Three more pairs on each outer atom (except hydrogen, which has no additional pairs), yielding
 4 E.P. (i.e., an octet) around each ligand atom when the bonding pair is included in the count.  
c) Remaining electron pairs (if any) on the central atom.   
5. Calculate the formal charge (F) on the central atom.   
a) Count the electrons shared as bonds. Total = b  
b) Count the electrons owned as lone pairs. Total = n  
c) F = V - (n + b/2), where V = number of valence electrons for the atom.   
6. If the central atom formal charge is zero or is equal to the charge on the species, the provisional 
electron distribution from (4) is correct. Calculate the formal charge of the ligand atoms to comple
te the Lewis structure.   
7. If the structure is not correct, calculate the formal charge on each of the ligand atoms. Then t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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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ain the correct structure, form a multiple bond by sharing an electron pair from the ligand atom t
hat has the most negative formal charge.   
a) For a central atom from the second (n = 2) row of the periodic table continue this process seque
ntially until the central atom has 4 E.P. (an octet).  
b) For all other elements, continue this process sequentially until the formal charge on the central 
atom is reduced to zero or two double bonds are formed.   
8. Recalculate the formal charge of each atom to complete the Lewis structure. Written by Patrick 
A. Wegner;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3.10  Cu2+的 HOMO、LUMO 的一个问题 

发信人: hellexplorer (地狱火?,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急！哪位大斧头告诉我 Cu2+的 HOMO、LUMO 的一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20 16:16:24 2002)  
 
Cu2+作为二重态体系，计算得到的 HOMO、LUMO 能级分为 Alfa 和 Beta 两组数据。  
而一般单线态分子只有 Alfa-HOMO、Alfa-LUMO，我现在急需比较单线态分子  
的 LUMO 与 Cu2+的 LUMO 能级。但不知道该用 Cu2+的那组数据？  
用 Alfa-LUMO 与实验结果不符，用 Beta-LUMO 比则符合实验结果。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比？  
或者有没有方法把 ALFA 和 BETA 轨道合起来得到一个 LUMO 值？  
请大侠指教！！ 
Re: 急！哪位大斧头告诉我 Cu2+的 HOMO、LUMO 的一个问题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急！哪位大斧头告诉我 Cu2+的 HOMO、LUMO 的一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20 20:32:51 2002)  
  如果你是用非限制开壳层波函数的方法，把 alpha 和 beta 电子分开处理就会如此，  
但是你可以从电子的轨道占据而知，虽然 a. and b. 轨道电子能量不同，实际还是  
占据相同的轨道，因而 HOMO and LUMO 依然是未成对的电子的轨道和 alpha 空轨道。  
  不知你是用什么方法，如果用限制性的开壳层波函数，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Re: 急！哪位大斧头告诉我 Cu2+的 HOMO、LUMO 的一个问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急！哪位大斧头告诉我 Cu2+的 HOMO、LUMO 的一个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27 17:40:15 2002)  
 
既然 LUMO 的意思是 低未占据轨道，那你就在 alpa 和 beta 里找能量低的那个用了 
 
3.11 量子化学对大分子怎么样 
标  题: Re: 量子化学对大分子怎么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30 18:03:35 2002)  
对大分子来说， 好使用一些通用的软件象 InsightII,高斯太好时间了 ，结果也不好   
半经验软件象 Winmopac2.0 对一般的几十个原子的分子还是可以的，但是要出文章的话  
需要有实验结果 
 Re: 量子化学对大分子怎么样？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量子化学对大分子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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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 16:50:45 2002)  
【 在 catt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是不是不如分子力学？  
速度当然是不如分子力学了，结果呢就需要分析一下。  
理论上 hartree-fock 当然比分子力学好，但它没相关能。而分子力学用的参数来源于试验  
，实际上是考虑了所有因素的。这是有时分子力学结果更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分子力学  
毕竟太经验化，结果不是太可靠，如果没有试验作为佐证是很难让人确信的。  
我的看法是单纯的 hartree-fock 缺乏竞争力，dft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至于基组，   
小基没什么实际意义。b3lyp/6-31g(d)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如果有 H 健，则为 6-3  
1g(d,p)。这个组合我认为显然比分子力学可靠的多，如果还太大，6-31 换为 cep-31 把，  
还算不了干脆用半经验方法得了。  
另外一个可以大量节约计算时间的是对各个原子分别选择合适的基组，比如要计算两个体  
现的相互作用时，那些隔的老远，显然没明显相互作用的原子用比较小一些的基组，而接  
触的那些原子则用比较大的基。  
 
gaussian 的计算速度实在不敢恭维，特别是对于有比较高对称性的体系。做大体系的朋友  
可以尝试别的从头计算软件如 turbomole, gamess, adf. 其中 gamess 是免费的，但功能  
我认为非常不错，速度也快。 不过如果你的研究组里有 turbomole, 我还是建议 ab init  
io 用 turbomole, dft 用 adf. 这些软件的使用要麻烦不少，不过速度都是很快的。 
    Re: 量子化学对大分子怎么样？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量子化学对大分子怎么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 22:15:31 2002)  
turbomole 不是也可以算 DFT 吗?  
另外,要多少银子? 
    Re: 量子化学对大分子怎么样？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量子化学对大分子怎么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 23:01:13 2002)  
: 【 在 gobin34 (小胖子) 的大作中提到: 】  
: : ...................  
turbomole 是可以算 dft,不过我没有用过里面的 dft 方法。turbomole 使用起来太麻烦，dft  
方面我想综合表现不会超过 adf,所以我一般都用 adf 算 dft. 我现在主要是用 turbomole 里面  
的 rimp2 方法，比以前的普通 mp2 方法快太多了,特别是只算单点的时候。  
 
至于银子，老板买的我也不大清楚，大约 1000 欧元左右把，地址德国 karlsruhe 大学，如果  
你要详细地址请说一声。  
--Re: 量子化学对大分子怎么样？  
发信人: fulsky (夏天的落叶),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量子化学对大分子怎么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2 11:00:25 2002)  
QM/MM 比较的好。 
 
3.12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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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angover (ov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9 16:03:22 2002)  
现在哪个用的更广泛？  
记得以前浏览 jacs 的时候  
每期都有几篇标题用密度泛函法计算的文章  
从头计算似乎要少很多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人: comments (asd),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9 18:37:31 2002)  
密度泛函法计算是从头计算的一大类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人: fulsky (夏天的落叶),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9 20:14:45 2002)  
密度泛函不能叫做从头算，使用什么依据情况而定。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10 09:26:06 2002)  
 
严格上讲,DFT 不能叫从头算法,因为它是参数化的计算;一般情况下是 DFT 要么得到非常好  
的结果,要么得到很差的结果,MPn(2,4)一般来讲是不好不坏.典型的例子是涉及弱相互作  
用的体系的优化,如氢键,pi-cation,过渡金属插入单键反应(Chem.Rev.上都有,自己一期  
期去找吧),原因是 DFT 的参数话计算使其对色散能的描述产生了问题,MPn 则会好一点.而  
DFT 能得到很好结果的体系有很多,例如在计算键离解能时的构型优化等,但单点计算要配  
以MPn系类方法,具体可察Leo Random的文章,其他的如过渡金属催化迁移反应DFT也能得

到较好的结果.  
DFT 的 大好处就是 cpu-cost 和 accuracy 的比例 低(一般是如此)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10 15:07:12 2002)  
【 在 hangover (over) 的大作中提到: 】  
: : 现在哪个用的更广泛？  
:理论上 dft 和 hartree-fock 计算不包括何色散能。但实纪上色散作用为主的体系 dft 结果比  
hartree-fock 好的多，具体例子可以参考 Au...Au 相互作用的例子有很多计算发表。其原  
因是 dft 对于这类体系总会高估一些其它作用来补偿未计算的色散作用。  
对于大部分弱相互作用，如 H 健，色散作用并不是主要相互作用。这时 dft 通常还是能得  
到比较好的结果的，不过表现不如 mp2. 做这类计算之 前 好小心选取交换相关函数，我  
见到过报道 becke 函数不好，但实际上我自己做的时候发现也还不错。 不带 nonlocal 的  
dft 不适宜用来计算此类体系。另外计算精度和拟合函数的选取也比较重要。 dft 对弱相互  
作用计算比 mp2 略差的原因是因为 hartree 考虑的是波函数而 dft 考虑的是电子密度。 在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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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区域电子密度太小，所以不容易算准。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10 16:52:49 2002)  
其实用程序计算很多情况下得到好的结果就像撞大运一样,例如用 MP2 方法在处理  
early-transition metals 配合物时由于 d 轨道和 pi 反键轨道的近简并效应导致了  
对 back-donation 的夸大,即使是键长的数值也有很大的误差,这时 DFT 的结果反而  
要好得多了,这是没法预计的事情,只能等确实比较了,才能作出结论了  
感觉 Gaussian 还是不够 perfect,太多问题了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人: eric (格格巫~~~日以继夜的想你~~~飞猫刷刷),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从头计算法和密度泛函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1 09:37:56 2002)  
dft 基本上只能算基态  
对电子激发态好像还没有太好的办法把  

 
3.13 G-n 系列方法简介 

在独立电子近似下，要精确求解电子独立运动雪定额方程，必须无穷大基组(complete   
basis set limit,CBS)下进行全组态相关能(full configuration interaction,FCI)计  
算才能达到，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化学家发明了一些能精确计算热力学数据的  
模型方法(Gaussion-n:G1,G2,G3)。这些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小基组下对分子进行高相关  
能的计算，而在大基组下进行低相关能的计算，然后利用基组或相关能的加和性得到一  
个大基组高相关能的能量，然后利用一些经验参数将计算值和实验之间的误差减到 小  
。一般方法都包含四个要素：  
1。优化分子构性；  
2。计算零点能（ZPE）；  
3。每个原子都有合适的基组；  
4。外推倒 FCI/CBS 方法。  
对于 G-2,  
E0(G2)=E[QCISD(T,FC)/6-311G(d,p)]+△E(+)+△E2df)+△+E(HLC)+E(ZPE),  
其中，△=E[MP2(FC)/6-311+G(3df,2p)]-E[MP2(FC)/6-311G(2df,p)]-E  
[MP2(FC)/6-311  
+G(d,p)]+E[MP2(FC)/6-311G(3d,p)]  
其余项和 G-1 中相同。 
Re: 请教  
发信人: nadine (nadin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17 22:14:09 2002), 站内信件  
是不是说，要得到 E0（G2），每一种粒子都要算好多次，得到各种 E 值才行? 
    Re: 请教  
发信人: matrice (matrix isolatio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8 09:47:17 200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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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得到的各种 E 值加加减减 
 
3.14 FOCK 空间 

发信人: supi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什么是 FOCK 空间？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5 10:19:18 2002)  
有劳各位大虾了！！！  
另外  
它与希尔伯特空间有何区别？ 
    Re: 什么是 FOCK 空间？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什么是 FOCK 空间？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5 17:55:36 2002)  
Fock Space and Hilbert Space  
Hilbert Space 为无穷维空间。  
Fock Space 则是源于场论，常用于二次量子化. 
     Re: 什么是 FOCK 空间？  
发信人: kutu (kut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什么是 FOCK 空间？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5 21:27:24 2002)  
 
Hilbert 是选定的一个无限维空间  
Fock 是无限个 Hilbert 空间集合 

Re: 什么是 FOCK 空间？  
发信人: kutu (kut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什么是 FOCK 空间？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16 19:33:09 2002)  
你选定一个空间必须指定好基矢 无穷维空间就有无穷个基矢 也是 Hilbert 空间  
现在要是你要把多个空间合在一起考虑就要多构造基矢了 这个总空间就是 Fock 空间 

 
3.15 分子的几何构型（Molecular Geometry）及优化 

分子的平衡构型（molecular equilibrium geometry）是分子电子能量和核间排斥能  
量 小时分子的核排列。  
分子势能 
一个含有 N 个原子核的非线性分子的几何构型可以用 3N-6 个独立的核坐标决定，分子  
的电子能量，U(q1,q2,…,q3N-6)是这些坐标的函数。  
U = Ee +VNN  
注意到 3 个平移和 3 个转动自由度（线性分子的转动自由度为 2）对 U 是没有贡献的，因  
此对一个双原子分子，U 的表达式中仅仅保护一个变量，即两个核之间的距离，U(R)。  
对一个多原子分子，U 是每两个原子核之间距离的函数，是分子势能面（potential   
energy surface, PES）的一部分。对某一特定的分子核排列下 U 的计算被成为单点  
（single-point）计算，因为这一计算仅仅涉及到分子 PES 上的一个点。  
一个大分子可能在其 PES 上有多个极小点，对应于不同的平衡构象和鞍点。  
分子构象（molecular conformation）可以通过指定围绕单键的二面角的指得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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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极小点处的分子构象称为构型（conformer）。  
几何构型优化  
从初始几何构型出发寻找 U 的极小值的过程称几何构型优化（geometry optimization）  
或者能量极小化（energy minimization）。极小化的算法同时计算 U 和 U 梯度。  
在一个局部 小点，U 的 3N-6 个偏微分都是 0。PES 上▽U = 0 的点称为稳定点（statio  
nary point）或者判据点（critical point），它可以是极小点，极大点或者鞍点。  
除了▽U 之外，一些 小化方法使用到 U 的二阶偏微分，从而生成 Hessian 矩阵，又称为  
力常数（force constant）矩阵，因为 d^2U/Qi^2 = fi 为力常数。  
如果一个稳定点是电子能量面上的一个极小点，其力常数矩阵的所有特征值都是正值  
。然而，若一个稳定点是过渡态（transition state, TS），其中一个特征值是负值。  
Newton-Rapson  
Newton-Rapson 方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寻找多变量函数的局部极小点的算法，它将函  
数用 Taylor 展开到二次项，包括函数的一次和二次微分，并以此作为函数的近似。  
Quasi-Newton-Rapson  
计算自洽场（self consistent field, SCF）能量的二阶微分是非常耗时的，因此在  
优化时经常使用一种修正的方法，即 quasi-Newton（或 quasi-Newton-Rapson）方法。  
这种方法在每一步优化中通过计算梯度对 Hessian 值进行初始估算。  
优化方法  
为了优化几何构型，要先对平衡构型做一个估算，通常使用键长和键角的经验值。此  
外，我们还要选择好适当的方法和基组，然后就可以在所估算的平衡构型附近进行极  
小点的搜索了。  
软件对电子 Schrodinger 方程进行求解并得到 U 及其在初始构型处的梯度。通过这些数  
值对 Hessian 矩阵进行估算，并调整 3N-6 个核坐标以得到在初始构型附近但能量更低  
的新的分子构型。  
对新构型的 U 和▽U 进行计算以继续改进分子坐标使分子构型更接近于极小点。SCF 计算  
对新的分子构型不断重复，直到▽U 和 0 之间的差足够小能满足对极小点的判据  
（critia）。  
一般而言，需要进行 3N-6 至两倍的 SCF 循环次数以找到一个极小点。(Gaussian 默认的  
循环次数为两倍要优化的变量，有时候对 OPT=Tight/Vtight 需要增大循环次数)。  
[Schafer, J. Mol. Struct., 100, 51 (1983)]  
中间体  
局域 小点代表反应物，产物或者一个中间体（Intermediate），该中间体在多步反  
应中是既是一个反应的产物，同时又是另一个反应的反应物。因为反应中间体通常很  
快被反应掉或者其寿命很短而不能被光谱仪器检测到，中间体结构和能量的计算是计  
算化学中一个重要的应用。  
反应表面  
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反应表面 U，假设我们需要在解电子 Schrodinger 方程时在反应  
面上对 3N-6 个变量各取约 10 个点，这样一共要进行 103N-6 个计算。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利用反应面别的重要性质来得到局部 小点和过渡态。  
对于利用 U 表面特征的分析算法可以参照 Szabo & Ostlund, Modern Quantum   
Chemistry, pp. 437 - 458.  
TS 计算算法  
为寻找过渡态，在 Gaussian 程序中有几种方法可供选择。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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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aussian 中的 OPT=(TS,CalcFC)算法，需要输入一个估计的过渡态结构，该过渡态  
是反应物和产物之间的一个中间体。  
CalcFC 指定对初始结构进行 Hessian 数值计算（用 Newton-Rapson 方法），而不是默认  
地对其二阶微分进行估算（用 quasi-Newton-Rapson 方法）。这一步骤增加了计算时  
间，但增大了 TS 寻找地成功率。  
QST2  
另一个 Gaussian TS 搜索算法，由 OPT=QST2 指定，让程序自己通过反应物和产物的结  
构计算一个 TS 的初始结构。然后 Gaussian 用这一初始 TS 作为 TS 搜索的起始点。  
QST3  
第三种 Gaussian TS 搜索方法，用 OPT=QST3 指定，在反应物，产物和用户给定的初始  
TS 基础上进行搜索。  
判断一个鞍点和 TS 构型，我们需要进行频率计算。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鞍点是否是 TS  
构型，并要研究反应机理，需要从鞍点出发，沿 U 表面的反应路径分别得到反应物和  
产物。  
对一个 TS，其虚频所对应的简振模式下的原子位移方向分别指象反应物和产物。  
当计算出 TS 构型和振动频率以及能垒高度后，就可以通过过渡态理论（Transition  
State Theory）对反应速率进行计算了。  
一阶鞍点  
如果一个稳定点，即电子能量面上的一个极小点，是一个过渡态 TS，其 Hessian 矩阵  
有且仅有一个负特征值。  
这个一阶鞍点条件意味着 TS 的能量在一个方向（负特征值）取得 大值，这一方向即  
反应坐标方向；而在其它方向上能量都是 小值（正特征值）。  
TS 振动模式  
一个 TS 有 3N-7（线性分子为 3N-6）个标准振动，比正常的分子少一个。  
负的力常数的物理意义在于，与 Hooke 定律所定义的力不同，与 TS 虚频 v＃相关的力沿  
反应坐标，指向相反的，朝着产物的方向。  
频率 v＃，沿着反应坐标，是一个虚数。 
 
 3.16 有没有人愿意介绍一下 gaussian 里提到的半经验方法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人愿意介绍一下 gaussian 里提到的半经验方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9 11:46:03 2002)  
 
semiempirical 的计算方法主要是求解 hf 方程时采用各种近似，而直接使用  
拟合的经验参数。  
1：零微分重叠（ZDO)近似。针对双电子积分。  
2： 全略微分重叠近似 CNDO。 保留电子排斥的重要特性，只处理价电子  
内壳层被看作刚性实体的一部分。不管原子轨道属于分子轨道的哪一个部分  
全部采用 ZDO 近似，同时又将其余的库仑积分简化为一对原子的一个数值。  
3：忽略双原子微分重叠（NDDO）近似  
在使 ZDO 时，只忽略双原子微分重叠。  
4：简略微分重叠近似（INDO）。  
5：MINDO，MNDO，AM1(Austin 模型）、PM3  
PM3（modified neglect of diatomic overlap, parametric method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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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MNDo,and MINDO 等方法中，将核－核排斥势能用下面公式计算：  
EN(A,B)=ZAZB<AA|BB)其中<AA|BB>为双原子积分。而 AM1PM3 等就是对此作  
改进。而 5 中的近似都是在前 4 个基础上完成的。  
 办经验方法精度上是没有办法与从头算相比的，但是节省计算时间，可以  
算到较大的体系。  
【 在 landau (wawa) 的大作中提到: 】  
: 比如说 PM3，计算的思想，都取了哪些近似，  
: 和从头算比较精度如何？ 
 
3.17  Stretch-Bend Energy ：The sum of the stretch-bend coupling terms of the forc  

: e-field equation.  
: Non-1,4 van der Waals Energy ：The sum of pairwise van der Waals interaction  
:  energy terms for atoms separated by more than 3 chemical bonds.  
: 能够详细解释其意义更好，谢谢！ 

第一个：键伸缩－键角弯折相互作用能，有些力场，比如 MM2，MM3，CVFF，CFF 等，  
有这种能量项，描述键伸缩和键角弯折之间的关联，因为在实验中，我们发现二者  
之间有相互作用，当键角收缩时键长往往变长。常用的描述这一项的公式有普通的  
相互作用公式，和 1－3 Uray-Bradley 公式  
第二个: 非 1－4 相互作用范德华能，在力场方法中，非键相互作用包括范德华作用和  
静电作用，前者往往用 Lennard－Jones 公式来描述，如果两个原子有化学键相连则  
没有非键相互作用，如果两个原子之间以键角相连，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 1－3 相互作用  
，如果两个原子之间以二面角相连，比如丁烷的两个端基碳之间的相互作用，  
则他们之间是 1－4 相互作用，1－4 相互作用也包括范德华和静电两部分，但是要乘以  
屏蔽因子，1－4 静电的屏蔽因子是 0。833，1－4 范德华的屏蔽因子是 0。5  
 
3.18 LDA 问题 

发信人: zzxzx (zzxzx),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Aug  1 23:48:40 2003)  
local density approximation 的基本意思是把电子非均 分布的体系看作均 电子气体  
系，但为什么叫 local density，这个 local 怎么理解？为什么又会导致电子的 localizati  
on，不明白的说。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Aug  2 00:39:45 2003), 转信  
The exchange function is a non-local property  
that is,it depends on the wavefunction of other electrions  
local density approximation is an approximation to calculate this quantity  
you may have a look at Thomas Fermi theory  
and Hartree-Fock-Slater method for details 
      发信人: matador (matado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Aug  2 14:35:54 2003), 转信  
local 就是说 Ex 是 rho(r)函数,即仅与 r 处电荷密度有关,而与 r 附近的情况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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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 只是这种近似下导致的计算结果的趋势 
      发信人: hsg221 (升仙啦),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Aug  2 17:10:13 2003), 转信  
nod,在有关赝势的问题里也会遇到 local 这个东东。总之就是只与 r 有  
关，或者只是 r 的函数. 
     发信人: zzxzx (zzxzx),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Aug  3 15:02:47 2003)  
local 就是说 Ex 是 rho(r)函数,即仅与 r 处电荷密度有关?  
好像不是太对，或是我对 matador 的理解不是太对。  
Ex 是 rho(r)函数，这是密度泛函的基本思想，它在密度泛函作 LDA 近似前就成立了。  
      发信人: ndft (heh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Aug  3 15:44:35 2003)  
local 指的是空间中每一点的交换能密度和交换相关势都只依赖于体系在该点的  
电子密度。 实际上 GGA 也是 local 的。Fock 的交换势是 nonlocal 的。  
交换相关能 Exc 是电子密度的泛函，它依赖与空间中每一点的电子密度的值。  
另外，没听说过 LDA 会导致 localiztion，出处在哪？还是你自己理解有误？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4 02:24:08 2003), 转信  
我觉得 local 就是  
    F(x)=g(x)rho(x)  
nonlocal 就是  
F(x)=Int(g(x,x')rho(x)dx')  
呵呵，rho(x)为电子密度，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发信人: ndft (heh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4 09:48:38 2003), 转信  
个人觉得审稿人的意见有误，我们计算的体系本质上都是 nonlocal 的，  
但是 DFT 因为有误差抵消，得到的结果通常和实验结果吻合很好。  
不过你们可以辩护的一个理由是你们用的是 B3LYP，这个泛函混合进  
了 Fock 的交换势，这个交换势是 nonlocal 的，可能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 DFT 用 local 势的缺陷。  
另：建议你们用 B88P86 泛函计算一下这个体系，看结果能差多少  
B88P86 才是审稿人所说的 local 的泛函，但也是非常常用的泛函。 
发信人: ndft (heh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4 09:50:15 2003), 转信  
呵呵，吹毛求疵一把,nonlocal 是：  
F(x)=Int(g(x,x')rho(x')dx')  
估计你的 ' 是写掉了。 
      发信人: bearfamily (bear),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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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4 11:14:01 2003), 转信  
这是个好问题！！  
电子的 local 是指电子感受到的势场是 local 的，potential 只与该点的 density 有关系，所以  
密度泛函只是该点的密度的函数，与其它点的密度没有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密度泛函能够简化计算的原因，hf 的交换泛函是 nolocal 的，需要解多中心积

分 
     发信人: bearfamily (bea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4 11:28:53 2003), 转信  
 
你们用的程序是 gaussian 吗?  
你在进行 tddft 计算时用的泛函是什么？？  
我觉得你在解释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在用 TDDFT 进行计算的时候实际上是引入了绝热近似

的， 是用不含时的密度泛函来近似含时的密度泛函，所以你用这样的泛函来计算 低激发

能，得到 的结果较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啊！！  
你可以看一下有管 TDDFT 的有关理论，大家都是用绝热近似的，因为这种近似引入的误差

要远 远小于在基态计算时引入的误差。  
potential 是 local 的，但是我的方程是含时的，是有时间演化的，所以可以处理激发的问题。  
但是我好像看过一篇文献，说 TDDFT 在处理大的共扼系统是有些问题，我没详细看，这一

点你也要考虑， 好换换交换相关势，换换基组比较一下，看是不是巧合！！ 
      发信人: matador (matado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4 15:05:18 2003), 转信  
好去看有没有别人的计算结果,DFT 这个东东,算出来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有时候  

讲不出明确的道理的,如果真能讲出很定量的道理,就不要那么多 PW,BLYP 的东东了:) 
      谢谢上面各位热心细致的回答！使我受益匪浅。  
说到“TDDFT 在处理大的共扼系统有些问题”审稿人的确举了两篇文献给我  
一片是 CHEMPHYSCHEM 2003,3,292（文章刚网上出就举上了）和我一样是算大的共扼系

统低态激发能但他的结论是不能成功得到结果，他把此失败归结为了 XCpotential 的渐进行

为失败;  
另一片是算（hyper）polarizabilities J. Phys. Chem. A 2000,104,4755-4763(按我判  
断这篇极有可能是审稿人写的）他把计算失败归结为‘the overall large dipole momen  
t values are associated with an overestimation of the charge transfer between   
the donor and acceptor ,for （hyper）polarizabilities, incompletely screening   
of the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is for the large discrepancies.’（即 if an elec  
trfield is applied ,the so-called response part of the exact xc potential deve  
lops a global behavior counteracting the applied field.Such behavior is not pr  
esent in the LDA or GGA potentials.）  
 
我后来修改后把我成功原因归为像第一片的 asymptotic behavior，审稿人说“The autho  
rs attribute the dft problems to the asymptotic  behavior of the XC potential   
(their correction by using b3lyp) whereas for extended systems the problemis a  
ssociated with the lack of ultra-nonlocality of the XC potentials.This is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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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ed in details in the two references I mentioned in my former report."  
我现在越来越糊涂搞不清审稿人说的大共扼体系的 ultranonlocal 和平时 XCpotential 的 lo  
cal 有什么关系，好像不是一会事，也有点觉的上面那位 ndft 说的审稿人理解有点错误，但  
那么高影响因子杂志审稿人（看他发的文章是个大牛人）照例不会出这样的错误。但从他  
举的文章我也只能看出 LDA 或是 asymptotic，我也想再从杂化入的 nolocalHF 入手说明一下  
，但老不能跟大共扼体系的 ultranonlocal 扯上具体关系，概念和关系不是太清楚。  
还有就是 self-interaction（采用密度泛函理论进行量子化学计算时，由于密度是一个总  
体的量，无法区别电子到底来源于哪个轨道，就会出现电子自己与自己的相互作用。这在  
物理上是不合理的。）是否与 asymptotic behavior 有关，我从一书上看到”LDA leads t  
o a number of deficiencies,the most serious being a rather imperfect cancellat  
ion of self-interaction effects,which leads to the incorrect asymptotic limit   
of the local density XC potential.“这个 self-interaction 会不会与审稿人说的 ultr  
anolocal 有关。  
现在脑子混乱，有的东西说的没有头绪，望大家谅解,望大家再多多指教！ 
     写那两篇的人也都是顶尖人物。   
以前一个 berkley 的叫 martin head－gordon 从事大 pi 体系低激发太这方面研究，得到成功  
  结果 JPCA2001，105，451，归结为 asymptotic 的 correct behavior，我也是主要以他的   
为依据，论证我的渐进行为。但审稿人不理会，现在我想是否把 asymptotic 与 nolocal 能扯  
  上关系。但无奈不清楚审稿人的 untranolocal 的意识。   
我同时也再去看看 yang weitao 和 parr 的书，看看有什么收获。  
     发信人: ndft (heh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4 17:59:52 2003), 转信  
【 在 zzxzx 的大作中提到: 】  
: 为依据，论证我的渐进行为。但审稿人不理会，现在我想是否把 asymptotic 与 nolocal 能扯  
: 上关系。但无奈不清楚审稿人的 untranolocal 的意识。   
: 我同时也再去看看 yang weitao 和 parr 的书，看看有什么收获。   
 
你仔细看看你提到的 Head-Gordon 的文章，Head-Gordon 也是大牛人了。  
再仔细看看 ChemPhysChem 上的文章，ChemPhysChem 上算了两种激发，  
一种激发结果不行，另一种激发结果还可以，为什么？我想你能解释  
清楚这个就可以了。这一点应该很重要。  
还有，你提到的 JPCA 上的文章算的是极化率之类的，和激发能还有一定  
差别，所以不见得适用在你的情况中。  
ChemPhysChem 上的文章把原因归结为 XC functional 没有正确的渐进  
行为，他用了 B3LYP 和 BP。而 JPCA 上的文章除了用这两种泛函，还用  
了一些有正确渐进行为的 functional，如 LB94，SAOP 等，结果都不好。  
所以他们认为原因不是渐进行为的问题，而是这些 XC functional 的  
short sightness，基本上就是说这些泛函都是 local 的。 
     ndft 对 JPCA 那篇文章和审稿人的意图分析的真是透彻，想必一定是位量化牛牛。真

是相见 狠晚，还有各位量化兄弟们先受我一拜，感谢这两日对我的巨大的帮助和启发！  
我现在准备先用 local 的 blyp 算一下，与 B3lyp 结果作对比，作为我有 nonlocal 提高的依据  
。 我注意到那篇 jpca 上说 dipole moment 在 x potential 中加入 HF potential 后结果有提高。  
而且文中说 dipole moment 是 a permanent property of the unperturbed molecule,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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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polarizability 是外电场诱导产生的。 我想，我的低激发能也应该和 dipole moment
一样是 unperturbed 的（不知对否，请各位指  
正），来说明我的和极化率情况不太一样。而且同时能证明我加杂化 HF 的合理性。不知这  
一思路如何。请各位多多批评，总比被审稿人倨好上万倍！  
再次谢谢大家！ 
      发信人: bearfamily (bea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DA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Aug  6 11:13:56 2003), 转信  
这篇文献有用吗？？  
chemical physics 292(2003),11-21  
我今天整理文献看到了，不知对大家讨论的问题有用否？？  
只是列出来吧！ 
     我认为 chemical physics 292(2003),11-21 这篇文章有两点重要的地方  
1.他仍把算低激发态的失败归结位 XCpotential 渐进失败，但进一步定位在不是 long rang  
e (>10a。)的渐进行为，而是在 intermediate region(5a。～10a。相当于苯环间位)的渐  
进行为  
2.并不像他的前面文章那样发现计算体系的激发能偏差随 oligomer 尺寸增大而增加，而是  
with system size ,no simple error–structure relationship could be established  
 here for the PAH of different size and shape.  
还有，我前面认为的激发态能量计算像 dipole moment 一样是 unperturbed 的可能不是太正  
确，相对基态激发态 也存在电荷分离，这却与极化率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  
我仔细查看分析了一些文献，发现极化率计算失败的 XC local 应理解为：外电场引发了电  
荷的分离，在分子中间的 XCpotential（只是局域密度的函数）对在分子末端集聚的电荷不  
敏感，因此没有产生因有的减弱整体分子电荷分离的效果， 终算的极化率偏高。  
现在问题也出现了，在算激发态时也出现电荷分离，也会出现像极化率类似的 local 问题。  
为什么文献把激发态问题归结为 XC 渐进行为。我现在对 XCpotential 的渐进行为与 local 的  
概念还是分得不是太明确，有时候还是把他们分得不是太开，请各位指点！拜托！  
【 在 bearfamily (b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不客气,你看了给大家讲讲吧,我这两天活紧,没敢拿出时间来看,你看完了讲讲观点,?.  
: 一起讨论!!  
: 好吧!  
: 呵呵!  
: 【 在 zzxzx 的大作中提到: 】 
 
3.19 密度泛涵理论 

密度泛涵理论 初来源于对下面这个问题的考虑: 在量子化学从头算中,对于一个 N 电

子体 系,N 电子波函数依赖于 3N 个空间变量及 N 个自旋变量共 4N 个变量,我们是否能其它

相对简单 的变量来替换这 4N 个变量以达到简化计算的目的,如用体系的电子密度?因为,对
于波函数实验上无法准确测定,而电子密度却可以,电子密度同波函数模的平方相联系.另一

方面,对于依赖 4N 个变量的波函数,将随着体系变大电子数增多使计算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体

系的哈密顿只不过由单电子和双电子算符组成,同时只跟体系中的单个电子和双电子的信息

有关,因此波函数中 4N个变量已经包含了多余的信息,对我们的计算目的而言.因此,以电子密

度为变量,Thomas-Fermi Model 作了 初的尝试,将能量表示为密度的泛函,这里有个问题要

注意的是泛函和复合函数的区别.TFM 虽然是一个很粗糙的模型,但是它的意义非常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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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将电子动能第一次明确地以电子密度形式表示.至此,说简单些,密度泛函方法就是以体

系的电子密度为变量的方法.  
  随后,Hohenberg-Kohn 定理证明了 external potentail 是密度的唯一泛函,多电子体系的  
基态也是电子密度的唯一泛函.因此,对于多电子体系非简态基态而言有一基态电子密度相  
对应,,正是这个基态电子密度也决定了体系的基态的其它性质,寻找基态的电子密度同样利  
用变分方法.有关这个定理的内容可以参考其它资料.  
   在此定理的基础上,Kohn and Sham 引入了"无相互作用参考系统"的概念,这个思想和传  
统的从头算不同,我们推导的 HF 方程是建立在真实的系统基础上的,而无相互作用参考系统  
是不存在的,只是 KS 为计算真实体系的设立的一个参照系统,它和真实系统的联系就在于有  
相同的电子密度.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DFT 能获 Nobel Prize 也是完全在于它是一个全新的  
创造性的思想.这个无相互作用系统中,粒子间无相互作用,它的哈密顿算符就只有两项,动  
能算符和势能算符,这个形式和 HF 方法的形式比起来就简单多了,同 HF 方程一样,根据单电

子近似也得到了KS单电子算符.接下来就是将这个参照系统同真实系统联系起来.HF方法完

全忽略了相关能的计算,在 DFT 中,这部分能量考虑了进去,因此从原理上讲,Kohn-Sham 方法

是严格的,未作任何近似,但是同交换相关能相联系的交换相关势的形式却是无法确定的,因
此 DFT 的中心问题更是寻找更好的泛函形式.  
  由于篇幅问题和个人经验浅薄,在此不作进一步讨论,请参考有关 DFT 文献. 
 
3.20  成功编译 FTP 上的 G98_A11.2 的源码 

标  题: 成功编译 FTP 上的 G98_A11.2 的源码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un  6 20:32:38 2004), 转信  
折腾了我很长时间，总是在编译 l402.F 时候出错。  
 把 FTP 上的 G98_A11.2_src 源码解包后，需要改一个 make 文件  
 如果你的机器是 x86 体系的(我的是 Athlon)，修改./bsd/i386.make  
 首先改 blas 库的路径  
 比如我的是  
 BLAS = /usr/lib/libblas.a /usr/lib/libf77blas.a  
 然后是改 l402.exe 的 make 指令  
 找到以 l402.exe: 开头的那一行(大概是第 348 行)  
 把这一段改为  
 l402.exe: $(EXTRAS) l402.a  
        $(RUNFSP) -e m$* $(BSDDIR)/main.F  
        $(RUNMAKE) $(MAKELOC) OPTFLAG='$(OPTFLAG)' $(EXTRAS) $*.a m$*.o  
        cp l402.a local402.a  
        ar x l402.a bd0402.o  
        ar d l402.a bd0402.o  
        $(RUNF77) $(FFLAGS) -o $*.exe m$*.o $(EXTOBJ) $*.a bd0402.o $(EXTRAS) $(GAULI
B) $(LIBS)  
        rm -f m$*.* bd0402.o  
        mv local402.a l402.a  
 
另外，还要改 l609.exe 那一段， 否则也会出现类似 l402.exe 的错误  
改为  
l609.exe: $(EXTRAS) l6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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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FSP) -e m$* $(BSDDIR)/main.F  
        $(RUNMAKE) $(MAKELOC) OPTFLAG='$(OPTFLAG)' $(EXTRAS) $*.a m$*.o  
        cp l609.a local609.a  
        ar x l609.a bd0609.o  
        ar d l609.a bd0609.o  
        $(RUNF77) $(FFLAGS) -o $*.exe m$*.o $(EXTOBJ) $*.a bd0609.o $(EXTRAS) $(GAULI
B) $(LIBS)  
        rm -f m$*.* bd0609.o  
        mv local609.a l609.a  
 改完了 i386.make 后， 运行 ./bsd/bldg98 编译， 应该没问题了 

 
3.21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含分子动力学等）－讨论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含分子动力学等）－讨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8 18:25:55 2003), 站内  
现在国外有的人称分子模拟是伪科学，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  
 由于现在分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对于计算  
 只能处于一种验证的阶段，而不能够预测（可以预测，但精度  
 不敢恭维）。其实这也是对整个计算化学提出的问题。是跟踪实验  
 呢？还是解决实验所不能够的事情。 
     Re: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含分子动力学等）－讨论  
发信人: cluster (并行计算),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含分子动力学等）－讨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8 18:51:34 2003), 转信  
分子模拟现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是试验科学家可以看到的。  
但是量子化学，到目前为止只有电负性可以和实验数据比对。  
甚至在高方法和大机组的情况下，超过了实验数据  
我想只要有足够快的计算机和数学方法，计算机完全可以模拟化学体系 
     Re: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含分子动力学等）－讨论  
发信人: lgn (adf),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含分子动力学等）－讨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8 20:13:45 2003), 站内  
现在是在跟着实验走，有时也对实验提出一些疑义。 
     Re: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含分子动力学等）－讨论  
发信人: stannum (火星人),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含分子动力学等）－讨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9 01:16:30 2003), 站内  
生物大分子的计算机模拟，确实还有 N 长的路要走。但是被贬斥为“伪科学”，  
好像也太过了些。毕竟它不是江湖术士玄之又玄的胡思乱想奇谈怪论，毕竟它  
的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都还是 science。至于有人拿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美丽  
图形四处招摇骗吃骗喝，那是学术腐败的问题。  
我们现在能在 PC 上轻松地做小分子的 ab initio 计算(这不过也是一种模拟)，这在  
二十年前还是很困难的事情。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理论方法的进步共同造就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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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果。相信不久的未来，大分子的模拟也一样可以发展到很精确的水平。 
    Re: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含分子动力学等）－讨论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对分子模拟的看法（含分子动力学等）－讨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9 08:58:03 2003), 站内  
这是我听组里的一个老外讲的，  
it you have nothing to do, just simulate it.  
分子模拟必须走出只是 testify 的怪圈 
2002 中国年 后一篇——致分子模拟的朋友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2002 中国年 后一篇——致分子模拟的朋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29 21:17:30 2003)  
由于无法传到 FTP 上去，将网址贴在此处：  

http://www.fz-juelich.de/nic-series/  
主要内容从头算的 MD 和 MC 及其他一些东东，象是从已发表的文章或会议中整理的材料，

共十四卷，个别卷为德文的，且有点小毛病，但不影响浏览，有 PDF 和 PS 两种格式， 后

一卷是网上看的，根据需要下吧，  
NIC-Serie:   
Publikationsreihe des John von Neumann-Instituts für Computing     
  Nicht mehr lieferbar  
 Band 1 Modern Methods and Algorithms of Quantum Chemistry  
Proceedings   
Johannes Grotendorst (Hrsg.)  
Winterschule, 21. - 25. Februar 2000, 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  
ISBN 3-00-005618-1, Februar 2000, 562 Seiten    
Band 2 Modern Methods and Algorithms of Quantum Chemistry  
Poster Presentations   
Johannes Grotendorst (Hrsg.)  
Winterschule, 21. - 25. Februar 2000, 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  
ISBN 3-00-005746-3, Februar 2000, 77 Seiten    
  Band 3 Modern Methods and Algorithms of Quantum Chemistry  
Proceedings, Second Edition   
Johannes Grotendorst (Hrsg.)  
Winterschule, 21. - 25. Februar 2000, 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  
ISBN 3-00-005834-6, Dezember 2000, 638 Seiten    
Band 4 Nichtlineare Analyse raum-zeitlicher Aspekte der hirnelektrischen Akti  
vit&auml;t von Epilepsiepatienten  
Jochen Arnhold  
ISBN 3-00-006221-1, September 2000, 120 Seiten, PDF    
Band 5 Elektron-Elektron-Wechselwirkung in Halbleitern:  
Von hochkorrelierten koh&auml;renten Anfangszust&auml;nden zu inkoh&auml;rente  
m Transport   
Reinhold L&ouml;venich  
ISBN 3-00-006329-3, August 2000, 146 Seiten,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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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d 6 Erkennung von Nichtlinearit&auml;ten und wechselseitigen Abh&auml;ngig  
keiten in Zeitreihen  
Andreas Schmitz  
ISBN 3-00-007871-1, Mai 2001, 142 Seiten, PDF    
 Band 7 Multiparadigm Programming with Object-Oriented Languages  
Kei Davis, Yannis Smaragdakis, J&ouml;rg Striegnitz (Hrsg.)  
Proceedings, Workshop MPOOL 2001, 18. Mai 2001, Budapest  
ISBN 3-00-007968-8, Juni 2001, 160 Seiten, PDF    
 Band 8 Europhysics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Physics  
Friedel Hossfeld, Kurt Binder (Hrsg.)  
Book of Abstracts, 5. - 8. September 2001, Aachen  
ISBN 3-00-008236-0, September 2001, 500 Seiten, PDF    
 Band 9 NIC Symposium 2001  
Horst Rollnik, Dietrich Wolf (Hrsg.)  
Symposium, 5. - 6. Dezember 2001, 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  
ISBN 3-00-009055-X, Mai 2002, 514 Seiten    
 Band 10 Quantum Simulations of Complex Many-Body Systems: From Theory to Algo  
rithms - Lecture Notes  
Johannes Grotendorst, Dominik Marx, Alejandro Muramatsu (Hrsg.)  
Winterschule, 25. Februar - 1. M&auml;rz 2002, Kerkrade  
ISBN 3-00-009057-6, Februar 2002, 548 Seiten    
Band 11 Quantum Simulations of Complex Many-Body Systems: From Theory to Algo  
rithms - Poster Presentations  
Johannes Grotendorst, Dominik Marx, Alejandro Muramatsu (Hrsg.)  
Winterschule, 25. Februar - 1. M&auml;rz 2002, Kerkrade  
ISBN 3-00-009058-4, Februar 2002, 194 Seiten, PDF    
Band 12 Strongly Disordered Quantum Spin Systems in Low Dimensions:  
Numerical Study of Spin Chains, Spin Ladders and Two-Dimensional Systems  
Yu-cheng Lin  
ISBN 3-00-009056-8, Mai 2002, 146 Seiten, PDF    
Band 13 Multiparadigm Programming with Object-Oriented Languages  
J&ouml;rg Striegnitz, Kei Davis, Yannis Smaragdakis (Hrsg.)  
Proceedings, Workshop MPOOL 2002, 11. Juni 2002, Malaga  
ISBN 3-00-009099-1, Juni 2002, 132 Seiten, PDF    
 Band 14 Quantum Simulations of Complex Many-Body Systems: From Theory to Algo  
rithms - Audio-Visual Lecture Notes  
Johannes Grotendorst, Dominik Marx, Alejandro Muramatsu (Hrsg.)  
Winterschule, 25. Februar - 1. M&auml;rz 2002, Kerkrade  
ISBN 3-00-010000-8, November 2002, DVD    
 
3.22  21 世纪理论化学的重要课题之我见 

理论化学与下世纪“化学学科重组”前瞻   
本文展望了理论化学的发展趋势并预言了下个世纪“化学学科的重组”。作者建议了现代化

学的定义 :化学是研究从原子 ,分子片 ,分子 ,超分子 ,生物大分子到分子的各种不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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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程度的聚集态的合成和反应 ,分离和分析 ,结构和形态 ,物理性能和生物活性及其规

律和应用的科学 .根据这个定义 ,从化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在 2 1 世纪化学分支学科可能发

生重组 ,因此化学可以划分为如下八个层次 :1 )原子层次的化学 ; 2 )分子片层次的化学 ; 3 )
分子层次的化学 ; 4)超分子层次的化学 ; 5)生物与分子层次的化学 ; 6)宏观聚集态化学 ; 7)
介观聚集态化学和 8)复杂分子体系的化学  
如果说 2 0 世纪上半叶的化学主要是采用宏观实验方法来研究 ,那么下半叶的化学就是微

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相互结合相互渗透。所谓微观方法主要指在原子分子水平上对化学现象本

质进行理论和实验研究。在世纪之交的今天 ,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已经形成一种世界性潮流。

我国大学有幸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开设了“物质结构”与“结晶化学”等课程 ,在化学教学计

中引入化学键理论和结构化学的内容 ,很快赶上了这一世界潮流。当时全世界第一流大学的

学系本科生教学计划中 ,开设这两门课程的不超过十所。否则我国大学本科优秀的毕业生 ,
不可能在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中名列前茅。  
量子化学与结构化学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化学的左右手。当今中国的化学教学和研究之所以能

赶上这个世界潮流 ,与国际水平相接轨 ,我国量子化学奠基人唐敖庆与结构化学奠基人卢嘉

锡 ,以及吴征铠 ,唐有祺等功不可没。他们非常重视理论与实验的结合 ,在 1 956 年的“十

二年科学规划”中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 ,增加了第 56 项“物质结构的研究”,对推动我国现

代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唐敖庆、卢嘉锡二人先后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在化学方面 ,荣获此殊荣的只有他们两位。 1 998 年 ,诺贝尔化学奖授予量子化学家科恩和

玻普耳 ,也说明国际上对量子化学的重视。  
展望 2 1 世纪 ,这个趋势将进一步发展 ,量子化学已经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不

久前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的陈敏伯教授在《科学》(上海科技出版社 )发表的一篇题

为“化学不再是纯粹的实验科学”的文章中提到： :瑞典皇家科学院 1 998 年诺贝尔化学奖

颁发公报的措辞非同寻常。  
其一 ,公报说 :“量子化学已经发展成为广大化学家所使用的工具 ,将化学带入一个新代 ,
在这个新时代里实验和理论能够共同协力探讨分子体系的性质。化学不再是纯实验科学了。”  
其二 ,公报说“当接近 90 年代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化学理论和计算的研究有了很大的

进展 ,其结果使整个化学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变化。”  
其三 ,公报还说 ;“这项突破被广泛地公认为 近一、二十年来化学学科中 重要的成果之

一。”  
所以 2 1 世纪的化学将是理论和实验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科学。国外有些著名大学早已把理

论化学从物理化学中独立出来 ,成为二级学科。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

理论化学的支持 ,鼓励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来考量子化学的研究生。这对整个化学的发展是有

利的  
21 世纪的化学分支学科可能发生重组。我曾在《化学通报》1 997 年第七期上建议 :化学是  
研究从原子 ,分子片 ,分子 ,超分子 ,生物大分子 ,到分子的各种不同尺度和不同复杂程度

的聚集态的合成和反应 ,分离和分析 ,结构和形态 ,物理性能和生物活性及其规律和应用的

科学。根据这个定义 ,化学可从研究对象的不同划分为八个层次  
第一是原子层次的化学 ,其中包括核化学 ,放射化学 ,同位素化学 , sp 区元素化学 , d 区元

素化学 , 4f 区元素化学 , 5f 区元素化学 ,超 5f 元素化学 ,单原子操纵和检测化学等第二是

分子片层次的化学。原子只有一百十余种 ,但分子数已超过 2 0 0 0 万种。因此有必  
要在原子和分子之间引入一个“分子片”的新层次。分子片 [molecular fragment]这一名词是

由霍夫曼 [Hoffmann]在他的“等瓣性原理 [isolobal principle]”中首先提到的。卢嘉锡教授

提出了“活性元件”和“元件组装”理论 ,柯瑞 [Corey]在计算机辅助有机合成中提出“合

成子”的概念 ,也是分子片的一种形式。高分子化学中的单体 ,蛋白质中的氨基酸 , DN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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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种碱基 ,也可认为是一种分子片。我认为在 2 1 世纪 ,应该开展分子片化学的研究 ,其
内容就包含 :分子片的定义 ,分子片的价 [valence],分子片的高精度从头算 ,分子片接轨成

分子的理论算法 ,分子片的电负性 ,酸碱性 ,亲电和亲核性 ,氧化还原活性序列 ,分子片的

周期律 ,分子片的实验组装法 ,分子片试剂 ,分子片的自组装等。这些研究对于分子设计会

有很大帮助。[参看徐光宪 ,王祥云 :物质结构》,第二版 , 1 991 ,第八章 ]  
第三是分子层次的化学。现已合成 2 0 0 0 多万种分子和化合物。通常把它们分为无机 ,有  
机和高分子化合物。但近三十年来合成的众多化合物 ,如金属有机化合物 ,元素有机化物 ,
原子簇化合物 ,金属酶 ,金属硫蛋白 ,富勒烯 ,团簇 ,配位高分子等很难适应老的分类法。 2 
1 世纪将研究分子的多元分类法 ,如按照分子片结合方式和生成的分子结构类型类 ,先分为 
0 维 , 1 维 , 2 维 , 3 维分子。 0 维分子再用 [nxcπ]来分类 ,其中 n 表示分子片数 , x 与价

电子数有关 , c 是分子内成环的数目 , π是 π键的数目  
第四是超分子层次的化学 ,其中包括受体和给体化学 ,锁和钥匙化学 ,分子间的非共价作用

力 ,范德华引力 ,各种不同类型的氢键 ,疏水 -疏水基团相互作用 ,疏水 -亲水基团相互作

用 ,亲水 -亲水基团相互作用 ,分子的堆积和组装 ,位阻和空间效应等  
第五是生物分子层次的化学 ,其中包括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 ,酶化学 ,脑化  
学 ,神经化学 ,基因化学 ,生命调控化学 ,药物化学 ,手性化学 ,环境化学 ,生命起源 ,认知

化学 ,从生物分子到分子生物 [make life]的飞跃等。  
第六是宏观聚集态化学 ,其中包括固体化学 ,晶体化学 ,非晶态化学 ,流体和溶液化学 ,等  
离子体化学 ,胶体化学 ,界面化学等。  
第七是介观聚集态的化学 ,其中包括纳米化学 ,微乳化学 ,溶胶 -凝胶化学 ,软物质化学 ,
胶团 -胶束化学 ,气溶胶化学等。  
第八是复杂分子体系的化学  
 
化学也可从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不同划分为 :  
1、合成化学—合成方法学 ,手性合成 ,计算机辅助合成 ,自组织合成 ,相转移合成 ,模板合  
成 ,原子经济合成 ,环境友好合成等。  
2、分离化学—萃取化学 ,离子交换 ,色层分离 ,电泳 ,离心分离 ,扩散分离 ,电磁分离 ,重力  
分离 ,各种新的分离方法。  
3、分析化学—生命科学中的分析化学 ,电分析化学 ,光和波谱分析化学 ,化学计量学 ,在线  
分析 ,原位分析 ,刑事分析等。  
4、物理化学—化学热力学 ,非平衡态热力学 ,宏观反映动力学 ,微观反映态学 ,结构化学 ,  
谱学 ,外场作用下的化学 [电化学 ,磁化学 ,光化学 ,激光化学 ,辐射化学 ,高压超高压化

学 ,高温  
超高温化学等 ]。  
5、理论化学  :量子化学  ,化学统计力学  ,分子力学  ,计算化学  ,虚拟化学  ,化学模型 
[chemical  
modeling],非线性化学—耗散结构 ,分形 ,混沌 ,化学信息学 (chemo- informatics)——研究

化学信息的优化处理 ,分类存储 ,分析整理 ,总结规律 ,预测设计和其它应用。  
以上是化学分类的经线和纬线 ,从中可以看出 2 1 世纪化学的一些新的生长点。其中特别  
值得我们关注的有理论化学和化学信息学 ,分子片化学 ,超分子化学 ,新的合成化学 ,生命

化学 ,纳米化学 ,复杂分子体系的化学的。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起跑线放在这些生长点上 ,就
容易攀登世界化学的 高峰 
 
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理论化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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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才, 陶建民 李国宝  (云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云南昆明 650092) 
摘 要: 分子间相互作用是分子中一类重要的作用,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已引起科学界的

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化学科学研究领域中 为活跃的科技前沿热点之一。本文综述了分子间

作用的理论化学研究的内容和进展,并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景作了展望。 
关 键 词: 分子间相互作用;从头算法;密度泛函理论法;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ＭＣ)法;
综 述 中 图 分 类 号 : Ｏ 641.12; Ｏ 641.3  文 献 标 识 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 
1007-9793(2002)01-30-04    
1999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1]在第七届量子化学会议上指出:“21 世纪的化学将是理论和

实验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科学,是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的相互渗透”。这里的微观方法就是

指在原子分子水平上对化学现象、本质进行理论和实验研究,而理论方法中的量子化学方法

和结构化学方法是从微观研究化学的左右手。时至今日,化学理论和计算的研究已经有了很

大的进展,理论化学方法已经广泛用于化学的所有分支和分子物理学,它在提供分子的性质和

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定量信息的同时,也致力于深入了解那些不可能完全从实验上观测的化学

过程。概括起来,理论化学方法已在或将在以下方面的研究中作出举世瞩目的成绩:分子的稳

定结构和激发态结构;分子的电学、磁学和光学性质;分子谱学(从ＮＭＲ到Ｘ射线衍射);化学

和生物化学中的反应机制;给定位能后的分子间相互作用(用于研究大分子,溶剂效应,晶体堆

积和催化作用)等。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又称为弱相互作用)是一类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是化

学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早在上个世纪初,人们就发现许多化学及物理化学

中的许多现象就与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有关,而氢键是这一领域中研究 早的一种相互作用

[2]。一直以来,也是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分子间相互作用相当复杂并且

有多种形式,除氢键外还有σ…π相互作用(即Ｘ-Ｈ…π体系的作用方式,Ｘ为电负性较大的

重原子,如;Ｏ、Ｎ、Ｆ等;π体系包括不饱和键和芳香系)还有阳离子-π相互作用。几十年以

来,与分子间相互作用有关的文献,每年都有若干篇出现,且逐年呈上升趋势[3]。超分子体系中

的弱相互作用同样非常活跃,超分子体系中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可望在更深层次的理

论水平上揭示基因的遗传与变异、酶的催化作用及药物与受体之间的作用等生命现象。分子

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已引起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化学科学研究领域中 为活跃的

科技前沿热点之一,本文对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作一简要的综述。 
1 分子间弱相互作用的不同研究方法 
1.1 从头计算法(ａｂｉｎｉｔｉｏ)[4-18] 
量子化学从头计算法是在分子轨道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计算体系全部电子积分的一种理

论方法。分子的许多物理化学性质都与其静电势密切相关,由量子化学从头计算法可以得出

分子的整体能量及多种结构参数。此方法在在理论和计算上都是比较严格的,优于半经验计

算方法,迄今为止被认为是理论上 严格的量子化学计算方法。由于从头计算不使用经验参

数,避开了分子间弱相互作用力经验值选择的障碍 ,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从头

计算法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分子间弱相互作用的研究方法中 ,从头计算 为普遍 
1 .1 .1Ｈａｒｔｒｅｅ -Ｆｏｃｋ (ＨＦ)方法 
Ｈａｒｔｒｅｅ -Ｆｏｃｋ (ＨＦ)方法和半经验法计算二元水整体 小能量结构常见报道

[4], [5]。 80 年代Ｈａｒｔｒｅｅ -Ｆｏｃｋ法被广泛用于研究超分子体系的振动光谱[6], 
[7], [8], [1 0 ], [1 2 ], [1 4], [1 5]在 80 年代 ,由于手计算条件的限制 ,关于弱相互作用的Ｈａ

ｒｔｒｅｅ -Ｆｏｃ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分子的二聚体和三聚体如 (Ｈ2 Ｏ ) 2 、(Ｈ2 
Ｏ ) 3 、(ＨＦ ) 2 、(ＨＦ) 3 、(ＮＨ3 ) 2 、(ＮＨ3 ) 3 等和无机小分子间如 :Ｈ2 Ｏ…Ｎ

Ｈ3 、Ｈ2 Ｏ…ＨＦ、ＨＦ…ＮＨ3 等弱相互作用[4-1 8]。研究内容包括分子结构优化、弱

相互作用力及强度和振动光谱等。Ｘａｎｔｈｅａｓ[1 9]和徐四川等[2 0 ]在研究南极冰表

面上硝酸和硝酸氯的几个异相反应过程中发现水分子间的氢键作用对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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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重要作用 ,提出了结构催化机理和多分子过渡态 ,该理论能很好解释南极上空出现的臭

氧空洞。然而由于Ｈａｒｔｒｅｅ -Ｆｏｃｋ(ＨＦ)方法不考虑电子相关 ,以及受不同基组

的影响 ,结构优化的几何构型不稳定 ,与实验值存在一个较大的系统误差 (约为 3 0 % ) ,而
且处理大分子体系时费用和资源需求非常大。故 90 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开始使用ＭＰ方法来

解决这一问题。 
1 .1 .2Ｍфｌｌｅｒ -Ｐｌｅｓｓｅｔ (ＭＰ)方法  
ＭＰ方法是从头计算中较为实用的一种 ,常常选择Ｇａｕｓｓ电子波函数为基组态。从现有

的文献资料来看 ,ＭＰ方法中随着微扰展开中所取相数越多 ,计算所需时间越长。故目前较

为常用的是ＭＰ2 方法研究的内容如下 : 
(1 )稀有气体元素 -小分子复合体系。如 :Ｃｈａｌａｓｉｎｓｋｉ[2 1 ]等研究了Ａｒ -ＨＣ

ｌ体系的相互作用 ,计算结果与实验吻合较好 
(2 )含氢键的复合体系。人们对ＨＦ、Ｈ2 Ｏ和ＮＨ3 形成的超分子体系进行了大量研究。 
Ｒａｃｉｎｅ和Ｄａｒｉｄｓｏｎ在 1 993 年对ＨＦ二聚体体系的ＭＰ计算作过小结[22 ],
陶福明[2 3 ]等运用ＭＰ2 方法研究了 (ＮＨ3 ) 2 的体系 ,研究发现在氨的二聚体中色散力

比水和ＨＦ中的二聚体的作用强 ,因而计算时需要使用高级别的基组。Ｓｃｈｅｉｎｅｒ[2 
4]和Ｃｈａｋｒａｖｏｒｔｙ[2 5]等曾对水的二聚体作过综述。Ｘａｎｔｈｅａｓ[2 6]等用

ＭＰ2 法计算研究了二环、三环水的结构参数。Ｔａｉ[2 7]等对水的六元环水进行了计算研

究 ,但由于未考虑色散作用 ,计算结果略小于实验测得的结果  
1 . 2 密度泛函理论法 (ＤＦＴ)  
近年来 ,密度泛函理论在分子和固体的电子结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由于ＤＦＴ的计算

量只随电子数的 3 次方增长 ,故可用于较大分子的计算。由于考虑了电子交换相关计算的精

度优于Ｈａｒｔｒｅｅ -Ｆｏｃｋ (ＨＦ)方法 ,与ＭＰ2 相当 ,计算速度却比ＭＰ2 快近一

个数量 ,特别是对于大分子 ,这种差别更大。因此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密度

泛函方法来研究化学和生物化学问题 ,内容涉及无机和有机小分子及它们的复合物。ＤＦＴ

还被广泛应用于化学和生物学反应机理的研究。朱维良蒋华良[2 8], [2 9]等曾运用ＤＦＴ-Ｂ
3ＬＹＰ方法对药物分子石杉大碱甲及青工蒿素等进行构型 ,能量及光谱等性质研究 ,得到

了与实验结果相吻合的结果 ;对无机分子复合物和生物体系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氢键等

相互作用的ＤＦＴ计算结果也能很好地解释实验事实 ; 1 997 年Ｐｅｒｅｉ[3 0 ] 对生物

体系中广泛存在的阳离子π相互作用的机理和能量参数的计算结果也与实验结果相一致。  
1 . 3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ＭＣ)法  
较好的分子间转振态的模拟 (ＭＣ)是理想势能表面模型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而小频率转

动态的图谱对解释和研究分子间作用十分有价值。在众多的计算方法中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

ｌｏ(ＭＣ)法计算的低频隧道分裂结果为分子团簇转动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Ｍｏｎ

ｔｅＣａｒｌｏ(ＭＣ)法是一种以结构转振自由度为随机数的计算方法。Ｔａｉ和Ｊｏｒｄ

ａｎ[3 1 ]对八元水 (Ｈ2 Ｏ ) 8 进行了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ＭＣ)计算。计算表明计算结

果对基组态的选择十分敏感。扩散蒙特卡罗的ＤＭＣ计算包含了分子中所有的自由度和耦

合 ,因而可以较好计算分子间相互作用。 1 995 年Ｇｒｅｇｏｒｙ[3 2 ]等人对ＤＭＣ进行了

修正。修正后的ＤＭＣ对二元水和三元水间的相互作用能给出很好的结果 
3 结束语  
从上述文献和方法的综述可以看出 ,分子的弱相互作用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
但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发现 ,不同尺寸的分子簇和外电

子云密度不尽相同 ,这预示分子间弱相互作用与分子内原子状态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研究分

子间与分子内相互作用力及规律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有重大意义 ,许多现象的解释都必须

依赖于分子间相互作用力的进一步研究。研究表明 :Ｈａｒｔｒｅｅ -Ｆｏｃｋ (Ｈ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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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电子相关 ,以及受不同基组的影响 ,对大分子中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有较大误差。

朱维良蒋华良[3 3 ]研究发现 :ＭＰ方法随基组的增加而迅速增加 ,而ＤＦＴ方法随基组的

增加而缓慢增加 ,速度比ＭＰ法快近一个数量级 ,且ＭＰ方法所需的内存和硬盘空间都比较

大。王林双等[3 4]研究发现对水分子体系中氢键作用的研究方法中ＭＰ2 和ＭＣ法计算的结

果较为理想。对大分子体系中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精确计算 ,要么考虑它的电子相关及使用大

基组 ,要么用ＢＳＳＥ和ＳＣＥ校正 ,这样所需费用和机时都很昂贵。而ＤＦＴ和ＭＣ及Ｄ

ＭＣ方法能给出精度较好的结果 ,因而ＤＦＴ和ＭＣ及ＤＭＣ方法在大分子体系的分子间

相互作用的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分子间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课

题 ,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它的研究已引起科学界的广泛关

注并逐渐成为化学科学研究领域中 为活跃的科技前沿热点之一。分子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

仍需深入探索 ,随着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发展我们期望着有更多更好的理论方法来对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23 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人: Denny (Denn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20:50:17 2002)  
量子化学计算方法非常多，有时候计算非常精确，但感觉没什么意思。首先人家  
软件是编好了的，你基本上改不了什么东西，除非你是大家，所以搞量化计算就是  
拿些关键字组合，没什么创意，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把它当黑箱子，输入输出，而且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程序究竟是怎么计算的，很多量化计算的人都学化学，  
对量子力学懂得比较少。计算太花时间，还要求非常牛的机器。  
另外我觉得原子分子物理也没什么意思，死气沉沉，出不了什么东西，国内从事  
的人非常少（国外的人也应该不会多）  
我感觉 好的是天体物理，这里面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范围太宽了，所有的智慧  
和才华都可以得到尽情的发挥。 
    Re: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人: gauss98 (高司),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21:29:26 2002)  
偶们老板说：  
   量子化学大致可以分为做方法的和做应用的  
   从整个化学上看，量子化学的应用更重要，因为目的就是解决化学问题  
   从量化专业内来看，行内的人更注重量子化学方法的发展，发展能计算更大体系，更  
高精度的方法，当然，方法成熟了以后，编写用起来更方便的软件，或者加入目前流行  
的软件如 gaussian。  
   因此他认为，量子化学专业内的人应该还是要注重方法，即使做应用的，也应该对原  
理有所掌握，否则 “ 现在的软件越做越傻瓜了，你要是也只会把参数扔进去，拿结果出来，

碰到问题又不知道怎么办，做实验的人也会做，你比做实验的高明到哪里呢？而且做实验的

对化学问题本身理解还比纯做理论的深刻” 老板屡屡这样批评偶。。。 
     Re: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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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21:40:50 2002)  
 
其实，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只是拿来主义，用一下就可以了。不去真正的考虑一下，到底

要干什么，量子化学的应用计算代替不了试验，所以，一味的脱离实践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而且量子化学应当解决试验有些不能做到的地方。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才会相得益彰。可

叹，现在国内的量子化学已经没落了，现在国家评论了那么多得杰出青年奖，好像只有那么

1 两位是理论的。这一方面与大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与从事行业的人有关。许多人，对量

化的看法是不就是那么简单吗？正是这样导致了不求上进。要想发展，就要接受调整，挑战，

我们国家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有唐先生的领导，现在。。。 
      Re: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人: gauss98 (高司),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21:59:43 2002)  
偶还是认为，计算的工作会逐渐转移到做实验的人来做，而量化专业的人更注重于方法  
的发展。因为软件越来越成熟了，而他们“对化学问题更了解”  
但并不使说量化就不需要人做了，反而应该是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需要总是高于现有  
计算能力的。当然，在整个化学界量化还不是主流的时候，由专门的量化专业的人才做  
计算也是必要的正如计算机，以前只有专业人士才玩的转，现在人人都会用 window 来干活

了，但并不认为计算机系的人没事干了，  
反而正是因为计算机的人的工作积累才有了今天人人都会用计算机的局面，而专门研究  
计算机的人又研究更好的软硬件了其实，老板也说“做计算相对容易一些，但容易做的人也

多，你只有做的非常出色（才能发文章，才有反吃），做方法的人少一些（竞争小一些），但

也比较难，不容易做出东西来” 
       Re: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24 15:57:33 2002)  
其实国内现在还是有牛人的,象北京 的虞忠衡(好象就这么叫),他的那一系列工作只能用  
牛字来行容,推翻的都是基础的理论,我想 nature 和 science 对他来说不遥远 
      Re: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人: Lichtenberg (Siegfried vo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对量化计算的看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26 20:26:20 2002)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不过，国内所谓搞量化的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其实，很多做量化的其实不能说是做理论，而只是做计算  
但是在计算过程中遇到问题，遇到意外，如果能够引起你的思考，那也是成功的  
计算结果里常常会出现预期外的情况的，无论是 SCF 还是 CAS,CI,MRCI,以及 RS2 计算  
国内确实研究 formalism 的不多，但牛人还是不少，中科院的 sh 先生，等等  
做量化理论的人，必须对化学的本质有比做实验的人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不是作黑箱操作  
看看那些家伙的书就知道，把一个东西算得更精确，是很有乐趣的事情，这个  
是判断新方法的性价比的依据之一  
另外，我不信一个不懂得理论的人会对他得到的计算结果有多深刻的了解，甚至  
不能判断它的正确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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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桌面上的计算化学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转载]桌面上的计算化学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23 08:38:49 2002)  
Desktop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国立中正大学化学系 胡维平  
什么是计算化学  
计算化学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在 近十年中可以说是发展的 快的化学研究领  
域之一。究竟什么是计算化学呢？由于其目前在各种化学研究中广泛的应用，我们并不  
容易给它一个很明确的定义。简单的来说，计算化学是根据基本的物理化学理论（通常  
是量子化学）以大量的数值运算方式来探讨化学系统的性质。 常见到的例子是以量子  
化学计算来解释实验上各种化学现象，帮助化学家以较具体的概念来了解、分析观察到  
的结果。除此之外，对于未知或不易观测的化学系统，计算化学还常扮演着预测的角色  
，提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另外，计算化学也常被用来验证、测试、修正、或发展较高  
层次的化学理论。同时，更为准确或有效率计算方法的开发创新也是计算化学领域中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  
计算化学其实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研究领域，自一九二○年代量子力学理论建立以来  
，许多科学家曾尝试以各种数值计算方法来深入了解原子与分子之各种化学性质。然而  
在数值计算机广泛使用之前，此类的计算由于其复杂性而只能应用在简单的系统与高度  
简化的理论模型之中。在十多年前笔者求学之时，计算化学仍是一门须具有高度量子力  
学与数值分析素养的人从事的研究，而且由于其庞大的计算量，绝大部分的计算工作需  
依靠昂贵的大型计算机主机或高阶工作站来进行。  
计算化学的普及  
然而，此情况在九○年代中期开始有了重大的改变。由于使用在个人计算机上的处理器  
（Pentium, Pentium Pro）以及外围设备（如高速内存及硬盘）的大幅进步，个人计算  
机的运算速度已经直逼一些传统的工作站；再加上个人计算机系统无需负担传统多人多  
任务系统中复杂的作业，使得个人计算机逐渐开始成为从事量子化学计算的一种经济而  
有效率的工具。然而，早期为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所发展的计算化学软件非常有限，因  
为数十年来大部分的科学应用软件都是在 Unix 操作系统下所开发出来的，但当时在个人  
计算机上的 Unix 操作系统都非常昂贵且不易安装与使用。就在此时，逐渐成熟的 Linux 操  
作系统开始被广泛的使用在个人计算机之上。Linux 是由一位芬兰人 Torvald Linus 所开  
发出来的在个人计算机上执行的 Unix 操作系统。在经过数年全世界无数人的协助发展下  
，在九○年代末期 Linux 已成为一功能齐全的网络多人多任务操作系统。Linux 吸引人  
的地方在其稳定性且不需要昂贵的计算机配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基本上是免费的。比  
如说，大家对目前普遍使用的操作系统当机的情况并不陌生，但 Linux 工作站通常可以正  
常运作几个月而不出现任何问题；此外，一般个人计算机上使用的操作系统、网络、网  
页、邮件、档案、X-Window 等服务器软件动辄需要上万元，但这些在 Linux 操作系统中几  
乎都可免费取得。因此，搭配 Linux 操作系统的个人计算机现在已成为量子化学计算的一  
种很好的选择。当然，如本刊中另一篇文章所介绍的，近几年来许多可在 Windows 操作系  
统下运作的计算化学软件也陆续出现，功能也不断的增强，使得个人计算机成为当今计  
算化学领域中非常重要的工具。  
计算化学普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图形接口的发展与使用。传统上计算工作的输入与输出  
都是以文字方式来表示，不但输入耗时易错，许多计算结果的解读也非常不易。近年来  
图形接口的使用大大的简化了这些过程，使得稍具计算化学知识的人都能够轻易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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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理论计算，并且能够以简单直接的视觉效果来分析计算所得的结果。现在的研究  
生可能很难想象以往我们成天坐在文字终端机前一个一个字的将大分子的 Z-matrix 敲入  
的生活。  
计算化学未来的发展  
在硬件上，由于计算机科技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因此不易预测长远的未来计算化学的发  
展。比如说，十八年前，当 Apple II 带起个人计算机旋风时，所用的处理器仅是频率 1  
MHz 的 8 位 Motorola 6502，内存只有 48-64 kB，资料常只能存在录音带中，不到 100 kB  
 的软盘是一种奢侈品。十五年前，第一代的 IBM PC XT 是使用 4.77MHz 的 Intel 8088 处理  
器，内存"高达"640 kB。当时恐怕没有人能想象如今 新一代的个人计算机可配有超过  
1GHz 的 Pentium III、Pentium 4、或 Athlon 等 32 位处理器，内存可达 1GB 以上，而超过  
30GB 的高速硬盘也已非常普遍。 近，Intel 又推出了 64 位的 Itanium 处理器，而且支持  
此处理器的 Red Hat Linux 7.1 也已发行，藉由更有效率的计算与数据处理能力与对海量  
存储器与档案系统的支持，这将可大幅提升 PC 上的科学运算能力。十五年来个人计算机  
在功能上有超过 1000 倍的提升！而未来十五年的发展又是如何呢？依照专家的估计，由  
于物理定律的限制，类似现有的处理器架构在功能上大概只有十倍的成长空间。短期来  
看，平行处理的技术可大幅提升运算的效率；长远而言，或许光学计算机甚至于量子计  
算机将会提供现今无法想象的计算速率。  
然而我个人认为计算化学要有真正突破性的发展，除了硬件的进步外，理论上研发似乎  
更为重要。目前对于大分子的计算限于理论的复杂性只能使用分子力学或半经验法；而  
且就算计算机功能上能有 1000 倍的提升，距离准确的量子仿真仍有一段距离。目前的理  
论方法，仅能对大约小于十个原子的系统达到化学误差（1-2 kcal/mol）内的准确度；  
而且这些准确的计算方法的计算量大约是跟系统大小的七次方成正比。因此，计算机计  
算功能的提升通常并无法将可准确仿真的系统加大多少。一般认为要能以计算化学准确  
仿真各种生物及材料系统，理论化学家需要研发出计算量仅与系统大小的平方甚至一次  
方成正比的准确量子化学方法。  
以 Linux 操作系统从事计算化学的实例  
笔者 近二年来将研究用的计算平台逐渐由高速计算机中心及高价位的工作站转移到使  
用 Red Hat Linux 操作系统的 PC 上，我们建议使用 6.1 以上的版本以及 2.2.16 以上之 kern  
el。本实验室 常用的计算软件为 Gaussian 98 以及 Gaussrate 8.2。以下就以 Gaussian  
 98 在 PC 上的安装与使用为各位做一介绍。在过去 Gaussian 94 的版本中有提供在 Linux 上  
以 f2c 将 Gaussian 原始码编译的 shell script，但在 Gaussian 98 的版本中我们则需要使  
用由 Portland Group Inc. ( http://www.pgroup.com/) 所发行的 FORTRAN 编译器 pgf7  
7。此软件可由网络上直接下载购买，十分方便。 若您的单位已有 Gaussian 98 source  
 code 的 site license，则您可直接由负责人处取得，否则需先与 Gaussian 公司接洽，签  
署一些 License Agreement，手续较为麻烦。当这二个软件都安装完成后，理论上就可进  
行 Gaussian 98 的编译工作；但 Gaussian 公司建议采用 佳化过之 BLAS 链接库 (目前建  
议之版本为 ppro1.2f)，这可经由网站 ( http://www.cs.utk.edu/~ghenry/distrib/) 登  
记下载；并且由 Gaussian 公司 ( http://www.gaussian.com/g98_req.htm) 下载 blas-f2  
c.a 链接库一起摆入/usr/local/lib 目录之中。接下来便可执行 Gaussian 98 的安装程  
序 (g98/bsd 目录下之 bldg98)。Pgf77 的编译速度非常惊人，绝不逊于工作站及大型  
主机上之编译器；若一切顺利，大约 20-30 分钟后 Gaussian 98 程序就已准备就绪。我们  
建议此时至少执行一些测试工作(test jobs, 如 test 1, 28, 94, 155, 194, 296, 302  
 等)以确定可以得到正确的计算结果。Gaussian 98 支持多处理器，我们强烈建议您的计  
算机使用双 CPU 的主机板，并且确定 Linux 系统上是使用 SMP 版本的 kernel。使用双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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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要注意的是 Linux 系统中内定的内存共享值太小，我们建议将其改为系统主存储器的  
80%左右，这只需要将希望共享的内存量键入 /proc/sys/kernel/shmmax 档案即可，在  
Gaussian 98 中使用双 CPU 的方法为在输入档开头加入 %NProc=2 的指令。  
虽然前面提到说目前 PC 已可作为计算化学的工具，但如 Gaussian 等软件通常处理的计算  
量及资料量都非常庞大，为达到良好的效率，硬件上的配备需较一般 PC 高出很多。在内  
存上，512MB 的 SDRAM 应是基本配备，由于 近内存价格的滑落，1GB 的内存应该是很  
好的选择。硬盘配备也是影响运算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 Gaussian 的运算过程中  
常需写入及读取大量的资料 (scratch file)，高速硬盘的重要性不亚于内存。我们建议  
使用 Ultra SCSI 160 的接口配合 18GB 以上的硬盘空间。新版的 Red Hat Linux 支持 sof  
tware RAID 系统。两台以上的 SCSI 硬盘在 RAID 0 的架构下可额外增加一些 IO 的速度。 另  
外由于 32 位系统的限制，PC 上之 scratch 档的大小不可超过 2GB。 对于较大的计算工作  
常需要借着 %RWF 指令产生多个 scratch 档案。此外，为避免停电造成系统的破坏，UP  
S 也是不可少的配备。右图为使用 Gaussian 98 在不同速度的计算机上(单 CPU)测试的结果  
。测试的分子为 Benzene。测试的项目为结构 佳化、QCISD(T)单点能量、以及振动频率  
的计算。这四种 CPU 分别是过去四年来 Intel 推出的代表性处理器。虽然 P4 在许多商用软  
件上表现并不特别出色,但在我们的一系列测试中,P4 的运算能力似乎远较 PIII 来的强。  
我们正期待多重 P4 处理器以及 Itanium 64 位处理器的计算机上市,因为这将会把桌面上的  
计算化学带入一个新的高速领域。  
结语  
公元 1998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对计算化学有卓越贡献的 Walter Kohn 及 John Pople。  
这是对计算化学领域的一大肯定，也显示了计算化学在现当今化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数  
十年来，藉由计算化学的研究使得我们大幅增加了对许多化学现象的了解。随着计算能  
力的大幅增加，在将来的化学研究中计算化学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以往计算  
化学所研究的系统主要局限在气态中的中小型分子，但近来国际上一些主要化学期刊中  
已陆续出现准确仿真大型生化系统的计算化学研究。计算化学不仅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化  
学学门，它更已经是国际间化学基础研究的必备工具。国内在这方面的起步较晚但研究  
人才不算少,然而受到重视的程度仍有待加强，并且应该在大学及研究所化学的课程中开  
始加入计算化学的基础训练，以培养具有分子仿真及计算化学理论能力的新一代化学专  
业人才。 
 
3.25 听说不是量化专业的也可以进行量化计算？ 

听说不是量化专业的也可以进行量化计算？  
发信人: ndft (heh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听说不是量化专业的也可以进行量化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l 15 11:32:28 2002)  
【 在 flybu 的大作中提到: 】  
: 应用和研究的差别吧  
: 【 在 where (toadprince) 的大作中提到: 】  
: : 只要把参数输入，得到结果  
: : 就可以发在文章里  
: : 呵呵，是否成立  
我想这个想法会越来越成立了。国外的很多做实验的组也逐渐开始使用量化软件计算，  
现在的量化软件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向傻瓜型发展，其实非量化专业的人只要有一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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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基础知识就可以分析结果了，并不太需要多高深的理论基础。而且非量化专业的  
搞量化计算比量化专业的搞量化计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他们能非常清楚做实验的人  
到底想知道什么。量化的这个发展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也是 Pople 能得 Noble 奖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国内搞量化计算的人应该好好想想这个发展趋势。 
    Re: 听说不是量化专业的也可以进行量化计算？  
发信人: czhsdw (求知),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听说不是量化专业的也可以进行量化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l 15 22:09:23 2002)  
你的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作为一个优秀的量子化学家，我想首先他就要明白  
什么是实验工作者 需要的东西，这样他的工作才有可能被大家所认可，而  
做理论工作的同样也要有深厚的实验基础，否则他是不可能做好理论计算工  
作的，更不可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如果在科研中能做到理 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那绝对

具有一流的科研能力，我想这也是现在化学科研工 作的 高境界。我认为理论工作的目的

不应仅仅是验证实验结果，其更高的境界应该是指导实验，这样可以大减少实验工作量，在

国外已有一些计算程序用来预测药物分子或用来选择合成路线，进行有目的合成，从而大大

减少合成次数，提高合成效率。  
的确如果只是简单地解释一些表面现象，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知识，但如果要  
想了解其本质，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万万不行的。总之，我认为作理论的  
需要了解实验的前沿，知道自已下一步做什么；而做实验工作也应该去了解理论  
的前沿，这样才能更好地用理论指导自己的实验，取得更好地成绩。  
后，需要许多理论工作者大量辛勤地工作，才有会更好用、与实验结合更紧  

密地程序出现，实验工作者为解决一个问题需要大量的实验工作，而同样理论  
工作者为解决一个问题也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需要用不同  
的理论的方法尝试去解决问题。  
我想理论和实验并不存在谁更重要的问题，问题是如何将两者更好地结合 
 
3.26 量化人的出路在哪里 

发信人: codelover (codelov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量化人的出路在哪里？？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24 19:02:09 2002)  
前几天，一位师兄从美国回来，当问到理论化学的出路时  
他说好像除了教书好像就没什么了，他说一个终生教授是从几百个候选人里选出来的  
...... Re: 量化人的出路在哪里？？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量化人的出路在哪里？？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24 19:27:45 2002)  
做应用的，可以去搞材料，药物设计。 做理论的也很有前途啊 
    Re: 量化人的出路在哪里？？  
发信人: coor (rooc~~anybody 的马甲),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量化人的出路在哪里？？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24 20:51:01 2002)  
在美国想当教授都是很难的，估计理论物理更难 
    Re: 量化人的出路在哪里？？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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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量化人的出路在哪里？？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ug  1 09:14:20 2002)  
About two months ago,Professor Breslow came to our lab and asked the  
computational group:what can you do after your graduation?to be a digger?  
//That is really a miserable thing for the worker in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3.27 剑气(zz) 

The underlying physical laws necessary for mathematical theory of a  
large part of physics and the whole of chemistry are thus completely   
known, and the difficulty is only that the exact application of these  
laws leads to equations much too complicated to be soluble.  
    （这样，大部分物理学和全部化学的数学理论背后的物理规律已经完全清楚了，  
困难仅仅在于，这些规律的精确应用导致了复杂得难以求解的方程。）  
                                          －－Paul A. M. Dirac, 1929  
                                            
  Yet science is not so simple ... Each science, and chemistry in   
particular, generates its own modalities of understanding ... The question  
is posed at a certain level of complexity, and understanding is posited  
when the answer is given at the same, chemical level of complexity.  
    （然而科学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每种科学，尤其是化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理  
解模式……问题只是在某种特定的复杂性层次上提出的，而当解答也在相同的化学  
复杂性层次上给出时，理解就出现了。）  
                                          －－Roald Hoffmann, 1984  
 
3.28 量化方面都杂志都有哪些 

J. Phys. Chem. A   2.754  
Phys. Chem. Chem. Phys. 1.787  
Theo. Chem. Acc. 2.263  
Int. J. Quantum. Chem. 1.249  
J. Mol. Struc. (THEOCHEM)  0.919  
J. Comput. Chem. 2.990  
J. Chem. Phys. 3.301  
Phys. Rev. Lett. 6.668  (文章不多，偏重于创新性的理论算法）  
Phys. Rev. A 2.831  
Chem. Phys. Lett. 2.364  
J. Phys. B - At. Mol. Opt. 2.332  
Chem. Phys. 1.908  
Mol. Phys. 1.839  
J. Phys. Chem. Ref. Data 8.756  
J. Am. Chem. Soc. 6.025  
J. Mol. Spectrosc. 1.490  
此外还有关于原子、晶体、溶液等的杂志，有些也有量化的内容。  
影响因子是 2001 年的。  



 51

国内杂志有：  
物理化学学报，化学物理学报，高校化学学报，中国科学 B，化学学报，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原子与分子学报（？名称记不清了），中国物理快报，  
计算机与化学（？），Chinese Phys. Let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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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和对软硬件的要求 

1．软硬件要求  
由于笔者使用的是高斯 WINDOWS 单机版本，所以在此主要介绍 WINDOWS 下的要求 

1．1 硬件环境 

Pentium II 以上微机。荐用Pentium III/800、Pentium IV/1.4G 或更高档的计算机。为保

证高的计算速度和大分子计算的容量，对内存、硬盘的要求较高。专门用于量子化学计算研

究工作的机器，其基本配置应为：内存≥128M、G98 专用硬盘分区≥10G。可以保证较大

的分子或使用高级大基组的计算作业能正常进行。因PC 机一般都只配置IDE 硬盘，I/O 速
度较慢。当计算作业需频繁执行硬盘读写时，相当于快马拉破车，CPU 芯片的效率不能正

常发挥。为提高计算速度，在许多场合下加大内存容量比提高机器的主频显得更为重要。有

条件的话， 好将内存提高到512M 甚至2G。在这样的配置下，一般的SCF-HF 和反应途径

计算均可采用In Core 模式运行。此时，全部的数据交换都将在内存中进行，不必劳驾硬盘，

计算效率可与 快的工作站媲美。笔者所用的是P4,1G内存。计算含C,H,N,O,S的约40个原子

的体系，通常用B3LYP/6-31G(D)。再大，计算耗费就大了。若是再加上弥散函数，真正的想

要研究个什么，恐怕得以星期为单位考虑计算时间。一两个月出结果很正常。 

1．2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应为Wingdows 98、Wingdows Me、Wingdows 2000 或Wingdows XP（G98W 虽
然也可在Windows 95 上正常完成安装，但因后者的32 位总线是模拟的，与G98W 不完全

匹配。运行作业常会莫名其妙地出现死机）。以个人计算经验来看，如果涉及到的计算量比

较大，操作系统还是以XP为好，虽然占的内存较大，但系统稳定。笔者刚开始用的是W98，

因计算量大导致系统崩溃，后用W2000，又因计算量过大导致系统崩溃（现象是出现蓝屏，

提示系统出现了错误），现用WXP，再未出现过因计算量导致系统崩溃的情况。对于XP系统

如果还出现此类问题，建议换小基组试试，若小基组能算，则表明确实是系统承受不了这么

大的计算量，只有换用服务器或工作站了。不知高斯WINDOWS版本能否在LIUX下用，据

说它的操作系统更稳定。 

 

2．安装 

2．1 硬盘分区方案 

好不要将Gaussian 安装在C 盘（系统盘）应令它与作业的输入、输出文件子目录，

以及ChemOffice、HyperChem Gview等辅助软件共同占用一个专门的硬盘分区（虚拟驱动

器）。这样当C 盘因中毒或其它意外原因必须重新格式化时，这些软件目录下积累的重要

计算输入文件、检查点文件和结果文件不致丢失。Gaussian 并不是真正的图形界面软件。

不同于ChemOffice、HyperChem 等“真Windows 应用软件”，它在运行时不需要通过*.dll 文
件与Windows 系统进行动态连接，其初始化文件（Gaussian）亦不写入Windows 系统内。

只要G98W 的安装位置不在系统盘。即使后者格式化并重装了Window系统，Gaussian在新

的平台上可照样正常运行而不必重装。 好Gaussian独占一个分区。如果可能的话，可将除

C盘外的任一个盘设为NTFS格式，据说在这个格式下，单个RWF文件的大小可设到4G（笔者未

曾试过，因为通常计算16G的临时数据交换文件空间已足够了），而FAN32格式下只能设为2G。 

2．2 安装软件 

安装手续比较简单：将安装光盘插入光驱，启动安装程序Setup.exe，按照屏幕提示输

入软件的“Serial Number”并设定程序根目录的路径，按“确定”键即可自动完成安装。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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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Gaussian 安装后在Gaussian 根目录下包含99 个程序文件和5 个子目录。如图所示： 

 

 

 
 
 
 
 
 
 
 
 
 
 
 
 
 
 
 
 
2．3 Gaussian的补钉和升级 

Gaussian 系列软件在每两个大升级版本中间都会有若干次小的升级，改善现存的缺陷

和解决用户在使用中发现的问题。有licence 的软件用户可通过Internet 定期访问Gaussian 
公司主页，下载所需的补钉或升级文件。不过即使有licence，也得要升级费用的。 

网址：www.gaussian.com 

2．4 定制软件运行时占用内存和硬盘的最大空间 

在Gaussian 上运行的每个作业均可在输入文件的Route section（即带#号的行）通过关

键词规定作业运行时许可占用的 大内存和硬盘空间。具体格式如下：%mem=10MW  1 MW等

于8MB，所以这个命令设置计算所使用的内存为80MB。如不设置，高斯使用默认的内存和硬

盘空间：内存48M，硬盘空间是2G，这个默认设置，尤其是内存设置，对于大的计算是不够

的。通常可以设为自己计算机允许的设置值（笔者一般都设为700M内存，10G硬盘空间）。

但如每次启动作业都进行这样的修改则比较麻烦。用户可以通过在根目录\G98\下创建一个

名为Default.Rou 的文件对上述两项的缺省值进行设定。在根目录\ Gaussian \下可找到3 个
名为Default.r1 Default.r2 Default.r3 
的文件，它们可作为创建Default.Rou 文件的模板。它们的内容相同，且为Text 格式。可用

Windows下的“记事本”（即Notepad）打开浏览和编辑。图为原始的Default.r1 被打开后显

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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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ian 中定制内存和硬盘空间的单位可采用KB、MB、GB、KW、MW 或GW（采用任

一种单位程序均能正确识别），。其中W 表示1 个“双精度字”（a word of double precise），

1W=8B。故 

-M- 2MW 表示 大许用内存占用为16MB 
-#- MaxDisk=400MB 表示 大许用硬盘占用为400MB 
选取的定制大小必须与计算机的配置相匹配。即：计算机的总内存扣除系统运行必须的内存

占用后的可用余额，以及G98W 所在驱动器上剩余可用空间。原始的Default.r1 上给出的定

制适用于内存32M、小硬盘的计算机。其计算容量有限。用户应根据计算机的实际配置进行

修改。例如，在计算机内存为128MB、驱动器的剩余硬盘空间约为8GB 时，可将定制修改

为 

-M- 8MW 
-#- MaxDisk=7GB （或7.5GB） 

然后将文件改名，另存为Default.Rou 。定制的大小应考虑经常运行的作业的实际需要，并

非越大越好。用户可以将Default.r1、r2、r3 三个文件，修改分别采用为大小的不同定制以

作备用。 

2．5 工作环境初始化设置 

Gaussian安装后的首次启动时需进行工作环境初始化设置，规定主程序、检查点文件、

输入输出文件等默认子目录和路径。主要目的是给出输入文件，输出文件等的存放地方。其

内容记录在Gaussian 根目录下的初始化文件g03.ini 上。用户可以在启动Gaussian 前用

Notepad 对该文件直接编辑修改，也可点击“File”下拉菜单中的“Preference”选项在程

序界面上进行设定。下面介绍后一种初始化方式。在主窗口上打开下拉菜单File 
 

 

 
 
 
 
 

 

 

 

 

 

点击“Preference”选项后将跳出如图4-4 所示的“Gaussian Preference”对话框，图中给出

了填写的实例。用户应根据您的计算机及软件安装的实际情况逐条正确填写。 

图 G98W 工作环境初始化设置对话框 

6 个栏目的含义为： 

ASCII Editor 外部ASCII 文本编辑器，用于编辑输入、输出文件、Default.Rou、gaussw.ini 
及其它Text 格式文件。GaussW 安装时自动设定为Windows 附件中的Notepad。因Notepad 
可编辑文件的 大长度仅为64KB，而大分子计算的输出文件长度有时达到几百KB。这时，

用Notepad 无法打开。建议改用功能强大的文本编辑器如EditPlus 2.1（在“Computer 
Chemistry 2001”光盘上已提供），并设定相应的路径。或用记事本也可。可以根据个人条

件选择打开输出文件的格式，不必拘泥我所介绍的。 

Bin Path GaussW 执行程序文件所在路径。通常放在安装高斯时自动生成的TEST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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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自己设置。在设置时文件夹的名字 好用英文或拼音，以免高斯不能识别。 

Scratch Path GaussW 检查点文件和运行时的中间文件的位置和路径。默认是Scratch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是在安装过程中自动生成的）如本栏空白，则这些文件将在输入文件所在子目

录下生成。建议将其设定于GaussW 根目录下的\Scratch 子目录。 

Output Path GaussW 作业运行结果的输出文件*.out 的位置和路径。可选择与输入文件路径

相同，也可另行定义。通常放在安装高斯时自动生成的TEST文件夹中 

Input Path GaussW 作业输入文件*.gjf 的位置和路径。 

PDB Viewer 默认的分子图形外部浏览器，用于在作业完成后马上在线浏览当前分子的图 

形。当G98W 在作业正常结束（在主窗口出现字符串Normal termination of Gaussian 98）

后，工具条上的PDB 浏览器按钮 即会显亮。点击此按钮即可进行浏览。同时，在已指定的

Scratch 子目录内自动生成一个与输入文件同名的PDB 格式文件*.pdb。能识别和打开PDB 
格式文件的Windows 应用软件有Chem3D 5.0、HyperChem 6.1 和AlChemy 2000 以GVIEW
等。根据ZORK的建议：在这一项中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软件所在目录中不能存在汉字等

GAUSSIAN不能识别的字符，这些字符的存在会导致GAUSSIAN与这些软件间不能建立关联。可

有时即使是在注意了以上问题后，依然不能在GAUSSIAN与这些软件间不能建立关联。也就是

不能在线浏览当前分子的图。此时，笔者建议不要在此花太多时间，可放弃这个功能。直接

打开GVIEW等软件，从软件中调入输入文件，输出文件和检查点文件，效果是一样的。 

 

点击屏幕上ROUTE，可在出现的框中设定硬盘空间 

 
 
 
 
 
 
 
 
 
 
 
 
个人建议：命令要多试，不要害怕出错；所给的默认的内存和硬盘空间设置完成高斯自带的

练习是没问题的；应尽可能的学些电脑知识。电脑是量化程序的载体，熟悉电

脑有助于更好的使用量化软件；在计算过程中 常需要改动的是内存，其次是

硬盘空间，其他的采用默认设置对计算无影响。内存设置方式：输入文件的Route 
section（即带#号的行）]：%mem=。。。 

           硬盘空间设置设置方式：1在高斯“Preference”中ROUTE设置；2在高斯目录下

Default.r1 Default.r2 Default.r3 中设置； 
           GIVEW 的安装和 GAUSSIAN 是一样的，都是很智能化的。 
 

3．论坛上关于软硬件配置的一些讨论 
3．1 计算的软硬件讨论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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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16:27:23 2002)  
好像大多数都用 RedHat，常用版本有 6.2 和 7.1。7.2 版有很多问题。  
7.0 的 fortran 编译器有问题，要是安装一些带 fortran 源码的软件，  
需要升级 gcc。 如果想用中文 linux，Xteam 也不错，目前的 4.0 版做计算，和 RedHat  
在速度上没有明显差别。另一个中文化的是有名的 Turbo，目前版本是 7.0。但我使用发现，  
在 Turbo Linux 7.0 下做计算，比 RedHat 和 Xteam 多花一半的时间，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还有红旗 Linux，2.0 版不包含 fortran 编译器。速度估计和 RedHat  
差不多。没试过。还有一个比较花哨的 Mandrak Linux，对硬件要求比较高。我曾经在  
一台破奔 2 上安装，竟然足足装了四个小时。计算速度不清楚。  
另外，对于内存需求大的计算，应该在字符方式下登录 Linux，然后运行。因为 X window
会白白占用很多内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16:30:56 2002)  
mandrake 要比 redhat 快一些。它特别是对 intel CPU 的机器支持较好。  
它的界面比较漂亮。版本更新快。对硬件支持好。是我就用它了。算高斯也不错。只是写文

件大小还是不能过 2G. 不知 新版本怎么样。好象它对机器要求不高。PII266 装得尚好。

算 Gauss 对 windows 下快了不少。  
忘了说一点。装好 linux 后， 好对机器进行优化一下。把什么声卡网络全部搞掉这样会快

一些。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16:46:45 2002)  
 FT! 只 要光驱好用装得很快的。只要不全部装。只装个 300~400MB，30 分钟或者更短时间

就搞定。现在用的 redhat 能用在 PIV 上了吧。去年好象用 redhat 还要打一个什么补丁才用

得起。但偶一个很老的 Mardrake7。2 虽然认识不了 PIV 在可以装，用得还很好。什么

GF MX200。板载声卡都认得到。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cluster (并行计算),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17:05:37 2002)  
我用的是 Redhat7.0，比较好使，只要一个主机，一个网卡 显卡、声卡、软驱、光驱全不要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17:15:52 2002)  
Gaussian 公司有并行版的，只是国内好象很少。  
听说 linda 做得并不好。只是 502,703 几个 link 并得比较好。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cluster (并行计算),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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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17:21:26 2002)  
那需要 3 万多元的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brucewu (bruc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20:05:09 2002)  
好像很多的软件要在 linux 下运行, 而有的也可以在 windows 下运行。在 linux 下运行又什么

优势那? 装 linux 是不是要卸载 windows, 我没接触过 linux. 请介绍一下. 多谢!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20:26:40 2002)  
安装 Linux 不会对 windows 有什么影响。两个是不同的操作系统，不同的硬盘分区格式。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20:40:39 2002)  
如果用 mardrank 的话。可以双系统同时存在。硬盘分几个区，先装 windows。然后用其中

硬盘的一块来装 Linux 就行了。mardrank 可让你设置那一个是 default 的起动系统，会出一

个菜单让你选择进 windows 还是 linux. mardrank 可以直接读 windows 系统下硬盘的文件，

也可 copy 到 windows 系统硬盘，用起来很是方便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brucewu (bruc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13 09:42:39 2002)  
redhat 是不是也可以双系统运行呀? 对以前的文件有影响吗? 如果 windows 装在了 c 盘，是

不是 redhat 就要装在 d 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Denny (Denn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13 10:08:36 2002)  
当然，所有的 linux 都可以和 windwos 共存。当然得装在不同分区上，分区格式都不同。 除
了 d,你还可以选择 e,f,g, etc. 但有些版本 linux 得装在 8.4G 以前。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13 10:21:01 2002)  
这与你windows没有关系，只要你的磁盘够用就可以了，建议你用魔术分区来分出一个LInux
的分区和 swap 等。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xzhgok (x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13 10:28:55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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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写文件不能过 2G 的问题可以采用把写文件分割为多个文件的方法解决。我曾计算  
CIS 时，把读写文件拆成 3 个文件，总量 7G 多。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13 10:48:39 2002)  
这个方法不错。 用%rwf 吧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Denny (Denn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13 14:27:49 2002)  
我碰到过写到 10 个左右的 rwf 文件的问题，一致一行语句都写不完，就没办法了。但好像

linux 的 rwf 文件总量超过 16GB 左右系统就会出错。似乎新版本的 A11 已经解决 2GB 的问

题，谁有能力搞个出来大家共用共用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19:45:55 2002)  
如果太大了，写不完一行还是没办法。  
文件大小问题我想不是高斯版本的问题。我不太相信 A11 就可以解决，因为 Gaussian 本来

就可以写很大的文件，只是操作系统能不能管理的问题。在 UNIX 系统下根本不存在这个问

题，偶曾经写过两个 14G 的文件在一 UNIX 系统的工作站上。而听说有一种 redhat 是可以

写超过 2 个 G 的。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pandafu (pand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21:46:40 2002)  
哪个版本的 Redhat? 7.2? 在 UNIX 下,你可以写%rwf=a,3000mb,b,3000mb........ 吗?  
一般我们只可以写%rwf=a,2000mb,b,2000mb......., 而且只能写 8 个 rwf 文件! 16G  
哪位大虾有良策?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23:22:57 2002)  
【 在 pandafu (panda) 的大作中提到: 】  
: 哪个版本的 Redhat? 7.2?  
听说的具体的不知到。  
: 在 UNIX 下,你可以写%rwf=a,3000mb,b,3000mb........ 吗?  
UNIX 下根本不用写，中间文件能写多大就管多大。  
: 一般我们只可以写%rwf=a,2000mb,b,2000mb......., a,2gb,b,2gb 可以写多一点。但不能根本解

决。不过话说回来。不是用 UNIX 的工作站。微机写这么大的文件。速度做起来也够呛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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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说说哪种 Linux 用来做计算比较好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18:36:48 2002)  
可以并行计算，分配到各个节点上，10 个左右就完全够了。 如何并行？  
         
3。2 标  题: 如何并行？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9 10:32:18 2002)  
各路高手！我现有两台 P3，手头上有 G98 的 Linux 版，现请问如何实现并行计算？软硬件

如何设置？具体步骤？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Re: 如何并行？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并行？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30 02:23:47 2002)  
你没有并行版的 G98 是没法并行的。 
  Re: 如何并行？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并行？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30 09:24:58 2002)  
并行的版本是否可以用于单机呢？价格一定比单机版贵吧？大概多少？和老板商量一下，买

套！ 
  Re: 如何并行？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并行？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30 11:32:37 2002)  
Gaussian 并行 A10 共 5000 美元，附赠：GaussianView。  
ADF2000，共 2000 美元左右。 并行计算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并行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27 19:03:19 2002)  
贵州大学的确实是利用的 g98 并行的版本。现在好像 A12 的 gaussian 已经出来了。但是，

我跟那边的王老师联系过，他说 G98 的并行 Linda 做的很不好。他已经在上面做了 3 年了。

现在比较流行的并行环境有：PVM，MPI 等。但是，g98 却采用 linda。我们组里有一套小

小的 10 台并行。是 2000 年建成的 PIII800。计算也很爽，用 ADF2000。采用 PVM 的并行

环境。北大的黎乐民层见过 32 台的并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 早是 32 台 PIII450 的，现在  
在建设 80 台的并行。国内计算所有 973 支持，建立了一套 120 台 PIII500 的并行体系。我

想 大的当属美国能源部的超级并行。总体而言，这是一个方向。单个机子，不论工作站还

是 Pc 总有淘汰的时候。 
    Re: 并行计算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并行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27 20:53:50 2002)  
高斯的并行是不太好。只是 link502 和 703 并得比较好。只能做做优化。象 VASP 这样的

MD 程序只有并行才做得动。 
   Re: 并行计算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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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并行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27 21:47:54 2002)  
好像《科学》上曾经登过 800 台 PIII 的集群。用来计算宇宙演化。   
 
3．3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人: pandafu (pand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r  1 16:49:48 2002)  
我们正在尝试做高斯并行计算。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when I use batch to submit a job,  
there will always have the following problem:  
g98: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util.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看上去好象是系统调用出错，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吗？我们的系统是 Linux redhat7.2,高
斯版本是 g98 version A.7. 是否需要升级高斯版本？或是这个 Linux 系统不匹配。 

     Re: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人: jimfan (经典理论),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2 10:40:49 2002)  
today I received gaussian inc. reply:   
   Dr. Fan,   
   The util.so library is found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LD_LIBRARY_PATH   
and is normally in the directory with the rest of the G98 executables.   
Check to see that you have sourced the g98.login script in the .cshrc   
file for users.   
  What does this mean? 
    Re: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人: landau (waw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2 11:56:27 2002)  
.cshrc file in your home directory,   
edit it and add the following:  
source /g98/bsd/g98.login  
of course, you should make sure where the g98 directory located in  
if it is not locacted in the root directory /. 
    Re: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人: jimfan (经典理论),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2 13:20:58 2002)  
【 在 landau (wawa) 的大作中提到: 】  
: .cshrc file in your home directory,   
: edit it and add the following:  
: source /g98/bsd/g98.login  
: of course, you should make sure where the g98 directory loca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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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t is not locacted in the root directory /.  
I have tried source /usr/g98/bsd/g98.login.  
But still have util.so error.  
this is the set when in batch:  
BASH=/bin/sh  
BASH_VERSION=1.14.7(1)  
EUID=500  
G98BASIS=/usr/g98/basis  
GAUSS_ARCHDIR=/usr/g98/arch  
GAUSS_EXEDIR=/usr/g98/bsd:/usr/g98/private:/usr/g98  
GMAIN=/usr/g98/bsd:/usr/g98/private:/usr/g98  
HISTSIZE=1000  
HOME=/home/fanjm  
HOSTNAME=bioorg2.boc.ustc.edu.cn  
HOSTTYPE=i386  
IFS=  
INPUTRC=/etc/inputrc  
KDEDIR=/usr  
LANG=en_US  
LESSOPEN=|/usr/bin/lesspipe.sh %s  
LOGNAME=fanjm  
LS_COLORS=  
MAIL=/var/spool/mail/fanjm  
OLDPWD=/  
OPTERR=1  
OPTIND=1  
OSTYPE=Linux  
PATH=/usr/kerberos/bin:/usr/local/bin:/bin:/usr/bin:/usr/X11R6/bin:/usr/g98/bsd:  
/usr/g98/private:/usr/g98:/home/fanjm/bin  
PPID=1251  
PS4=+  
PWD=/home/fanjm/test  
QTDIR=/usr/lib/qt-2.1.0  
SHELL=/bin/bash  
SHLVL=1  
TERM=dumb  
UID=500  
USER=fanjm  
_=/home/fanjm/test  
g98root=/usr  
g98: error in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util.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人: landau (wawa),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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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2 13:47:52 2002)  
如果你直接用命令行 g98 < test.com > test.log  会不会出这个问题？ 如果是，你重新编译一

下比较好 
    Re: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人: jimfan (经典理论),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2 21:19:33 2002)  
【 在 landau (wawa) 的大作中提到: 】  
: 如果你直接用命令行 : g98 < test.com > test.log  : 会不会出这个问题？ : 如果是，你重新编

译一下比较好  
 source code of g98 is restricted to sell to china. So we could not get it. 
 
3．4 安装 g98_for Linux 问题 

标  题: 安装 g98_for Linux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r 22 18:33:22 2002)  
我使用的是 Redhat 7.2 现在安装 g98_for Linux,出现如下问题：  
把文件解压缩到／home/gaussian/下，   
／bin/bsh   
g98root=/home/gaussian   
export g98root   
. $ g98root/g98/bsd/g98.profile   
 
给出如下信息：   
home/gaussian/g98/bsd/g98.profile：26：Syntax error: end of file unexpected (e  
xpecting "fi")   
而在 csh 下,输入   
setenv g98root/gaussian   
source $g98root/g98/bsd/g98.login   
提示   
g98root: Undefined variable.   
这是什么原因？ 请指教！ 3X 
    Re: 安装 g98_for Linux 问题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安装 g98_for Linux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r 22 19:18:46 2002)  
【 在 zindo (娃娃)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使用的是 Redhat 7.2  
: 现在安装 g98_for Linux,出现如下问题：  
:   
: 把文件解压缩到／home/gaussian/下，   
: ／bin/bsh   
: g98root=/home/gaussian   
: export g98root   



 63

: . $ g98root/g98/bsd/g98.profile   
              ~~~  
                 应该改成解压缩后生成的目录  
:  : 给出如下信息：   
: home/gaussian/g98/bsd/g98.profile：26：Syntax error: end of file unexpected  
    Re: 安装 g98_for Linux 问题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安装 g98_for Linux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r 22 21:09:07 2002)  
我是在/home/gaussian/下又建了一个子目录 g98 呀  
把文件考到/home/gaussian/g98 下，然后出现如下信息。  

Re: 安装 g98_for Linux 问题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安装 g98_for Linux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23 08:15:40 2002)  
我重新安装了一遍，没出错啊。   

 
3．5 PC cluster  

发信人: pandafu (pand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PC cluster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16 16:02:09 2002)  
老板同意 set up a PC cluster,我们的 Gaussian GG 终于可以在 linda MM 的帮助下，

Running Gaussian parallel computation!!!  
我们的初步打算是先建 10 个结点，不知选用谁的 CPU 比较好，AMD or Inter? 
AMD Athlon XP 的浮点运算能力是比 P4 强的，评测结果说 Athlon XP 2000+ 可媲美 
Northwood 2.2G,而且价格也不贵哟，真是很诱人呀！不过考虑到稳定性和兼容性，总是

让人偏爱 P4 一点，而且 Rambus 的内存系统的是真正的 No 1,对 Gaussian 这种狂耗内存

的怪兽很是适合，一时拿不定主意，请教各位大虾！  
谁那里的机器是 AMD 的，运行的如何，另外大家对高斯并行的效果有何认识，有何  
心得，请不吝赐教，3X. 

    Re: PC cluster  
发信人: olefin (咪咪),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PC cluster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16 16:12:14 2002)  
AMD 的好，运行速度比 PIV 快多了，稳定性差不多 
    Re: PC cluster  
发信人: slimtree (小树),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PC cluster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r 17 00:33:07 2002)  
In our lab.We use AMD. run very well. 
    Re: PC cluster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PC cluster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r 17 01:17:5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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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钱啊。反正要十个结点，不如先一样一台对比测速。  
选性价比 高的来卖好了。有朋友比较过 XP1500+和 P4 1.7G。做 gaussian 计算 XP 要多用

时间 20~30% 
    Re: PC cluster  
发信人: pandafu (pand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PC cluster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r 18 09:45:59 2002)  
毕竟 XP 1500+的主频只有 1.53G 呀，但现在同一价格的 XP 和 P4,还是 XP 的性价比高。 例
如：同在 1100 价位，XP 是 1800+，P4 只有 1.6G A. 
   Re: PC cluster  
发信人: cluster (并行计算),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PC cluster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r 19 08:21:18 2002)  
软件有了吗？大概要 3 万多元。还有交换机大概 7—8K ，100M 网卡， 好每台两个。这

些都是钱  
    Re: PC cluster  
发信人: comments (asd),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PC cluster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r 19 11:21:03 2002)  
AMD 的片子在 linux 下的编译器不大多把。如果你的程序不太好的话，要有小数点后 4、5
位的误差你能忍受的准备了。  
 
3．6 并行是怎么回事？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并行是怎么回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r 18 12:37:48 2002)  
 
从没接触过并行计算和集群，大家帮我做点科普工作吧。比如用 g98 做并行，是每台计

算机都要装一个 g98，还是在主节点上装一个就够了？  
非并行版的 G98 如果在双 CPU 的计算机上运行，能不能加快计算速度？另外，如果要

做 16 台 PC 机的集群，是不是必须要有 16 个显示器？只用一个显示器行不行？  
    Re: 并行是怎么回事？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并行是怎么回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r 18 14:32:22 2002)  
我用 ADF 的每一台机子上都要安装的，应当 G98 也是一样的，因为实际上是考网络和并行

的软件将任务分配，然后再组合一下。非并行版的我没有在双 CPU 的机子上用过，但是有

用过 16 个节点的 IBM 超级计算机的人告诉我，实际上是在用单个的 CPU 计算，而单个 CPU
实际上不如 PIV 快。16 台的 PC 集群，不用每一台都有显示器，只需要主机一台就可以了，

全部靠网络将机子并行起来，集群之间的通讯用 telnet 和 Ping,Ftp 等网络命令进行。   
 
3，7 计算大体系，对系统的要求一般至少怎样呀  

发信人: brucewu (bruc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计算大体系，对系统的要求一般至少怎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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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Apr  5 18:36:19 2002)  
硬件配置！，谢谢了 

    Re: 计算大体系，对系统的要求一般至少怎样呀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计算大体系，对系统的要求一般至少怎样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Apr  5 21:25:08 2002)  
做大的体系单机是很困难的，现在一般是用 pc－cluster 或大型机。我们用的是 p4 2G 作双

cpu 计算， 多是 4 个 cpu。G98 for Linux 是不是支持双 CPU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98 for Linux 是不是支持双 CPU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pr  8 22:32:53 2002) 
    Re: G98 for Linux 是不是支持双 CPU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98 for Linux 是不是支持双 CPU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pr  8 22:43:58 2002)  
%nproc=2  
从 CCL 了解 Redhat Linux 6.0 好像是有问题的。我在 Redhat Linux 7.1 下可以运行。 
    Re: G98 for Linux 是不是支持双 CPU  
发信人: wangshun (wshu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98 for Linux 是不是支持双 CPU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pr 22 16:38:27 2002)  
不用，其实 G98 已经并行好了。可以直接用于共享内存式的并行计算，如双 CPU 机器  
如果是分布式的并行计算，就要装 Linda 并行环境 
 
3。8  G98W 在 WIN98，WIN2000 和 WINXP 哪一种系统下更快? 
     Re: 请教：G98W 在 WIN98，WIN2000 和 WINXP 哪一种系统下  
发信人: wolfling (小猪-圈养在 OHI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G98W 在 WIN98，WIN2000 和 WINXP 哪一种系统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pr 18 17:19:18 2002)  
速度没有比较过，不过我们实验室使用的情况看，在 98 下，gaussian 死机的概率比较大 
    Re: 请教：G98W 在 WIN98，WIN2000 和 WINXP 哪一种系统下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G98W 在 WIN98，WIN2000 和 WINXP 哪一种系统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pr 18 17:26:05 2002)  
98 快，也 易死机，2000 其次，但稳定性 好。XP 慢，在高斯运行时前台速度不可忍

受，三者速度相差不大，总体推荐 2000，但就是玩游戏不方便。 
    Re: 请教：G98W 在 WIN98，WIN2000 和 WINXP 哪一种系统下  
发信人: alb (hop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G98W 在 WIN98，WIN2000 和 WINXP 哪一种系统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Apr 20 17:01:27 2002)  
我在 98 下用，觉得挺好的。死机是不是因为资源不够的缘故啊。如何限制 G98w 使用 CPU
份额？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如何限制 G98w 使用 CPU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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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8 22:07:23 2002)  
在 Win2000 下有没有办法限制 G98w 对 CPU 的占用率，比如限它 高用 CPU 50％的时间，  
好还能动态调整，这样有人在用时可调低，没人时又可将所有的 CPU 时间经可能地  

给 G98W 用。这方法是否可行？ 
    Re: 如何限制 G98w 使用 CPU 份额？  
发信人: stannum (火星人),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限制 G98w 使用 CPU 份额？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10 04:27:35 2002)  
hello, i guess you know who i am. hahaha 。i just knew this board and found your message.  
my suggestion is:  
打开任务管理器，在“进程”选项卡下，选择进程程序，单击右键，设置优先级。  
提高 IE 的优先级，降低 gaussian 的优先级，也许有点帮助 
 
3．9  G98W 对网络下载速度的影响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98W 对网络下载速度的影响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8 21:55:39 2002)  
我们都知道 G98w 很耗 CPU，但我没想到对 ftp 下载速度有那么大的影响，我用 PIV 空跑时

ftp 下某个网点可达到 100k/s，当同时运行 G98w 时就降到 20k/s 以下。这误了我不少时间。 
请帮我看一下这个输入文件。  
发信人: zht (smil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帮我看一下这个输入文件。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0 09:07:26 2002)  
我的这个输入文件，在 g98 for linux 下执行时，报告;  
"Shmget failed.：Invalid argumen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输入文件;  
%Chk=xi1.chk  
%NProc=2  
%mem=800MB  
#T RHF/6-31G(d) Opt Test  
 
xi1  
 
    0    1  
C 0   -0.700089   -0.338272    0.900146  
C 0   -0.389511    0.527237   -0.356003  
C 0   -0.000290   -1.545685    0.222137  
C 0   -2.168243   -0.522018    1.219300  
C 0    1.351608   -1.907455    0.800919  
C 0   -1.536835    1.379456   -0.838409  
C 0    1.608795   -3.231567    1.178177  
C 0   -0.024307   -0.770874   -1.12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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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1.242386   -0.774567   -1.940384  
C 0    1.927094   -1.965866   -2.204620  
C 0    3.106995   -1.930878   -2.952835  
N 0    3.631363   -0.811508   -3.464111  
C 0    2.954636    0.321243   -3.244965  
C 0    1.768784    0.390747   -2.508194  
C 0    2.843582   -3.615234    1.704056  
C 0    3.872818   -2.683929    1.868347  
.............................省略部分 
   Re: 请帮我看一下这个输入文件。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帮我看一下这个输入文件。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0 09:20:59 2002)  
【 在 zht (smile)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的这个输入文件，在 g98 for linux 下执行时，报告;  
: "Shmget failed.：Invalid argument"  
是双 CPU 的机子吗，如果是的话以 root 身份修改 /proc/sys/kernel/shmmax 文件。默认的共

享内存只有 32MB,将它改为系统内存的 2/3 为好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谢谢！  
: 输入文件;  
: %Chk=xi1.chk  
 如果不是双 CPU 或多 CPU 的机子，%nproc=1 或者根本就不用输这行！  
:?NProc=2  
: %mem=800MB  
: #T RHF/6-31G(d) Opt Test  
: xi1  
:     0    1  
: ................... 
3.10 常见量化软件在 LINUX 下的安装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常见量化软件在 LINUX 下的安装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ul  6 10:06:33 2002)  
 

http://www.webmo.net/support/index.html 
   
3.11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ul 20 16:29:36 2002)  
唉，越来越弄不懂了，REDHAT LINUX7.3 版有个人版、专业版和升级版之分，教育网上  
同名的（valhalla）文件（ISO）大小不同，DISC1-3 加起来大小也不同， 近好象又有个名

字不同的（LIMBO），DISC1-3（ISO）文件更大，这都谁跟谁呀，我要晕了。 近想装 RH7.3，
可我的机器原来装了 MANDELRAKE8.2，安装时需要先把 M8.2 卸了吗？不卸的话直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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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吗？我用的是和 WIN98 一起的双系统。那位伙计有经验的不妨讲一下呀。谢了先！ 
   Re: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ul 20 17:01:19 2002)  
只要有硬盘空间就行。如果一块硬盘上的分区太多，可以用分区魔法师，在 DOS 的扩展分

区里建立LINUX分区，swap分区一个就够了，不用重复设置。 多重启动可以用 PQBOOT(NT
操作系统，要求 C 盘不能是 NTFS 格式，否则无法安装) 
   Re: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ul 20 19:36:55 2002)  
我已经分过区了，并且还装了 MANDELRAKE8.2，现在想要把 M8.2 改为 RH7.3，是否可以

不卸 M8.2，直接装 RH7.3？ 
   Re: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ul 21 08:05:24 2002)  
可以。用分区魔法师调整硬盘分区，然后建立新的分区，就能装了 
   Re: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ul 21 11:17:57 2002)  
谢了！ 我本已经分好了LINUX分区，只是担心直接装RH7.3是否能完全将MANDLRAKE8.2
自动删除，我希望在装 RH7.3 时能将 M8.2 自动删除，只是没有这样做过，惟恐出乱子，毕

竟我的硬盘上还有将近 15G 的 WIN 下的东西。 
     Re: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REDHAT LINUX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ul 21 12:09:13 2002)  
只要不使用同一分区，就不会删除。如果两个都要用， 好把 Mandrak 和 Redhat 的 lilo 安

装在各自的根分区第一个扇区，MBR 留给 PQBOOT 
 
3．12 关于 PC 机的运算问题。  
发信人: emc2 (emc2),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关于 PC 机的运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8 22:18:44 2002)  
我知道使用 windows 下的 G98 的读写文件超过 2gb 就无法计算了（不过好像可以采取在不

同分区里限制读写文件大小的方法？）。这里好像很多人都使用 Linux 下的 G98。不知道是

否有这个问题？是否由于 PC 机本身的限制而受影响？还是与操作系统的管理能力有关？  
哪位大虾赐教一下。前些日子一个香港人到我们那里讲学，说用 P4+linux 比 SGI 的 O2 系

列都做得快，但是我当时未想到是否有读写文件大小的问题。哪位朋友也碰到过这类问题？

一起交流一下。如果 PC 机能够不受读写文件大小的限制，我想不必要买工作站了。工作

站价格过于昂贵，而且性能上不是那么好吧？当然买个服务器类的大型机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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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关于 PC 机的运算问题。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PC 机的运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19 08:52:55 2002)  
在 PC＋linux 下仍然有 2G 限制的问题，不过有所改善，比如新版的 G98 linux 版就可以将  
 chk 文件象 rwf 文件那样分割。window 下 rwf 文件不能超过 16G，linux 下能不能超过这个

限制还没试过。 小型工作站似乎没多大的优势，比如 Silicon Graphic Origin 200，计算同样

的任务耗时要比 PIV 1.7G 多一倍。建个 cluster 比买工作站合算。 
     Re: 关于 PC 机的运算问题。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PC 机的运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19 13:03:10 2002)  
哪位有建 cluster 的经验，能否给大家详细讲讲,都需要哪些硬件和软件。如果现在装有

Red Hat7.3 Linux 和 Gaussian 98 for linux, 听说还需要 Linda 软件 ，但是需要 2500$.那里找

到这个软件，怎样设置？ 
      Re: 关于 PC 机的运算问题。  
发信人: yxqiu (杨宇),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PC 机的运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19 15:20:06 2002)  
有人说过在一般的 PC 中，读写文件可以写到 16G。计算中涉及这么大的 RWF 我还没有遇

到过，我自己计算 大曾到过 8G. 有一次我曾想验证一下 16G 的问题，但遇到技术问题，

实验没有能继续下去。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再讨论。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

攒一台机器  
  
3．13 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人: nature (盍旦),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13 18:49:07 2002)  
要求是在跑 gaussian, matlab 的时候速度快一些；稳定一些（稳定运行时间能达到周的数量

级把）多谢指点//bow 。btw:欧看科学通报上有个算晶体的非线性光学效应的文章，文中说

他们用的机器是 p3-677 的，（算了一周左右）。 不知道是什么配置，呵呵。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14 22:24:00 2002)  
可以的!把 CPU,内存,硬盘配好点！!！！！别的差点就可以够了。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15 10:32:52 2002)  
主板更重要，比如华硕的就比其他的好得多，个人观点^-^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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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15 10:40:12 2002)  
5000 块钱少了点。要是配 8000-1000 的，可以看看下面配置：  
P4》2G+内存》512RDRAM+支持 RAID 功能的主板+SCSI 转接卡+7200 转高速硬盘  
不过要注意：  
p4 要选 A 的，二级缓存要 512。看看内存有几个插槽，少了可不成。主板的稳定性。硬盘

要两块了。要不然要 RAID 有什么用。这样的配置估计可以列为服务器了。哈哈！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16 12:59:12 2002)  
这有点太理想化了，实际做不到，  
支持 RDRAM 的目前只有三款芯片组：i850、i850E 和 SIS R659(?)，i850 太老了，只支持

16 位的 RDRAM，必须两条同时用且为 RIMM3200；i850E 支持 32 位的 RDRAM，单条可

用且为 RIMM4200；其他芯片只不过加了一些无用的花拳秀腿，不中用的。  
遗憾的是，用 RIMM4200 的主板太少了，目前只有两款，其中一款是华硕的产品。然而，

i850E 好象不支持 RAID，只有较新的 i850G/GL 才行，可这个芯片组又不支持 RDRAN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7 09:48:52 2002)  
【 在 silali (Geek) 的大作中提到: 】  
: 标  题: Re: hehe,不知道以 5k rmb 的预算能不能攒一台机器  
: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16 12:59:12 2002)  
:  这有点太理想化了，实际做不到，  
: 支持 RDRAM 的目前只有三款芯片组：i850、i850E 和 SIS R659(?)  
: i850 太老了，只支持 16 位的 RDRAM，必须两条同时用且为 RIMM3200  
: i850E 支持 32 位的 RDRAM，单条可用且为 RIMM4200  
这些说法太片面了吧，850E 支持双通道的 16 位的 RAMBUS,和单通道的 32 位 RAMBUS，
就其 速度而言，如果带宽相同的话，应该是不会有很大差别，其实 850 芯片估计也能支持  
533FSB 和 PC1066 的 RAMBUS，所以如果手头钱不多的话，850 还是可以考虑的。  
其他芯片只不过加了一些无用的花拳秀腿，不中用的。  
: 遗憾的是，用 RIMM4200 的主板太少了，目前只有两款，其中一款是华硕的产品  
: 然而，i850E 好象不支持 RAID，只有较新的 i850G/GL 才行，可这个芯片组又不支持

RDRAN^-  
  这个跟主芯片没关系吧，好象都是通过附加其它芯片来实现 Raid 的，850E 的主板  
肯定有支持 Raid 的，ASUS 的 P4T-533 好象就有！  
 只有 5000 元的话，其实可以考虑 Athlon XP 2000+ + KT333 + 512M DDR 性能应该也  
还行吧！ 
 
3．14 有没有用双 cpu 的计算机(不是服务器或者工作站)的?  

发信人: huandaliu (想飞但是飞不起来的猴),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有没有用双 cpu 的计算机(不是服务器或者工作站)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8 15:58:14 2002)  
用双 cpu 作计算是不是比一般的 p4 快很多?还是只有很小的提高? 另外,怎样配置双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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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式机?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谢谢!小弟现在痕迹的,55 
    Re: 有没有用双 cpu 的计算机(不是服务器或者工作站)的?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用双 cpu 的计算机(不是服务器或者工作站)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8 17:58:14 2002)  
如果是相似的 CPU 的话，双 CPU 的机子比同样的单 CPU 机子要快 60％左右，  
如果有钱的话，可以考虑 P4 Xeon + i860 + Rambus 的组合，DELL 有这种工作站买，价钱应

该要 25K 左右吧。如果钱不够宽裕的话，可以考虑 533 外频的 P4+ 850E+ PC1066 Rambus 性
能也很不错的，10K 应该能搞定。AMD 的 CPU 还是不要考虑了，发热大。稳定性兼容性也

不够好?PIII 的也不要考虑了，一则不便宜，二则即便是双 CPU 的 PIII 也比不上一台好点的

P4. 
    Re: 有没有用双 cpu 的计算机(不是服务器或者工作站)的?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用双 cpu 的计算机(不是服务器或者工作站)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8 18:23:17 2002)  
联系过方正园明，双 P4 1.8G CPU + 6G DDR 内存(由于 32 位操作系统限制，实际只检测到

4G)。代理商要价 4 万多。但是代理商提供的样机只插了一个 CPU，所以速度和一般的 P4
比没有太多提高。插了双 CPU 的大概会快一倍吧。  
      Re: 有没有用双 cpu 的计算机(不是服务器或者工作站)的?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用双 cpu 的计算机(不是服务器或者工作站)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8 21:06:04 2002)  
【 在 O0O0O0O0 (葡萄) 的大作中提到: 】  
: 联系过方正园明，双 P4 1.8G CPU + 6G DDR 内存(由于 32 位操作系统限制，实际只检测到

了  
                   ~~~~~~~~~~~~~~~~~~~~~  
                 DDR 的估计就是 E7500 的芯片了，好象只支持 PC2100,对于 P4 来说太少了  
             还是 i860 的板子好，支持 4 通道的 PC800 的 Rambus,带宽可以到 6.4GB,对于双  
             P4 Xeon 刚刚好！  
             PS:这种东西买国产的还不如自己装呢！！ 
 
3．15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人: spinsight (小糊涂仙),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24 17:50:37 2002)  
我有一台双 cpu 的计算机（Tyan S2462 主板， 双 Athlon XP 1700， 1G 内存，两个 80G
硬盘，加 Raid 卡），装了 Redhat7.2，有一个 Gaussian98（for liunx）可以运行，但是单

cpu 版的。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aussian98 下载，或是介绍这方面（安装、设置、运行）

文章。还有各位大侠，能不能讲讲 Linda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人: zht (smil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24 23:45:31 2002)  
普通的 gaussian 98 for Linux 都是支持多 cpu 的，没有问题的。 须用关键词指定 cpu 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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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人: spinsight (小糊涂仙),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25 10:37:14 2002)  
我试过了  
%nproc=2  
但是一运行就出错。对于 Windows 版的 G98 设置％nproc＝2，可以运行。但还是用的是一

个 cpu，这可以从任务管理器中看出来 cpu 的使用率始终是 50％。这时要是运行个 Matlab，
才能到 100％ 。显然 G98（for Windows）不支持双 cpu。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人: spinsight (小糊涂仙),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25 13:05:02 2002)  
为什么我加了％nproc＝2 后，再运行，就出现如下信息  
shmget failed : Invalid argument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人: dudujl (傻弹),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25 15:08:47 2002)  
只有 winnt/win2000/winxp,linux 的操作系统才支持多 CPU 的，如果是 win98,winme 就不行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25 18:48:03 2002)  
支持多 CPU 是令一回事，但软件是没有并行的，也是没有办法去并行计算的。 关键是要有

并行的 Gaussian 软件。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26 08:55:01 2002)  
【 在 spinsight (小糊涂仙) 的大作中提到: 】  
: 为什么我加了％nproc＝2 后，再运行，就出现如下信息  
: shmget failed : Invalid argument  
修改 /proc/sys/kernel/shmmax， 默认的数值为 32M， 要将它改为你系统内存的 3/4 为宜。 还
要修改 rc.local 让下次启动时自动修改  
加入下面这行即可  
echo "xxxxxxxxx" > /proc/sys/kernel/shmmax  
     ~~~~~~~~~~~~~  
    这个为上面修改的值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人: spinsight (小糊涂仙),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26 15:45:40 2002)  
我听说要有 Linda 软件的配合 Gaussian98 才能做并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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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大侠能对 Linda 指点一二。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没有并行版本的 G98 下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4 15:31:20 2002)  
但是好像是 SMP 不支持除了 inter 的 cpu 的。  
1. Can I use my Cyrix/AMD/non-Intel CPU in SMP?  
   Short answer: no.  
   Long answer: Intel claims ownership to the APIC SMP scheme, and unless a co  
mpany licenses it from Intel they may not use it. There are currently no compa  
nies that have done so.  (This of course can change in the future) FYI - Both   
Cyrix and AMD support the non-proprietary OpenPIC SMP standard but currently t  
here are no motherboards that use it. 
 
3．16 怎样在 PC 机上查看 GAUSSIAN98 作业运行情况 
发信人: sanwu (sanw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怎样在 PC 机上查看 GAUSSIAN98 作业运行情况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8 16:52:11 2002), 站内信件  
不知使用何种命令查看 GAUSSIAN98 的作业是不是还在运行， 我使用的操作系统是

LINUX7.2. 请大侠们告知，谢谢！ 
     Re: 怎样在 PC 机上查看 GAUSSIAN98 作业运行情况  
发信人: Sear (James),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样在 PC 机上查看 GAUSSIAN98 作业运行情况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8 18:40:29 2002), 站内信件  
ps -augx|grep g98 
 
3．17 左克： §1-1.内存与速度问题  
       G98W 默认的内存是 128 兆，我以前一直用 64 兆，计算机是 P233，所以奇慢无比。

我后来发现，在计算之前把所有的杀毒程序都关闭（我的计算机上装了三个），可以节省时

间 20%。后来又加了一条 64 兆内存，时间就减少到原来的一半。如果把计算机换成 P300，
用 128 兆内存，还要快。配置可马虎不得。  
     §1-2.GAUSSIAN 输入的一个注意事项：输入的分子核坐标（包括键长和键角）必须是

实型，不能是整型，否则会报错。例如，键长 2.0 埃，可以写成 r=2.或者 r=2.0，不能写成

r=2。 
 
3.18 配机的问题  
   发信人: oldelf (oldelf),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配机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13 18:41:54 2002), 站内信件  
想 近装机,不知道 athlon xp 系列和 P4 到底有多大差距.银子不多,想发挥 大效能,不知   
道能否选择 xp 列的 CPU?急需高手指 点一二.如果能象上次将内存的区别说的那样,那就感

激不尽了. 
     Re: 配机的问题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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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配机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13 20:16:46 2002), 站内信件  
区别，据说 AMD 的 CPU 浮点能力比 P4 强。但是 AMD 的机子噪音太难以忍受，而且发热

量大。现在 CPU 速度太快，应当考虑如何将 CPU 温度降下来， 大限度发挥计算机的潜力，

特别是当你去装 PCcluster 时，P4 应当是首选。但 AMD 的确实便宜。 
22    Re: 用于计算的单机配置，请教  
发信人: oldelf (oldelf),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于计算的单机配置，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Nov  8 11:01:27 2002), 站内信件  
是啊，我也想配一台微机做计算，不知道怎样的配置才能发挥更好的性能！希望有人能提 供
几套不同的配置 
     Re: 用于计算的单机配置，请教  
发信人: hnnew (能带),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于计算的单机配置，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Nov  8 11:10:39 2002), 站内信件  
现在用 DDR 的比较多。如果有钱可以买 DDR400 的。不过从计算机的测试来说，用 rambus
更能提高 P4 的性能。不过相对比较贵。 
      Re: 用于计算的单机配置，请教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于计算的单机配置，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Nov  8 14:11:07 2002), 站内信件  
【 在 zz (菠萝咂咂) 的大作中提到: 】  
:    各位介绍一款用于计算的 PC 配置，用 rambus 还是 DDR ？  
:    还有 近是不是要等什么 intel 的下一代超线程技术呢？  
:    谢谢  
其实 DDR 和 rambus 各有优势，现在 DDR 相应快但带宽较小，rambus 相反，象 gauss 这种

程序对带宽的要求比较大，所以现在的 P4 比起 P3 来要快很多， 主要的就是由于它的体

系结构比较好，能配合更好的内存子系统发挥其优势。  
hyperthread 技术其实没什么必要等的，因为这中技术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编译器，PGI
编译器 新版本是 4 月份出来的，很可能还不支持这种技术。  
如果不是很急的话，其实可以再等等，11 月 intel 配合新 P4 要推出新的工作站级别的主板芯

片，E7502 和 E7506，支持双通道的 DDR，这样配备的 P4 将会如虎添翼，性能估计比现在

好的 PC4200 的 Rambus 还要快不少，不过新东西出来价钱不会便宜，组里有实力的话可

以考虑。如果近日就要添购，建议用 rambus rdram 搭配 P4 2g 以上 533Mhz 的前端汇流排。 
因为再过几日 Intel 就会调降处理器售价了～ATHLON 也不错，只是系统散热得更小心，而

目前 rambus 记忆体频宽大，对于计算效能帮助很大。至于超线程技术 H.T. 目前在 Windows
上面计算量大的 TMPGenc 压缩程式的实测效能也不如预期 H.T. 佳化过的程式 30%，记得

只有 10%多的效能... 何况很多计算软体的 core 很可能没有支援，还不如双 CPU 或是弄

cluster，看预算程式不支援 H.T.时，反而会降低效能  
若是可以延到一阵子后或是明年初，双通道 DDR 甚至 DDR II 晶片组出炉后 rambus 这种昂

贵又缺乏 Intel 后续合约的厂商就可以不必考虑了  
有关计算软体对应 PC 计算机的 benchmark 可以参考这里，虽是日文站但写得很详细  

http://www.hpc.co.jp/ 
     Re: 用于计算的单机配置，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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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于计算的单机配置，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Nov  8 20:49:18 2002), 站内信件  
我们这里有个人的机器搞到了 2G 的内存。但还是没有超级计算机爽。 
 
3.19 Building PC Cluster Step by Step -->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Building PC Cluster Step by Step -->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0 19:36:56 2002)  
 

http://physics.ust.hk/pccluster/stbst/index.html 
Re: 建立 PC－Cluster（1）  
发信人: swain (swa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建立 PC－Cluster（1）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19 23:42:01 2002)  
【 在 kkkil 的大作中提到: 】  
:    以下是我自己动手组建的并行 PC 计算机时的一些配置，只要参考这些文件，做些小  
 改动，比如计算机名，自己喜欢的 IP 地址等，就可以跑起来了。  
:    硬件： 几台 PII 以上 PC，网卡，交换机。  
:     如果新买的 PC 机较多，子机可以考虑不装显卡，只需主机配全。  
:      作为例子，比如有 3 台电脑，一台做主机（PC1），另两台作子机（PC2，PC3 ），给每

台 PC 起个名字比如：PC1， 全  称   : pc1.univ.edu.cn, IP:192.168.10.PC2，       
 pc2.univ.edu.cn, IP:192.168.10.2 PC3，       pc3.univ.edu.cn, IP:192.168.10.3  
:  软件： Parallel Gaussian，ADF 等， Linux 7.2。  
: ...................  
Re: 建立 PC－Cluster（1）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建立 PC－Cluster（1）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0 10:59:25 2002), 站内信件  
【 在 O0O0O0O0 (葡萄) 的大作中提到: 】  
: 谢谢！  
: 我没接触过 PC cluster，有个问题不明白，  
: 好像组装一个 cluster 一个显示器就够了，但是在装系统的时候  
: 是怎么监视进程的？反复插拔显示器的信号线吗？  
: 另外，品牌机做的 cluster，可以连续正常工作多长时间？  
只需装好一台子机，可以用硬盘对考的方式给其它子机装，再 telnet 上去将一些配置文件如

IP 地址改掉就行。当然可以在安装时暂时装上显卡与显示器，不选 X windows，  
装好后拔掉，只要主板允许出错仍起动就可以。这样子机的配置为：  
  主板 ＋ CPU ＋ 内存 ＋ 硬盘 ＋ 网卡，  其它都可不要。  
pc cluster 稳定性显然不能与 其它整机比，某个地方出错，如掉线等都会终断计算，不过如

果并行软件设计得好，仍然可行。以机器的每一个配件 好买高稳定性的，比如主板就 intel
自己的，很稳定，但不像其它主板容易用来超频。 一帮我们计算一个体系 多就一个月吧，

只要电源稳定应该问题不大。那些一周左右的任务用 PC cluster 处理相当好。  
曾经有人说 DFT 方法是穷人的从头算，那么 pc cluster 也可说是穷人的"super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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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速度方面也不差，那个什么国内 top50 计算机中就有好几个是 pc cluster. 
   Re: 建立 PC－Cluster（1）  
发信人: spinsight (小糊涂仙),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建立 PC－Cluster（1）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Dec  1 22:44:18 2002), 转信  
什么样的主板不加显卡也可以启动？是不是再 CMOS 中要设置一下？怎样设置呢？ 做
PC cluster 对网络设备（比如交换机、网卡）有什么要求呢？普通的 100M 交换机、网卡就

可以了吗？  
P4 Cluster 的一个例子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P4 Cluster 的一个例子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Nov 29 11:00:25 2002), 站内  
84 P4 1.7G cpu， 速度是 Cray T3E－1200 的 3 倍：  
 

http://manila.mems.rice.edu/developer/cloud/p4cluster  
http://manila.mems.rice.edu/developer/newsItems/viewDepartment$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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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斯输入文件的创建和程序运行 
初学时，可以调用高斯自带的练习进行计算已达到学习高斯的目的(在 example 和

exercise 文件夹中)。但 终我们需要构建自己的输入文件，本章主要介绍如何构建输入文件。 

1．创建输入文件的目的 
所有的量化程序（包括高斯）都是将所输入的分子转化为薛定谔方程，然后求解方程得

到所需要的有关分子的性质。因此我们必须要将所研究的体系转化为高斯的输入文件，才能

调入到高斯中进行计算。输入分子结构的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据此得到的薛定谔方程的合理

性，也就影响着所得到的解的准确性，所以创建一个合理的输入文件是量化计算的一个重要

环节。对于金属配合物，块体材料和纳米材料来说，构建合理的输入文件也是难点。 

2．常用的创建高斯输入文件的方法 
输入文件的创建大致可分为两类：利用晶体文件产生输入文件；利用绘图软件画出分子

结构然后转换为输入文件。 
2．1 利用晶体文件产生输入文件。 

可以利用汪洋所编写的一个程序将晶体数据转化为高斯输入文件（网址：

http://wforum.zixia.net/disparticle.php?boardName=Gaussian&ID=14201）。根据笔者使用的结

果，转化效果很好，保持了晶体结构的原貌。以这种方式产生输入文件的优点：可以给出一

个很好的初始构型【特别是对有很多可能构型的大分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柔性分子，如果

没有晶体数据作为选择构型的依据的话，就需要对多种可能的构型都做个计算，然后根据能

量判定出能量 低的那个构型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个过程将大大增加我们的计算耗费。为什

么要找出能量 低的构型呢？这是因为一个宏观体系中具有 可几分布的那些微观状态性

质将代表宏观体系的性质，在自然条件下，这个状态的能量是 低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势

能面上的极小点（详细介绍见优化章节）。量化研究的起点就是要找出具有这个能量状态的

结构（可根据能量 小来判断）】。一个好的初始构型将大大缩短这个寻找的过程。这就是使

用晶体文件创建输入文件的原因。对于没有晶体结构的物质也可以用量化软件进行研究，但

对于大分子来说，寻找并判断出用于研究的合适初始构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汪洋晶体

程序的使用请参见程序自带的使用说明。 
2．2 利用 Gview，Chem3D（包括 Chemdraw）和 Hperchem 绘图软件产生输入文件 

使用绘图软件构建高斯输入文件的优点是真正实现了量化软件的优势，既除了可以研

究有晶体结构的物质外，还可以研究没有晶体数据的物质。毕竟在自然条件下，有晶体数据

的物质只是一小部分。所以对于这些没有晶体数据物质来说，量化计算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而

且是廉价的研究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可以用绘图软件绘图并不表示我们可以随意的构建分

子结构，相反，与用晶体数据构建高斯输入文件相比，在这个构建高斯输入文件的过程中，

我们要付出更多努力，要更加的谨慎，因为只有一个合理的输入结构才能确保下一步量化计

算的顺利和正确。量化计算中很多的错误都是由于所给的输入结构不合理和命令不熟悉造成

的。所以在用绘图软件构建输入文件前，一定要仔细的琢磨所要研究的物质，确保输入的构

型在原子的杂化方式（如 C 的 SP2对应一个平面三角形的结构，在画分子结构时要将其体现

出来），键长，空间结构和对称性等方面的准确性，否则计算就会出错。下面分别扼要的介

绍各种软件的使用（Chem3D 和 HperChem 摘自吴国是老师《高斯使用入门》 
应用Gauss时，计算结果的图形显示以及较复杂分子的构建均需借助于辅助软件的配合使用。

Gauss本身能识别和读入Brookhaven PDB 格式的分子描述文件（文件名为*.pdb 或*.ent），

作业完成后又能通过External PDB Viewer 命令输出描述分子 后几何构型的*.pdb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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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能够读入和输出PDB 格式文件且带有分子构建和三维显示功能的计算机化学软件均

可用作Gauss的辅助软件。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如何将绘图软件（GVIEW除外，因为它可以直接生成用于高斯计算的输入

文件）生成的文件转化成可直接用于高斯计算和易于控制对称性的高斯输入文件。 

本法通用于能够输出*.pdb 或*.ent 文件的辅助软件。基本步骤： 

① 在辅助软件界面上构建分子，规整化为“标准构型”或用分子力学法进行初步几何优化 

② 存为PDB 格式文件； 

③ 打开Gauss的主窗口，用Utilities-NewMat 读入PDB 格式文件并转换为Z-矩阵； 

④ 在跳出的作业编辑对话框上补充完成输入文件 

 
2．2．1 用HyperChem构建输入文件 

【例】用HyperChem 6.1 构建阴离子NO3−，并用Utilities-NewMat 转换为Gauss从头计算或

DFT计算用的输入文件。 

目标分子仅含4 个原子，故可在HyperChem 界面上直接建造。但因分子不是电中性，不能

用下拉菜单命令“Build→Add H & Model build”将其规整到标准构型，亦不能用分子力学

法（MM）处理，故在保存文件之前，先用PM3 法进行预优化，然后，点击“File→Save as”
命令，在工作子目录下将分子描述文件保存为PDB 格式，取文件名为NO3-T.ent。 后一步

操作如图 所示： 

 

 
 

 

 

 
 

在HyperChem 6.1 上构建NO3−并将分子描述文件存为PDB 格式（NO3-T.ent） 

然后，启动Gauss，点击下拉菜单“Utilities→NewZmat”，跳出如下图所示的 “File to Process 
through NewZMat”对话框。询问用户欲处理的文件名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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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产生的输入文件所在目录（ 好是专门设一个用于高斯计算文件夹，并点选“Brookhaven 
PDB”文件类型，然后点选文件NO3-T.ent，点击对话框下的“打开(O)”钮，当前对话框消

隐并跳出一新对话框“NewZMat Files Conversion”，如下图所示 

      

 

 

 

 

 

 

 
                NewZMat Files Conversion 对话框 
 
点击“Other Options”钮，跳出另一对话框“NewZMat Other Options”。其画面及默认选

项状态如下图所示。 

 

 

 

 

 

 

 

 

 
                Other Options 对话框的默认选项状态 
若用户要求将所导入PDB 文件中的原子坐标严格、精确地转换为对应的Z-矩阵，则不必改

变此默认选项状态，直接点击“Ok”（在正常操作下，点击“Other Options”步骤应省略），

返回“NewZMatFiles Conversion”对话框。在“NewZMatFiles Conversion”对话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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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Edit Generated File”选项（图5-8）。如需要，在“Generated File Name”栏可更改

目标作业文件名（在本例中我们未予更改），然后点击“Convert”钮，Gauss 新作业文件

NO3-T.gjf即在默认（或当前的）工作子目录内自动生成并显示于新跳出的对话框“Existing 
File Job Edit”内（注：如无此选项，则只将原先的文件转换为以Z-矩阵形式表示的输入文

件，而不对其进行编辑），如下两图所示。 

        

 

 

 

 

 

 

 

 

 

 

 

 

 

      在“NewZMat Files Conversion”对话框上点选Edit Generated File选项 
 

       

 

 

 

 

 

 

 

 

 

 

 

 

 

 

 

 

 

转换后生成的新作业文件NO3-T.gjf 被自动载入作业编辑对话框 

 生成文件的内容如下： 

# HF/6-31G* Test 

No title specified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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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1,R2 

O,2,R3,1,A3 

O,2,R3,1,A3,3,180., 

Variables: 

R2=1.239 

R3=1.23874533 

A3=119.98009846 

 

一般来说输入文件尚欠完善，用户在启动作业前一般还须根据自己具体的计算要求进行适当

编辑、修改。小分子作业可直接利用当前的编辑器在线进行（如上面所介绍的方式）。对较

大的分子，因在线编辑器视窗的工作区域太小，应将其关闭。另用EditPlus 或Notepad 打开

文件再行编辑。对有关输入文件编辑的以下几点重要说明读者应认真阅读： 

① 文件首部尚缺少的“Link 0 命令段”需由用户自行添加。虽然省却了该段的文件仍能被

Gauss正常读入，但这时程序只能借助“检查点临时文件”运行（检查点临时文件运算结束

后会自动消失），故一般应添加上（理由：检查点文件的妙用是使用Gaussian 系列软件的

一个重要技巧，但往往为许多初学者甚至一些老用户所忽视。在“% Section”栏（即Link 0 

命令段）键入由用户命名的检查点文件能在程序运行时随时记录作业的当前信息，包括原子

坐标等。在作业结束时，程序用计算结果信息对检查点文件进行 后一次更新。建立检查点

文件有两个重要功能：⑴运行大分子几何优化等大作业时如意外原因（如停电、死机等）导

致作业不正常中断，其后可从 接近中断点前 后一次记录处重新启动作业，不致前功尽弃； 

⑵对正常结束的作业，主要的计算结果如优化后的分子几何参数、电子光谱、IR 和Raman 光 

谱的频率和强度等都可随时从保存的检查点文件中精确提取，并利用主窗口“Utilities”

中选项的功能转换为其它软件可读的格式，以便进行图形显示和分析（对于有GVIEW的用户，

可不考虑使用“Utilities”的功能，作为和高斯配套使用的软件-GVIEW，可以直接将检查

点文件转换为图，但检查点文件的存在是必须的）；⑶对同一分子进行新的项目或更高精度

的计算（CI 或MP）时，分子的几何参数可以直接从检查点文件中精确读入。如果在输入文

件中将“% Section”段空白，则程序启动后将自动建立一个临时的检查点文件，但一旦作

业正常结束就马上自动将其清除，这时检查点的功能⑵、⑶将失效。 

** 因此，编者建议用户从一开始就养成建立和充分利用检查点文件的习惯，但鉴于大分子

作业的有名检查点文件可能很大，为节省硬盘空间，用户应经常整理\Scratch，将有用的检

查点文件用CD-RW 或外接硬盘备份备份，把无用的删除。 

② 用本法将PDB 格式文件转换成的GJF 文件， “作业控制段”中均取默认的方法、基组

命令“# HF/6-31G*”（在Gaussian 的控制语句中，HF/ 等价于RHF/ ）。用户需根据分的

电子态（开壳抑或闭壳体系）、选定的理论模型和基组自行修改。例如： 

# UHF/3-21G** 开壳分子，在3-21G**基组水平上进行UHF 法的从头算 

# RB3LYP/6-311+G* 闭壳分子，采用B3LYP 泛函方案、在6-311+G*基组水平上进 

行DFT 计算 

# UMP4/D95* 开壳分子，采用D95*基组、在UHF 计算的基础上进行MP4 相 

关能校正 

同时，按照当前作业计算目的、内容的具体要求，例如构型优化（Opt）、振动光谱计算和 

频率分析（Freq）、极化率计算（Polar）等，尚需自行加上相应的关键词及所需的选项。 
③ “题目段”总是显示字符串“No title specified”，用以提醒用户键入作业题目。 

④ “电荷与自旋行”一律预设为“ 0 1”。若计算的是正、负离子，或开壳层分子，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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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应的更改，否则作业不能正常运行，或给出错误的计算结果。 

⑤ .pdb 和*.ent 文件，或Utilities-NewZMat 能识别的带有对象分子坐标参量的其它文件

（如*.chk和G98 作业输出文件*.out 等），通过转换直接生成的GJF 文件，其“分子说明

段”均采用Z-矩阵描述分子特性。因在默认选项状态下Utilities-NewZMat 有自动对被转换

的原子坐标进行对称性分析的功能，凡是在默认对称性判断选项的“tight cutoff”精度范围

内相等的键长、键角和二面角，在输出的Z-矩阵中均分别用同一文字符号R?、A?、D?等（？

为阿拉伯数字）代表。当有上述文字符号出现时，Z-矩阵输入行结束后增加一个以 

“Variables”作为首行的坐标赋值段（前面不得加空白行）来规定各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内

坐标分量的初值）。 
⑥ Gauss 输入文件中的分子描述段采用“自由格式”读入。即Z-矩阵或原子的笛卡儿坐标

的每个输入行中，两个输入的字符串或数据间可用英文的comma 号“ , ”（注意不能用中

文的全角格式逗号），也可用空格（一个或多个均可）分隔开。并用是否带小数点（dot）
来区分输入数据属整型或实型。Utilities-NewZMat 命令生成的Z-矩阵一律采用comma 号分

隔的格式。NO3−在气相中应为D3h 对称性，其3 个N−O 键长应相等。在生成的新作业文件

NO3-T.gjf中出现了两种不等的键长，原因是在HyperChem 中用PM3 法进行的构型预优化较

为粗略。倘若当前作业的目的是在HF、DFT或更高精度等级上进行几何优化计算，则适当

改变“NewZMat Other Options”对话框中的对称性选项设置即可从同一个PDB 文件获得

严格符合分子对称性的Z-矩阵。办法是： 

① 点击下拉菜单“Utilities→NewZmat”命令，导入NO3-T.ent 
文件并依次进入NewZMat Files Conversion 和NewZMat Other Options 对话框。 

② 在NewZMat Other Options 对话框的Symmetry 栏点选 

“Use loose cutoffs for determining symmetry”和 

“Average coordinates using approx. symmetry operations” 

 

 

 

 

 

 

 

 

 

 

 

 

 

 

 

 

 

 

 

 

更改NewZMat Other Options 对话框中的对称性控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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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完成文件转换后生成的高斯输入文件。 

# HF/6-31G* Test 

No title specified 

0 1 

N 

O,1,R2 

O,1,R2,2,120. 

O,1,R2,2,120.,3,180.,0 

Variables: 

R2=1.23874194 

以上就是 对NO3−的Z-矩阵施加分子对称性约束后生成的GJF 文件 

所表示的是经上述步骤对NO3−的Z-矩阵施加分子对称性约束后生成的GJF 文件。图中的Z- 

矩阵中，分子所含的键角和二面角均按照其对称性属性分别被固定为120 和180，3 个N−O 
键的键长均相等，初值为R2=1.23874194。 

Z-矩阵中用文字代号表示的坐标参量称为“变量”（Variables）。对于对称性高于C2 或Ci 群

的多原子分子，采用施加分子对称性约束的Z-矩阵起码有两大优点： 

① 因为在用关键词“Opt”控制的分子几何优化计算中，默认处理是仅对坐标分量中的文字

变量进行 优化，所有用数字表示的坐标分量值则始终保持不变。施加对称性约束后，变量

总数将减少半数以上，故优化计算量可大幅度约减。例如，采用 转换后的Z-矩阵作为分子

初始几何猜测，在相同的理论和基组精度下，计算效率可提高约3 倍。 

显然，分子越大、对称性越高，效益越显著。 

② 可保证几何优化计算的结果构型以及MO 波函数与对象分子的点群对称性严格相符。不

论优化的精度大小如何，Gauss 程序均能正确无误地自动判断出分子所属点群。在输出文

件中正确给出分子的基态光谱项（Gauss 称之为“electronic state”），并标出全部MO 的
对称属性（分子点群的不可约表示归属）。 

Z-矩阵的上述特性还可用于对大分子进行局部几何优化，限于篇幅，不作详细介绍。读者根 

据本节上述内容，不难做到“举一反三”。 
 

 

 

�  从HyperChem 中输出*.ent 文件须知： 

*.ent 文件是PDB 文件中用于蛋白质分子描述的专用格式。因蛋白质分子通常含数千个原

子， 

因蛋白质的结构分析通常侧重于链结构。故*.ent 文件可采用两种方式保存： 

① 只保存链和基团骨架上的“重原子”坐标，忽略分子中所有的氢原子； 

② 保存分子中所有原子的坐标。 

第一种格式无法被G98W 的Newmat.exe 执行程序所识别。又鉴于在HyperChem 中，*.ent 文
件保存的默认格式又偏偏是第一种。因此，当对象分子含有氢原子时务必十分小心谨慎。当

构建和几何预优化已完成的分子若内含氢原子，在保存为*.ent 文件前，必须在Save File 对
话框的PDB 栏中点取“hydrogens”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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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yperChem 中保存*.ent 文件前，应在Save File 对话框的PDB 栏中点取“hydrogens”

选项 

 

2．2．2 Chem3D（包括 Chemdraw）使用简介 
专业版Chem3D（version 5.0 pro）在其图形界面上提供了方便、强大的分子3D 构建、

直接运行分子力学程序MM2 和半经验量子化学软件包MOPAC 97，以及创建Gaussian输入

文件的功能。使从分子构型、几何预优化，到直接建立包括了多种常用进行项目的Gaussian
输入文件可一气呵成。 

全过程的操作分三大步，下面以乙烷分子为例予以介绍。 

【例5-2】 用Chem3D 5.0 pro 构建交错式乙烷（stagger-C2H6）分子，并在软件界面上直接

创建在HF/6-31G**水平上进行几何优化计算的G98W 输入文件。 

1. 构建交错式乙烷（stagger-C2H6）分子 

简单的有机分子可采用Chem3D 工具条上的“Text Building Tool”快速构建。点击工具条上

的    钮，用指示变成    状的鼠标点击当前工作窗口的空白区内任意位置，将出现一个 

形文本输入框。在框内键入符合Chem3D 语法的分子式“C2H6”，如图5-14a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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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要研究的分子在Chem3D中没有，就需要自己构建分子结构。这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用

3D所给的集团组合成所研究的分子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各个集团相连接位置的键长，

键角和二面角一定要合理。不要连上就不管了，应该查找数据给出连接原子间合理的键长，

键角和二面角。要知道这个结构对应这个薛定谔方程，它不合理，方程的求解肯定不顺利，

反应在计算上就是计算很慢或报错。 
2. 在线启动MOPAC 软件进行分子几何预优化 
打开命令栏上的“MOPAC”下拉菜单，见图 

  
 
 
 
 
 
 
 
 
 
 
 
 
 
 
 
 
  
 

点击该下拉菜单中的“Minimize Energy…”命令，跳出同名的“Minimize Energy”对话框， 

如图所示。在对话框上点菜单“Job Type”，在“Job”栏上选“Minimize Energy”；点取

“Copy Measuremments to Message”；将“Minimum RMS”之取值修改为0.0001（默认

值为0.1）。 

 

 

 

 
 
 
 
 
 
 
 
 
 
再点菜单“Theory”，在“Method”栏选“PM3”；在“Wavefunction”栏选“Closed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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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选项和取值的结果核实无误后，点击对话框右下角的“Run”钮，PM3 程序当即启

动，开始进行几何优化计算。因C2H6 分子很小，预优化作业可在十数秒内完成。在优化计

算过程中，画面上的3D 分子图形一般会同步显示其结构变化。对于C2H6 分子，因其标准

构型与PM3 优构型已十分接近，故结构的微小变化在屏幕上不易观察出。 

预优化结束后即可进行 

3. 创建Gaussian 输入文件 

打开命令栏上的“Gaussian”下拉菜单，点击“Create Input File”命令 

。 

 
 
 
 
 
 
 
 
 
 
 
 
 
 
在跳出的“Create Input Fil”对话框上点菜单“Job Type”，在“Job”栏上选“Minimize 
Energy”；点取“Copy Measuremments to Message”、“Do Not Calculate Forece Constant”
和“Use Tight Convergence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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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菜单“Theory”，在“Method”栏点取“Hartree-Fock（即单组态自洽场从头算）”；

在“Wavefunction”栏选“Closed Shell”。 

本菜单下的“Basis”栏仅为Gaussian 作业提供了极小基STO-3G 以及三种 常用的价层劈

裂基组3-21G、6-31G 和6-311G。但所有基组均可通过“Polarization”栏添加极化函数。当

采用价层劈裂基组时，还可通过显亮的“Diffuse”栏添加（+或++）。极化函数和扩散函数

栏目的默认值均为“None”。本例要求采用6-31G**基组（在Gaussian 中其关键词与6-31G(d,p)
等同）。 

 

  
 
 
 
 
 
 
 
 

 

确定理论方法 (a)                    并选定基组 (b) 
菜单“Properties”下的画面提供了10 种分子性质计算项目共用户选择。本算例旨在确定

C2H6分子的 优几何构型，也可视需要增加一些性质的计算。为简单起见，此处我们只增

加Mulliken 布居分析一项附加计算。此时，应在“Properties”栏点选“Charges”；在

“Population”栏点取“Mulliken”SCF Energy 和Diple 是默认计算项目，故无须另行选

择。 

 

 

 

 

 

 

 

 

 

 

 

 

 

 

上述各选项和取值的结果核实无误后，点击对话框左下角的“Save As”钮，画面更换为

“CreateInput File In:”。在“文件名”栏键入输入文件名“C2H6-631ss.GJF”，点击“保

存(S)”钮，输入文件的创建即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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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输入文件C2H6-631ss.GJF 的内容和格式见下。与用Utilities→NewMat 
命令将PDB 格式文件转换而成的输入文件相比，其格式更为完整。它包含了“Link 0”命

令段，自动将检查点文件命名为“Untitled-2.chk”并将作业的题目默认设定为“Untitled-2”。
同时，分子的自旋多重度已按照图5-20b 中“Theory”菜单下Spin 栏的取值而正确设定（但

该菜单中未设“分子电荷”，故对阴、阳离子体系，尚需修改电荷值。 

输入文件C2H6-631ss.GJF 的内容和格式： 

%Chk=Untitled-2.chk 

# RHF/6-31G(d,p) Opt(Tight) Pop=(Minimal) Test 

Untitled-2 

0 1 

C 0 -0.752000 0.000000 -0.002991 

C 0 0.751984 0.000000 0.002000 

H 0 -1.153000 0.881989 -0.520996 

H 0 -1.156998 -0.885986 -0.506989 

H 0 -1.160004 0.009995 1.016998 

H 0 1.152985 -0.881989 0.520996 

H 0 1.159988 -0.010986 -1.016998 

H 0 1.156982 0.885986 0.505997 

 

在Chem3D 直接创建的输入文件（C2H6-631ss.GJF）上原子位置用笛卡儿坐标描述 

用Chem3D 直接创建的输入文件的 大优点是：若对象是中性分子则文件被G98W 读入后

不经修改也可直接运行，这为不打算致力精通G98W 软件而又急于运用程序进行不太复杂

的计算的用户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为不必查阅手册、掌握基本命令和关键词通常也能达到

“瞎猫逮死耗子”的目的。然而，根据计算作业的特殊需要，Gaussian 的许多关键词均设

置多种选项（Option），Chem3D不能提供这些丰富的功能，因此，创建的文件只能适用于

常规的计算项目。另外，Chem3D 直接创建的输入文件采用的是笛卡儿坐标，无法施加分

子对称性限制条件，故不适用于时对于对称性较高分子的几何优化计算。 

对于已具备计算量子化学基础知识的用户，推荐采用经Chem3D 购建和预优化的分子先保

存为*.PDB 文件，然后再用G98W 的Utilities→NewMat 命令创建输入文件。用该命令将上

面的以迪卡儿坐标形式表示的输入文件转换为以Z-矩阵形式表示输入文件，内容和格式如下

（主要看看内坐标格式如何利于施加对称性限制）： 
# HF/6-31G** Test 

C2H6.PDB 

0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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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R2 

H,1,R3,2,A3 

H,1,R3,2,A3,3,D4,0 

H,1,R3,2,A3,3,-D4,0 

H,2,R3,1,A3,3,180.,0 

H,2,R3,1,A3,3,D7,0 

H,2,R3,1,A3,3,-D7,0 

Variables: 

R2=1.52220016 

R3=1.11321125 

A3=110.02771421 

D4=-120. 

D7=60. 

 
C2H6具有D3d 的对称性， 在此对称性下，二面角D4 和D7 固定不变，故几何优化计算时应

该只有R2、R3 和A3 三个变量，作相应修改后的几何优化作业输入文件如下： 

 

% Chk=C2H6-631ss_Opt 

# HF/6-31G** Opt Pop(bonding) Test 

C2H6 Geometry Optimization at HF/6-31G** Level 

0 1 

0C1 

C2 C1 RCC 

H3 C1 RCH C2 ACCH 

H4 C1 RCH C2 ACCH H3 -120. 0 

H5 C1 RCH C2 ACCH H3 120. 0 

H6 C2 RCH C1 ACCH H3 180. 0 

H7 C2 RCH C1 ACCH H3 60. 0 

H8 C2 RCH C1 ACCH H3 -60. 0 

Variables: 

RCC=1.52 

RCH=1.11 

ACCH=110. 

 

以上输入文件中的Z-矩阵采用了G98 允许的另一种变通形式：第一列的元素符号后面可加

上流水序号而变为原子标识符，同时各行定义内坐标的参考原子也（必须）同时用原子标识

符代替。这种形式的Z－矩阵的优点是眉目清楚，使输入文件的阅读、审核和修改更加方便。 

 

在构建复杂的大分子时ChemDraw 与Chem3D 的联用 

在分子几何优化计算中，确定正确、合理的初始分子构型是关键。因为，量子化学计算作业

只能在用户给定的构象下求出分子能量 低时的键长、键角与二面角，并不能直接对构象进

行优化。原则上，完善、可信的几何优化计算必须考虑分子所有可能的全部异构象。若研究

的时已知化合物，手续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只要考虑它们的稳定异构体构象即可。若已知化

合物已作过的单晶结构测定，则还可直接用四源衍射给出的原子坐标作为输入数据。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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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环境中的构型与孤立分子状态下有差别，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两者的差异不大。对未知

化合物，若分子规模较大，结构又比较复杂，寻找其 低能量理论构型是颇为困难的任务。 

平面共轭大分子或其取代衍生物可方便地用 

ChemDraw 软件作2D 构建。因为几乎所有的计算    

机化学软件均能读入ChemDraw 的*.cdx 或*.cdm 格 

式文件。非平面型的复杂有机物，特别是许多有机 

金属化合物分子，单靠2D 构建不能解决问题，但 

许多场合下可先建立相应的2D 结构，然后转入3D 
软件进行修改，获得构象正确的初始分子构型。 

Chem3D 的设定（更改）键长、键角与二面角，基 

团绕键轴旋转，分子坐标反演等功能为此提供了强 

有力的手段。 

下面以三8-羟基喹啉铝（Alq3，通称8-羟基喹 

啉铝）的分子构建为例。Alq3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 

现的一种性能优良的有机电致发光材料，其分子有       实验测定的8-羟基喹啉铝 (C3)分子的立体结构 

两种空间异构体。其中，有应用价值的是具C3 对称 

性的异构体。其3D 结构如右图所示。中心原子 

Al 上有Al−O 共价键和N→Al 配价键各3 个，配位结构呈变形的正八面体。显然它是采用

外轨sp3d2杂化，亦即提供两个空3d 轨道以容纳配价电子。因此，几何优化作业如采用从头

算或密度泛函理论法，必须采用3-21G*、6-31G*或品质更高的基组。 

Alq3 分子含52 个原子，不加对称性限制的几何全优化当采用DFT/B3LYP/3-21G*时，在

PIII/600计算机上执行作业需5 天以上，加对称性限制后，仅需要1 天多即可完成。例5-3 介
绍如何用ChemDraw 与Chem3D 相结合为其创建加对称性限制的输入文件。 
 

【例5-3】 构建Alq3（三8-羟基喹啉铝）分子并在性约束下建立SCF-HF 或DFT 法几何全优

化作 

业的G98W 输入文件。 

创建的基本过程为： 

• 在ChemDraw 上进行分子2D 构建 

• 　→转入Chem3D 对分子的初始构型修改后保存为PDB 格式文件 

• 　→用G98W 的Utilities→NewZMat 命令将PDB 文件转化成*.GJF 文件 

• 　→人工修改文件，施加对称性限制 

• 　→在G98W 上进行半经验法的几何预优化 

• 　→根据预优化结果修改输入文件中变量的初赋值 

本例中使用的软件为ChemDraw 5.0 Ultra 和Chem3D 5.0 Pro。 

1. 在ChemDraw 上完成Alq3 分子2D 构建 

打开ChemDraw，用系统工具在工作区上绘制Alq3 的分子的平面图。注意必须较为准确地

体现贩子的3D 对称性，同时要用软件规定的符号正确表示出各喹啉环上的共轭大π 键（见

下图），以便Chem3D 能正确识别。然后点“Copy”钮将分子图形全选，拷贝入Windows 剪
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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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hemDraw 5.0 上绘制的Alq3 分子2D 图形，关键之处是喹啉环上的共轭 

大π 键必须如图那样正确表示，否则后继的3D 构建软件不能正确识别 

2. 将分子图形贴入Chem3D 
打开Chem3D，点“Paste”钮将剪贴版上的分子图形直接贴入当前工作窗口（默认名一般为 

Utitled 1）。下图为贴入分子经过视角调整后的画面。 
 
 
 
 
 
 
 
 
 
 
 
 
 
 
 
 
 
 
 

用“Paste”命令将ChemDraw 绘制的Alq3 分子的2D 图形通 

过剪贴版直接贴入Chem3D 的当前空白文件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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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贴入的分子图形进行人工修整 

着手修改前，需先对当前文件使用的建造功能进行初始化设置。点选下拉菜单“View”的 

“Settings→Building”，在Building 对话框内有4 个选择方框，Chem3D 在默认状态下这4 
个自动功能全部均被选定。为了对分子结构进行自由而无约束的修改。除了“Fit Model To 
Window”一项之外，应将其它3 个方框内的“√”号全部剔除，见下图- 
   
 
 
 
 
 
 
 
 
 
 
 
 
 
 
 
在 “Settings→Building”对话框上进行构建条件的初始化设置 

 
点选与中心Al 原子邻接的O 原子以及与后者邻接的C 原子，用下拉菜单命令“Object→
ShowSerial Numbers”显示这9 个原子的序列号。用下拉菜单命令“Object →Set Bond 
Angle”将3 个O-Al-O 键角均设定为90º。设定在自动跳出的“Measurements”窗口内进行。

然后，用分子中基团绕σ单键局部旋转的控制工具仔细操作使3 个喹啉环的取向排布状态与

给出的实验分子构型基本相符，画面见下图。 

 
 

 

 

 

 

 

 

 

 

 

 

 

 

 

用下拉菜单“Object→Set Bond Angle”命令将三个O−Al−O 键角设定为9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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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命令“Object →Set Dihedral Angle”将3 个对称性等价的二面角O(1)-Al(2)-O(4)-C(28)、 

O(3)-Al(2)-O(4)-C(8)和C(18)-O(1)-Al(2)-O(3)设定为适当的等值（~164º）。画面见下图。 

 

 

 

 

 

 

 

 

 

 

 

 

 

 

 

 

 

 

 

 

用下拉菜单“Object→Set Dihedral Angle”命令将三个与O 原子邻接的C(8)、C(18)和C(28)原子

的定位二面角设定成等值 

构建完成后，利用旋转分子的工具从各角度目测分子的几何外观。确认无误后将当前构型的

分子存为PDB 格式文件（Alq3.PDB）。 

4. 将*.PDB 文件转换成*.GJF 文件并进行修改       

关闭Chem3D，启动G98W。按Utilities→New 
Zmat 命令将Alq3.PDB 转换成Alq3.GJF 文件，其起 

首部分如右图所示。 

因手工调整的分子初始构型与C3 对称性的误差 

超出“Use loose cutoff for determing symmetry”的判 

断范围，New Zmat 命令不能根据输入坐标识别分子 

固有的点群对称性，致该文件中共包含了150 个内坐 

标分量变量，显然不能用于对称性限制的几何优化。 

但这一文件还是有用的，因为在其Z-矩阵的输入流中 

显示了按合理的规则确定的各原子的参考原子。因 

此，只要对照分子图就较容易将对称性等价的那些变 

量合并。下一页的图所显示的为经过改造后，施加了对称性限 

制的输入文件Alq3_PM3-Opt.GJF（用于PM3 法几何 

预优化）。改造后，内坐标分量变量约减到50 个，即 

减少了三分之二。                                     转换得到的原始Alq3.GJ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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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对称性限制后修改成的文件Alq3_PM3-Opt.GJF（供用PM3 法几何优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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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改的输入文件中在原子的序列号上        

作了两处变动：①将原位于首行的Al 原子与 

其后的O 原子两行对调；②在真实原子前面 

增加了一个名为“X”的“哑原子‡”（dummy 
atom）用以固定笛卡儿坐标Z 轴（即本分子 

的C3 轴）的方向见右图。 

运行Alq3_PM3-Opt.GJF 的Job cpu time 
为5’44”。得到Alq3 在PM3 优构型下的内 

坐标参量结果如下所示                                

                                           
用哑原子X 定义Z 轴的方向 

                                            
 
 
 
 
 
 
 
 
 
 
 
 
 
 
 
 
 
 
 
 
 
 
 
 
 
 
 
 

Alq3 在PM3 优构型下的内坐标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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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文件给出Alq3 的基态电子态为1A，能量由低至高排列的各MO 的对称性归属（即C3 群

不可约表示）为： 

Occupied (E) (E) (A) (E) (E) (A) (E) (E) (A)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A) (E) (E) (A) 

(E) (E) (A) (E) (E) (E) (E) (A) (E) (E) (A) (E) (E) 

Virtual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E) (E) (E) (E) 

(A) (A) (E) (E) (A) (E) (E) (A) (E) (E) (A) (A) (E) (E) (E) (E) (A) 

(E) (E) (A) (A) (E) (E) (E) (E) (A) (E) (E) (A) (E) (E) (A) (E) (E) 

(A) (A) (E) (E) (E) (E) (A) (E) (E) (A) (E) (E) (A) (A) (E) (E) (E) 

(E) (A) (E) (E) (A) 

在复杂分子几何优化计算中采用了对称性限制后，通常需要进一步考察优化的结果是否真正

的能量极小点。因为，倘若分子自旋态的初始判断不对，对称性限制下得到的不但不是分子

基态的构型，且有时甚至在给定的自旋态下也不是一种稳定的构型（即并非一个真正的能量

极小点）。常规的处理是对结果构型进一步作振动分析计算（使用关键词Freq）。若证实

确有3N� 6 个简振频率（线型分子为3N� 5 个），则表明该构型确处于势能面的一个极小点，

否则结果不可用。本算例的目标仅是 

为SCF-HF 和DFT 计算创建输入文件，故不作振动分析。 

 

2．2．3 GVIEW 使用简介 

一 简介 

GVIEW 是一个专门设计于高斯配套使用的软件，其主要用途有两个 
1． 构建高斯的输入文件 

2． 以图的形式显示高斯计算的结果 

除了可以自己构建输入文件外，GVIEW 还可读入 CHEM3D，HYPERCHEM 和晶体数据等诸多格式

的文件。从而使其可以于诸多图形软件连用，大大拓宽了使用范围（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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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IEW 的界面及主要功能键的介绍 

界面简介 

 

 

 

 

 

 

 

 

 

 

 

 

 

 

 

 

 

 

 

 

 

 

GVIEW 的界面 

 

 

 

第一行为菜单栏:   

 

 

File:主要功能是建立，打开，保存和打印当前的文件 

      Save Inage 将当前文件保存为图片格式 

Preferences。可以在里面改变 GVIEW 默认的 

各种显示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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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在这里可以完成对分子的剪且，拷贝， 

删除 和抓图等。 

Atom List,显示当前分子的内坐标，笛 

卡儿坐标，分数坐标等。 

Point Group 可以显示当前分子的 

点群及可能有的点群。 

PBC 显示晶体文件（可以将 CIF 文件转 

换为图形，在点 PBC 按钮后所给 

并的对话框中根据选项调节具体显示的格式。 

Mos 用于显示分子轨道（只有检查点文件， 

此选项才能给出分子轨道图。 

Symmetrize，对当前体系进行对称性控制。 

 

 

 

 

 

 

 

 

 

 

View  这里面的选项都是于分子的显示有关的，如显示 

       氢原子，显示键，显示元素符号，显示哑原子 

       显示坐标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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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lte： 

 

 

 

 

 

 

 

 

 

 

 

 

 

 

 

 

 

可从 GVIEW 中直接向高斯提交计算。这是 GVIEW 作为高斯软件配套功能的重要体现。从所给

的对话框中可以选择工作类型 Job Type（如优化，能量或频率等）;计算方法 Method（如半

经验方法，HF 方法，DFT 方法，MP 方法等，还可以选定基组）;Title(对所要做的计算给一

个说明，以备以后的查看) Link 0（给检查点文件命名，还可以在此用 RWF 命令设置临时数

据交换文件的大小）； General,Guess,（这两个选项主要是给出体系中各原子的连接关系及

如何给出初始猜测）；NBO（可在此设定 NBO 计算）,PBC（可在此设定晶体的有关计算）, 

Solvation（可在此设定溶液中的计算，除了选择溶剂外，还要选择模拟溶剂的理论模型） 

 

Result ：显示计算的结果，包括电荷，静电势表示的表面，振动 

         频率，核磁，势能面扫描，优化等。注意有些结果只能 

 用检查点文件才能显示。 

 

 

 

 

 

 

 

 

 

 

 

常用功能键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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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常用的功能键在上面菜单栏的介绍中已有提到。在这里将对它们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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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构建一个间氟苯乙烷分子并从 GVIEW 里递交计算 

 

 

(1)双击 GVIEW 图标，  

 

 

 

打开 GVIEW ，下图就是 GIVE 打开后的窗口    

 

 

 

 

 

 

 

 

 

 

 

 

 

(2)．双击窗口中的 图标，得到如下窗口 

里面有常用的环状官能团。选中苯环（单击即可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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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当前工作窗口（打开 GIVEW 时程序自动打开一个工作窗口，如下图） 

 

 

 

 

也可通过 File-new 路径 

 新建一个工作窗口 

 

 

 

在这个窗口中点鼠标左键 

窗口中就会出现苯分子， 

见下图 

 

 

 

 

 

 

 

 

 

 

 

将鼠标放在分子上，按左键左右 

或前后移动，可以调节分子的角度 

将鼠标放在分子上，前后移动， 

可以将分子放大或缩小 

Shift+Alt+鼠标左键组合可以 

在窗口内平移分子 

 

当工作窗口内有多个分子时【在 

构建大的分子时，这种情况很容 

易出现】这时可用以下命令 

可以用 Shift+Alt+鼠标左键组合 

移动想要移动的分子，以调节各 

个分子间的距离 

可以用 Ctrl+Alt+鼠标左键组合 

调节其中一个分子的角度，以调节各个分子间的角度。Ctrl+Alt+鼠标左键这个组合常和[将

鼠标左键放在分子上，左右或前后移动，可以调节分子的角度]这个功能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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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击 GVIEW 界面上的 图标。出现以下窗口 

 

 

 

 

 

 

 

 

 

 

 

 

 

 

 

 

 

 

 

点击氟的元素符号“F”，就选中氟原子。 

 

(5).回到工作窗口 

在苯环上的任一个 H 上单击左键，将 H 置换成 F。 

 

 

 

 

 

 

 

 

 

 

 

 

 

 

 

 

但要注意此时仅是元素符号发生了改变，C-F 间的距离仍是 C-H 键的距离。需要用建 

长工具进行调整。单击 GVIEW 界面上      图标。 然后再点击工作窗口中的 C 原子和 F 原

子，看到被选中的两个原子于周围的原子再亮度上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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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出现下面的窗口 

 

   

 

 

 

 

 

 

 

 

 

 

 

 

 

 

 

 

根据 C-F键的长度在 0.675 和 2.700之间的方框内进行 C-F键的调整。完毕后点击 OK即可。 

 

 

 

 

 

 

(6)．双击 GVIEW 界面上的      图标，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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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GVIEW 里内置的链烃库，选中乙烷 

 

(7).在工作窗口内空处点左键， 

 

 用我们前面讲过的命令调节苯和乙烷间的距离和角度 

 

将鼠标放在分子上，按左键左右或前后移动，可以调节分子的角度；将鼠标放在分子上，前

后移动，可以将分子放大或缩小。Shift+Alt+鼠标左键组合可以在窗口内平移分子 

当工作窗口内有多个分子时【在构建大的分子时，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这时可用以下命令 

可以用 Shift+Alt+鼠标左键组合移动想要移动的分子，以调节各个分子间的距离。 

可以用 Ctrl+Alt+鼠标左键组合调节其中一个分子的角度，以调节各个分子间的角度。

Ctrl+Alt+鼠标左键这个组合常和[将鼠标左键放在分子上，左右或前后移动，可以调节分子

的角度]这个功能连用。具体的好处需要自己去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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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单击 GVIEW 界面上       图标。然后点击与乙烷正对的苯上的 C 原子和 H 原子 

 
 
 
 
 
 
 
 
 
 
 
 
 
 
 
 
 
 
 
 
 
 
选择“None”，乙烷上的 C-H 键作类似处理 
然后单击 GVIEW 上的 图标，点选工作窗口中的两个氢原子，即将它们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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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单击 GVIEW 界面上       图标，根据实际键长将两个 C 原子联起来。 

 
 
 
 
 
 
 
 
 
 
 
 
 
 
 
 
 
 
至此分子构建已完成。 
 
 
 
 
（9）．GVIEW 存储个人常用分子的功能。GVIEW 中只有常用的一些环状分子和链状分子，

远不能满足研究特定体系的特殊需要。不过 GVIEW 有一个功能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可以把

常用的分子或官能团存在制定的文件夹内。在需要时可以直接调用。 
 
双击 GVIEW 界面上的 图标，在下面的对话框中键入相关项目，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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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查看分子的对称性 
  从 Edit-Point group 路径可以查看所构建分子的点群。点击 Point group 后，出现如下窗口： 
  
 
 
 
 
 
 
 
 
 
 
为 C1 点群，其下拉菜单中的为可能的点群（改变 Tolerance,也可帮助我们判断所构建体系

可能有的点群） 
 
 
 
（11）．查看分子坐标。单击 GVIEW 界面上的 图标。出现下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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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表示时内坐标，C 表示直角坐标。可以在里面对坐标做适当的调整 
 
（12）．向 GAUSS 递交计算。点 GVIEW 界面上 Calculation 中的 Gaussian 
 
 
 
 
 
 
 
 
 
 
 
 
 
会出来一个递交计算的对话框。从所给的对话框中可以选择工作类型 Job Type（如优化，

能量或频率等）;计算方法 Method（如半经验方法，HF 方法，DFT 方法，MP 方法等，还可以

选定基组）;Title(对所要做的计算给一个说明，以备以后的查看) Link 0（给检查点文件

命名，还可以在此用 RWF 命令设置临时数据交换文件的大小）； General,Guess,（这两个选

项主要是给出体系中各原子的连接关系及如何给出初始猜测）；NBO（可在此设定 NBO 计

算）,PBC（可在此设定晶体的有关计算）, Solvation（可在此设定溶液中的计算，除了选

择溶剂外，还要选择模拟溶剂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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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完毕后，点 Submit 即可递交计算。有时由于安装的原因 GVIEW 无法与 GAUSS 建立关

联，就不能直接从 GVIEW 里递交计算。这时可以在 GVIEW 里保存用于 GAUSS 计算的输

入文件，然后从 GAUSS 里调出文件进行计算。 
 

3．构建分子中的注意事项 
在构建分子前，应对分子的键长，键角和点群等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这样在构建过程中才能

更好的把握细节，如构建大分子时，各个集团间的键长，键角和二面角一定要给的准确。以

作者在论坛上的经验而言，相当一部分的错误（如 SCF 不收敛，1502 报错等）都是分子建

模不合理造成的。分子模型不合理导致程序根据分子模型所得的薛定鄂方程不合理，也就导

致了对方程的解不能顺利完成，所以报错。对于大分子，不会出现分子直线排步的情况，链

烃通常为锯齿型的排列，环之间总是有一定的夹角，共面情况虽有但不多见，这些都是在构

建分子模型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再者，分子建模是量化计算的一个难点，特别是对金属配合物，块状体系和纳米体系的构建。

只有给出合理的结构，程序才能给出合理的解。笔者是做有机体系的计算，对以上三种不熟，

还请做过这方面工作的朋友能把他补上。或独自写一个关于输入的介绍也可。只有大家共同

努力。我们的计算水平才能有整体的提高。 
如果不能体现出分子的对称性，则程序不能正确判断分子轨道的对称性，这在涉计到反应机

理和轨道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 
 

4．怎样构建 Z－坐标 
使用分子内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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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子内坐标系中，分子中每个原子的相对位置是用与它成键的另一原子间键长、该键

与另一化学键间的键角，以及后者与和它有一条公共边的另一键角所成的二面角来确定。因

此，原子的内坐标一般需借助于称之为“参考原子”的3 个其它原子来定义。每个原子的内

坐标占一个输入行。例如，定义原子A 内坐标的输入行的格式为：[A (元素标记)], [原子1], [键
长], [原子2], [键角], [原子3], [二面角]其中，[A (元素标记)]可采用元素符号或原子序数；[原
子1]、[原子2]和[原子3]一般可采用这3个参考原子在输入流中的序列号（显然，它们的系列

号必须小于原子A。亦即，它们在原子A 之前已经定义）。需注意：[键长]的默认单位为Å；

0º< [键角]≤180º。[二面角]的定义为包含原子A、1、2 的平面与包含原子1、2、3 的平面

所成的夹角，其取值区间为[-180º, 180º]。二面角所取的正负符号由“右旋法则”确定。为

方便说明，可取图5-1 所示的H2O2 的两种旋光异构体为例： 

 

 
 
GAUSS 输出的一般解释 
********************************************* 

Gaussian 98: x86-Win32-G98RevA.9 19-Apr-2000 

06-Dec-2001 

图中构型a 与构型b 互为镜像，它们所有对应的键长、键角均相等。在采用“标准几何参数” 

近似下，两种构型分子的原子内坐标分别为： 

 

 

 

 

 

 

按原子定义和输入的循序，H(1)无参考原子，O(2)和O(3)分别有1 个和2 个参考原子。从第

4个原子开始，必须在已输入的原子中取3 个来定义。故H(4)的参考原子1、2、3 分别为O(3)、
O(2)和H(1)。用“右旋法则”确定二面角的正负时，取包含参考3 个原子的平面为基准面、

参考原子2 指向原子3 的位矢方向为基转轴的正方向。若被定义的原子A 与参考原子1、2 
构成的平面位于基准面的逆时针方位，则其二面角参量为正号，否则为负号。根据这一规则，

原子H(4)的二面角参量在构型a 中为+120º；在构型b 中则为-120º。按输入流排列的全部原

子内坐标总称为“Z-矩阵”(Z-matrix)。 
 

当用户手头没有构建分子的图像软件可用时，与采用直角坐标相比，取内坐标来编辑分子的

几何特性参数要容易和方便得多。在具有较高对称性的分子的几何优化计算中，输入内坐标

Z-矩阵还可约减优化变量、节省计算时间并保证优化结果与分子的对称性严格相符。 

 

 

使用虚原子 

对于小分子，对称性好的分子和线性分子较常使用。使用的目的：通过选择一个合适的参比

点，减少计算所需的变量，提高计算效率。此外高斯自带的坐标体系描述线性分子有困难，

需要通过虚原子的加入，使分子成为非线性的，高斯才能识别。 

哑原子使用的一点体会：如果对称中心处有原子，则以对称中心为原点输入，如CO 和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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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若用内坐标方式输入，还需添一个哑原子，如氨，以限制角度和二面角，使其相等；如

是对称结构，但对称中心处无原子，则需要添加哑原子在对称中心处，为保证角度和二面角

一样可再添加一个哑原子，也就是将角度和二面角中的两个量都固定下来，如苯的例子。使

其相等；哑原子在线性键中的应用，因为内坐标中的构型优化不能处理线性部分的180度键

角，如不对称分子中的乙炔基。可通过沿角的等分线添加哑原子，用半角作为变量或常数，

如：N； C 1 CN； X 2 1。 1 90。；H 2 CH 3 90。1 180。；CN=1。20 CH=1。06 

例1．NH3建模过程中虚原子的应用 

这一部分讲解在Z-矩阵中使用虚原子，它由虚原子符号X 表示。下面的例子描述使用 

虚原子固定C3v 群氨分子的三重对称轴： 

N 
X 1 1. 
H 1 nh 2 hnx 
H 1 nh 2 hnx 3 120.0 
H 1 nh 2 hnx 3 -120.0 
nh 1.0 
hnx 70.0 
虚原子在轴上的位置并不重要，使用的键长1.0 可以用任何其它的正数代替。hnx 是 

NH 键和三重对称轴间的夹角。 

例2．这是一个环氧乙烷的Z-矩阵： 

X 

C1 X halfcc 
O X ox C1 90. 
C2 X halfcc O 90. C1 180.0 
H1 C1 ch X hcc O hcco 
H2 C1 ch X hcc O -hcco 
H3 C2 ch X hcc O hcco 
H4 C2 ch X hcc O -hcco 
halfcc 0.75 
ox 1.0 
ch 1.08 
hcc 130.0 
hcco 
这个例子说明两点。第一，虚原子位于C-C 键的中心以帮助限制CCO 为等边三角形。 

ox 是从O 到C-C 键的垂直距离，OXC 角度为90 度。第二，Z-矩阵的某些项可以用负的

二面角变量hcco 表示。 

例3.线性分子的处理（如乙炔，丁三烯的C4 链） 

下面的例子说明用虚原子指定线性成键。使用分子内坐标的几何优化计算无法处理线性分子

片断中键角为180 度的状况，例如乙炔，丁三烯的C4 链。困难也可能发生在接近线性的情

况，例如无对称性分子中的乙炔基。这些困难可在键角平分线上引进虚原子，并使用半角作

为变量或常数的方式解决： 

N 
C 1 cn 
X 2 1. 1 90. 
H 2 ch 3 90. 1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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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1.20 
ch 1.06 
同样，在这个用于几何优化的Z-矩阵中，half 表示接近于一条直线的NCO 角度的一半。注

意，half 变量小于90o 表示cis 构形： 

N 
C 1 cn 
X 2 1. 1 half 
O 2 co 3 half 1 180.0 
H 4 oh 2 coh 3 0.0 
cn 1.20 
co 1.3 
oh 1.0 
half 80.0 
coh 105. 
 

 

5．关于输出的解释 

优化输出的解释 

Entering Link 1 = E:\G03W\l1.exe PID=      1264. 

   

 Copyright (c) 1988,1990,1992,1993,1995,1998,2003, Gaussia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is the Gaussian(R) 03 program.  It is based on the 

 the Gaussian(R) 98 system (copyright 19 98, Gaussian, Inc.), 

。。。。。。。。。。。。。。。。。。。。。。。。。。。。。。。。。。。。。。。。。。。。。。。。。 

上面这一部分是关于版权的说明，它的出现表明程序开始运行； 

Gaussian, Inc. 

 Carnegie Office Park, Building 6, Pittsburgh, PA 15106 USA 

  。。。。。。。。。。。。。。。。。。。。。。。。。。。。。。。。。。。。。。。。。。。。。。。 

Cite this work as: 

 Gaussian 03, Revision B.04, 

 M. J. Frisch, G. W. Trucks, H. B. Schlegel, G. E. Scuseria,  

 M. A. Robb, J. R. Cheeseman, J. A. Montgomery, Jr., T. Vreven,  

 K. N. Kudin, J. C. Burant, J. M. Millam, S. S. Iyengar, J. Tomasi,  

 V. Barone, B. Mennucci, M. Cossi, G. Scalmani, N. Rega,  

 G. A. Petersson, H. Nakatsuji, M. Hada, M. Ehara, K. Toyota,  

 R. Fukuda, J. Hasegawa, M. Ishida, T. Nakajima, Y. Honda, O. Kitao,  

 H. Nakai, M. Klene, X. Li, J. E. Knox, H. P. Hratchian, J. B. Cross,  

 C. Adamo, J. Jaramillo, R. Gomperts, R. E. Stratmann, O. Yazyev,  

 A. J. Austin, R. Cammi, C. Pomelli, J. W. Ochterski, P. Y. Ayala,  

 K. Morokuma, G. A. Voth, P. Salvador, J. J. Dannenberg,  

 V. G. Zakrzewski, S. Dapprich, A. D. Daniels, M. C. 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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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Farkas, D. K. Malick, A. D. Rabuck, K. Raghavachari,  

 J. B. Foresman, J. V. Ortiz, Q. Cui, A. G. Baboul, S. Clifford,  

 J. Cioslowski, B. B. Stefanov, G. Liu, A. Liashenko, P. Piskorz,  

 I. Komaromi, R. L. Martin, D. J. Fox, T. Keith, M. A. Al-Laham,  

 C. Y. Peng, A. Nanayakkara, M. Challacombe, P. M. W. Gill,  

 B. Johnson, W. Chen, M. W. Wong, C. Gonzalez, and J. A. Pople,  

 Gaussian, Inc., Pittsburgh PA, 2003. 

这一部分内容是在用高斯作研究的文章中必须要引用的，在很多文献中都可以看到。据说高

斯公司每年都有专人负责这方面的打假工作。 

Gaussian 03:  x86-Win32-G03RevB.04 2-Jun-2003 

                  01-Apr-2004 

这是所用程序的版本号； 

%Chk=b3lypopt 

 %mem=65MW 

 Default route:  MaxDisk=10GB 

 -------------------------------------- 

 # opt b3lyp/6-31g(d) geom=connectivity 

 -------------------------------------- 

 1/14=-1,18=20,26=3,38=1,57=2/1,3; 

 2/9=110,17=6,18=5,40=1/2; 

 3/5=1,6=6,7=1,11=2,16=1,25=1,30=1,74=-5/1,2,3; 

 4//1; 

 5/5=2,38=5/2; 

 6/7=2,8=2,9=2,10=2,28=1/1; 

 7//1,2,3,16; 

 1/14=-1,18=20/3(1); 

 99//99; 

。。。。。。。。。。。。。。。。。。。。。。。。。。。。。。。。。。。。。。。。。。。。。。。。。。。。。。 

b3lyp 6-31g(d) opt 

 ------------------ 

 Symbolic Z-matrix: 

 Charge =  0 Multiplicity = 1 

 C 

 O                    1    B1 

 C                    1    B2       2    A1 

。。。。。。。。。。。。。。。。。。。。。。。。。。。。。。。。。。。。。。。。。 

上面这部分是工作的具体设置和要求。 

%Chk=b3lypopt，Chk 表示检查点文件（在因意外计算终止后要继续计算，显示分子轨道等

方面必须要有，所以推荐在每次计算中使用该命令保存检查点文件。注意检查点文件保存与

否不影响计算）。b3lypopt 表明检查点文件以该名字被保存。如不命名，则检查点文件不被

保存，计算结束后自动消失。 

%mem=65MW，通过这个命令来设置内存。在这个例子中设定的内存为 65MW×8=520 兆（1MW

等于 8 兆）。所能设置的内存等于物理内存-操作系统运行所需内存-要运行的其他软件所需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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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route:  MaxDisk=10GB 表明所允许使用的硬盘空间是 10G。同样也要根据程序所

在分区的具体情况来设定。超出实际情况的设定是无效的。设定途径：运行高斯（就是点击

高斯图标）；点击 File，在 preferences 里可以设定硬盘空间。也可以在高斯文件夹 

 

里打开文件设定硬盘空间。 

 

# opt b3lyp/6-31g(d) geom=connectivity  opt 表明是进行优化计算，b3lyp/6-31g(d)表

明用 b3lyp 方法和 6-31g(d)基组。 后面这一项是在使用 Gview 构建高斯输入文件时自动

生成的，表示各原子连接情况。可以没有，对计算无影响。 

b3lyp 6-31g(d) opt 这一部分是自己输入的关于计算内容的提示信息。有无对计算无影响，

但作为提示信息，它的存在还是有必要的，而且对以后重新复习该计算时有帮助。 

Charge =  0 Multiplicity = 1 表明所计算的体系是中性的，电荷为零；自旋多重度为 1。

关于判定自旋多重度的一般规则是：体系的单电子数加 1，对于过渡金属配合物和金属等这

一规则不适用，因为它们电子的排布方式是不唯一的。但对于我们所算的光致变色体系是适

用的。过渡金属配合物的多重度可根据磁性来确定（详见结构化学书） 

 

C 

 O                    1    B1 

 C                    1    B2       2    A1 

     

 这是体系的坐标输入，这种输入表明采用的是矩阵输入。还有一种输入方式是直角坐标输

入。在现在的 GO3 版本中，如果是进行优化计算，在计算效率上没有区别（因为都要转化为

程序内自己设定的坐标形式后才进行优化计算）。不过对于对称性比较高的分子，用矩阵输

入比较容易保持对称性。可以用 OPT=Z-matrix 强制要求程序以矩阵形式进行优化计算。我

们所算的光致变色体系没有很好的对称性，所以在这个方面不必化太多心思 

                        Standard orientation:                          

 --------------------------------------------------------------------- 

 Center     Atomic     Atomic              Coordinates (Angstroms) 

 Number     Number      Type              X           Y           Z 

 --------------------------------------------------------------------- 

    1         35             0       -5.624468    0.619065    0.101877 

    2         16             0        3.513624   -4.911160   -0.440263 

    3          8             0        0.810685    1.135322   -1.668476 

    4          7             0        2.529166    1.584746   -0.074011 

    5          7             0        2.856066    1.017187    1.167681 

    6          7             0        0.416514   -2.646709   -0.105241 

    7          7             0        1.644994   -3.155566   -0.076243 

    8          7             0        0.941973   -5.409542   -0.596755 

    9          6             0        2.354328    3.590260   -1.450531 

这部分所表示的是体系的标准方位（Standard orientation）。是程序内部根据输入的分子

坐标为提高优化效率而生成的。因此在优化时坐标的输入方式（直角坐标或内坐标）和优化

效率的关系不大。标准方位（Standard orientation）的原点是分子内核电荷的中心。 

Raffenetti 2 integral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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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electron integral symmetry is turned on. 

   441 basis functions,   871 primitive gaussians,   441 cartesian basis functions 

   109 alpha electrons      109 beta electrons 

“basis functions”（441 是基函的数目）的大小决定计算量的大小。也就是说 basis 

functions 越大，完成计算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SCF Done:  E(RB+HF-LYP) =  -4014.37592643     A.U. after   16 cycles 

             Convg  =    0.9897D-08             -V/T =  2.0068 

             S**2   =   0.0000 

第一行：表示所计算的能量值，单位是 Hrtree（=627.5kJ/mol），16 表示这个方程迭带了

16 次后得到能量值； 

第二行：Convg 表示收敛标准，-V/T 其实就是位力定理的表达式，值为 2 表示这个结果是

比较合理的。 

第三行：S**2 表示自旋污染情况，当这个值比较大时就必须要消去自旋污染。这种情况在

HF 计算时有时出现。DFT 和 MP 方法由于考虑电子相关，这种情况要少见些。 

Mulliken atomic charges: 

              1 

     1  Br  -0.123663 

     2  S   -0.298639 

     3  O   -0.500119 

     4  N   -0.444897 

     5  N   -0.445929 

     6  N   -0.279692 

Mulliken 电荷分布，是利用布局分析算电子布居，然后得到各原子上的电荷分布。从文献

来看常用 NBO 方法算出的电荷分布。原子电荷与电子密度不同，不是一个量子力学可观测的

量，因而不能被第一性原则准确预测。 

Dipole moment (field-independent basis, Debye): 

    X=     0.5027    Y=     0.3304    Z=     3.5012  Tot=     3.5526 

 Quadrupole moment (field-independent basis, Debye-Ang): 

   XX=  -178.0927   YY=  -162.7355   ZZ=  -162.2298 

   XY=    23.0919   XZ=    11.5643   YZ=     4.1335 

 Traceless Quadrupole moment (field-independent basis, Debye-Ang): 

   XX=   -10.4067   YY=     4.9505   ZZ=     5.4562 

这一部分给出了偶极矩。四极矩，八极矩等。偶极矩是能量对所加电场的一阶导。是分子电

荷分布不对称性程度的量度。偶极矩越大，表明分子的正负电荷中心相距越远。偶极矩指向

正电荷的方向。偶级矩被分解为 X，Y，Z 上的分量。X，Y，Z表示是坐标系的三个轴。Tot= 

3.5526 是分子的总偶极矩。但对大的分子，确定坐标体系及弄清各原子在坐标中的位置是

一件比较烦琐的事。极化率也可以得到有关电子分布的信息，在第四章将给出相关解释。 

YOU CAN LEAD A BOY TO COLLEGE.... 

 BUT YOU CANNOT MAKE HIM THINK.... 

           ELBERT HUBBARD 

 Job cpu time:  0 days 19 hours  9 minutes 35.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134 Int=      0 D2E=      0 Chk=     20 Sc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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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al termination of Gaussian 03 at Fri Apr 09 18:52:03 2004. 

这是计算顺利完成的标志。本计算耗时19 hours  9 minutes 35.0 seconds。 
 
能量输出的解释 
 

********************************************* 

H -0.784 -0.554 0. 

------------------------------------------------------------------------ 

Z-MATRIX (ANGSTROMS AND DEGREES) 

CD Cent Atom N1 Length/X N2 Alpha/Y N3 Beta/Z J 

------------------------------------------------------------------------ 

1 1 O 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2 2 H 0 0.784000 -0.554000 0.000000 

3 3 H 0 -0.784000 -0.554000 0.000000 

------------------------------------------------------------------------ 

Z-Matrix orientation: 

--------------------------------------------------------------------- 

Center Atomic Atomic Coordinates (Angstroms) 

Number Number Type X Y Z 

--------------------------------------------------------------------- 

1 8 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2 1 0 0.784000 -0.554000 0.000000 

3 1 0 -0.784000 -0.554000 0.000000 

--------------------------------------------------------------------- 

Distance matrix (angstroms): 

1 2 3 

1 O 0.000000 

2 H 0.959985 0.000000 （原子的核间距、键长） 

3 H 0.959985 1.568000 0.000000 

Interatomic angles: 

H2-O1-H3=109.5074 （键角） 

Stoichiometry H2O 

Framework group C2V[C2(O),SGV(H2)] 

Deg. of freedom 2 

Full point group C2V NOp 4 （程序判定分子所属点群为C2V） 

Largest Abelian subgroup C2V NOp 4 

Largest concise Abelian subgroup C2 NOp 2 

Standard orientation: 

--------------------------------------------------------------------- 

Center Atomic Atomic Coordinates (Angstroms) 

Number Number Type X Y Z 

--------------------------------------------------------------------- 

1 8 0 0.000000 0.000000 0.110800 

2 1 0 0.000000 0.784000 -0.44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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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0 0.000000 -0.784000 -0.443200 

--------------------------------------------------------------------- 

Rotational constants (GHZ): 919.8732484 407.9152949 282.5979854 

Isotopes: O-16,H-1,H-1 

Standard basis: STO-3G (5D, 7F) 

There are 4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A1 symmetry. 

There are 0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A2 symmetry. 

There are 1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1 symmetry. 

There are 2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2 symmetry. 

Crude estimate of integral set expansion from redundant integrals=1.296. 

Integral buffers will be 262144 words long. 

Raffenetti 1 integral format. 

Two-electron integral symmetry is turned on. 

7 basis functions 21 primitive gaussians 

5 alpha electrons 5 beta electrons 

nuclear repulsion energy 9.1572402888 Hartrees. 

One-electron integrals computed using PRISM. 

NBasis= 7 RedAO= T NBF= 4 0 1 2 

• 14 • 

NBsUse= 7 1.00D-04 NBFU= 4 0 1 2 

Projected INDO Guess. 

Initial guess orbital symmetries: 

Occupied (A1) (A1) (B2) (A1) (B1) 

Virtual (A1) (B2) 

Warning! Cutoffs for single-point calculations used. 

Requested convergence on RMS density matrix=1.00D-04 within 64 cycles. 

Requested convergence on MAX density matrix=1.00D-02. 

Requested convergence on energy=5.00D-05. 

Keep R1 integrals in memory in canonical form, NReq= 406345. 

Convergence on energy, delta-E=3.98D-05 

SCF Done: E(RHF) = -74.9606932329 A.U. after 4 cycles （分子总能量） 

Convg = 0.3693D-03 -V/T = 2.0050 （Virial 常数） 

S**2 = 0.0000 

********************************************************************** 

Population analysis using the SCF density. 

********************************************************************** 

Orbital Symmetries: 

Occupied (A1) (A1) (B2) (A1) (B1) （MO 的对称性 — 所属C2v 群的不可约表示） 

Virtual (A1) (B2) 

The electronic state is 1-A1. （分子的基态光谱项为1A1） 

Alpha occ. eigenvalues -- -20.23481 -1.26087 -0.62416 -0.44046 -0.38710（MO 能级） 

Alpha virt. eigenvalues -- 0.59289 0.75406 

Condensed to atoms (all electrons): 

1 2 3 



 121

1 O 7.839428 0.266565 0.266565 

2 H 0.266565 0.591542 -0.044385 

3 H 0.266565 -0.044385 0.591542 

Total atomic charges: 

1 

1 O -0.372558 

2 H 0.186279 （Mulliken 布居分析给出的原子净电荷） 

3 H 0.186279 

Sum of Mulliken charges= 0.00000 

Atomic charges with hydrogens summed into heavy atoms: 

1 

1 O 0.000000 

2 H 0.000000 

3 H 0.000000 

Sum of Mulliken charges= 0.00000 

Electronic spatial extent (au): <R**2>= 17.8523 

Charge= 0.0000 electrons 

Dipole moment (Debye): 

X= 0.0000 Y= 0.0000 Z= -1.6887 Tot= 1.6887 （永久偶极矩及其分量） 

Quadrupole moment (Debye-Ang): 

XX= -6.0922 YY= -4.1956 ZZ= -5.4610 （四极矩） 

XY= 0.0000 XZ= 0.0000 YZ= 0.0000 

Octapole moment (Debye-Ang**2): 

XXX= 0.0000 YYY= 0.0000 ZZZ= -0.1750 XYY= 0.0000 

XXY= 0.0000 XXZ= -0.0058 XZZ= 0.0000 YZZ= 0.0000 （八极矩） 

YYZ= -0.5891 XYZ= 0.0000 

Hexadecapole moment (Debye-Ang**3): 

XXXX= -3.2295 YYYY= -6.5600 ZZZZ= -4.7118 XXXY= 0.0000 

XXXZ= 0.0000 YYYX= 0.0000 YYYZ= 0.0000 ZZZX= 0.0000 （十二极矩） 

• 15 • 

ZZZY= 0.0000 XXYY= -1.8140 XXZZ= -1.3520 YYZZ= -1.7004 

XXYZ= 0.0000 YYXZ= 0.0000 ZZXY= 0.0000 

N-N= 9.157240288768D+00 E-N=-1.969268663071D+02 KE= 7.458422698861D+01 

Symmetry A1 KE= 6.662704811097D+01 

Symmetry A2 KE= 0.000000000000D+00 

Symmetry B1 KE= 5.057462452019D+00 

Symmetry B2 KE= 2.899716425620D+00 

1|1|UNPC-UNK|SP|RHF|STO-3G|H2O1|PCUSER|06-Dec-2001|0||# RHF/STO-3G||Wa 

ter Energy||0,1|O,0,0.,0.,0.|H,0,0.784,-0.554,0.|H,0,-0.784,-0.554,0.| 

|Version=x86-Win32-G98RevA.9|State=1-A1|HF=-74.9606932|RMSD=3.693e-004 （光谱项和总

能量） 

|Dipole=0.,-0.664381,0.|PG=C02V [C2(O1),SGV(H2)]||@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30.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10 Int= 0 D2E= 0 Chk= 5 Sc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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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termination of Gaussian 98. 

__ 
 

6．论坛上关于构建输入文件及量化软件所能研究什么性质的一些讨

论 
 
6.1 怎样在 GaussView 中平移分子呀？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怎样在 GaussView 中平移分子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7 04:27:09 2002)  

我用鼠标只能转动，不能平移。是不是只能用 view 中的 center 功能实现平移呀？ 

Re: 请问怎样在 GaussView 中平移分子呀？  

发信人: skyflying (翱迹天空),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怎样在 GaussView 中平移分子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9 16:47:50 2002)  

按住 shift 键用鼠标左键就可以平移了。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选定其中的一部分操作,有谁知道吗？ 

 
6.2 很多可视化软件中的 clean 是什么功能呀？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很多可视化软件中的 clean 是什么功能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07:40:52 2002)  

一直没有弄懂， 只是知道摁一下后分子构型好像会改变 

Re: 很多可视化软件中的 clean 是什么功能呀？  

发信人: cluster (并行计算),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很多可视化软件中的 clean 是什么功能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08:04:16 2002)  

一种简单的优化, 相当一些软件的能量 小化。 可能是这样的 

 Re: 很多可视化软件中的 clean 是什么功能呀？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很多可视化软件中的 clean 是什么功能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14:49:44 2002)  

if you press 'clean' on the 'builder' window, gaussview will perform a force-field ( molecular mechanics)minimiz

ation of your structure. 

 
6.3 Gaussian 的频率计算结果在 HyperChem 里的显示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 的频率计算结果在 HyperChem 里的显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14:05:10 2002)  
我的经验是完全可以改名的。 但是要和 freqchk.scr 同时改。 用写字板打开 freqchk.scr
文件可以发现有 open file freqchk.ent 一行。 将 freqchk.ent 改成你现在改的 ent 文件名字就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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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GaussView 的一个小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View 的一个小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2 09:13:05 2002)  

比如说我有一个 C2H4 的分子，在 GaussView 中怎样实现把某两个 H 原子取代成 F 原子呀？ 一直没有

找到好办法，呵呵，谁知道小技巧，支招！ 

Re: GaussView 的一个小问题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View 的一个小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2 09:31:23 2002)  

呵呵！ 可以用那个 z-matrix editor，直接把 H 改成 F 就行了。 很方便 

Re: GaussView 的一个小问题  

发信人: landau (waw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View 的一个小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2 12:12:23 2002)  

拿 F 原子直接点在 H 原子上就行了，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呵呵 

Re: GaussView 的一个小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View 的一个小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2 13:51:40 2002)  

那样会自动调整原子间距吗？不行, 原子间距的自己调. 

 

6.5 GaussView 不会自动为你安排 Input Section 的顺序！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View 不会自动为你安排 Input Section 的顺序！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8 16:05:03 2002)  
所以需要自己调整。  我刚才产生的文件就把 modrendudant 那个 section 放到

Geom=connectivity 后面去了。 呵呵，看来 GaussView 功能有待完善。  
附 section order:  
Section Keywords Blank-line Terminated?  
Link 0 commands  % commands  no  
Route Section (# lines)  all  yes  
Extra Overlays  ExtraOverlays  yes  
Title section  all  yes  
Molecule specification  all  yes  
Modifications to coordinates  Opt=ModRedundant yes  
Connectivity specifications Geom=Connect or ModConnect yes  
2nd title* and molecule specification Opt=QST2 or QST3  yes  
Modifications to 2nd set of coordinates Opt=ModRedun and QST2 or QST3 yes  
Connectivity specifications for 2nd set of coordinates Geom=Connect or ModCo  
nnect and Opt=ModRedun and QST2 or QST3 yes  
3rd title* and initial TS structure Opt=QST3  yes  
Modifications to 3rd set of coordinates  Opt=(ModRedundan, OST3)  yes  
Connectivity specifications for 3rd set of coordinates Geom=Connect or Mod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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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ect Opt=(ModRedun,) QST3 yes  
Initial force constants (Cartesian)  Opt=FCCards  yes  
Accuracy of energy & forces  Opt=ReadError  no  
Trajectory input (multiple sections depending on options selected) Trajector  
y yes  
Atomic masses  IRC=ReadIsotopes  yes  
Solvation model parameters and input SCRF (post-SCF)  yes  
Basis set specification  Gen, ExtraBasis  yes  
Basis set alterations  Massage  yes  
ECP specification  ExtraBasis, Pseudo=Cards  yes  
Background charge distribution  Charge  yes  
Finite field coefficients  Field=Read  yes  
Symmetry types to combine  Guess=LowSymm  no  
Orbital specification** Guess=Cards yes  
Orbital alterations** Guess=Alter yes  
Solvation model parameters and input SCRF (HF or DFT) yes  
PCM solvation model input SCRF=(PCM,Read)  
Weights for CAS state averaging  CASSCF=StateAverage  no  
States of interest for spin orbit coupling  CASSCF=Spin  no  
# orbitals/GVB pair  GVB  no  
Alternate atomic radii  Pop=ReadRadii or ReadAtRadii  yes  
Data for electrostatic properties  Prop=Read or Opt  yes  
Cube filename (& spec. for Cards option) Cube  yes  
NBO input  Pop=NBORead  no  
Orbital freezing information  ReadWindow option  yes  
OVGF obitals to refine  R/UOVGF IOp(9/11=100) yes  
Temperature, pressure, atomic masses  ReadIsotopes option  no  
PROAIMS wavefunction filename  Output=WFN  no  
* A blank line also separates the second or third title section from the cor  
responding molecule specification.  
** UHF jobs use separate a and b sections (themselves separated by a blank l  
ine). 

 
6.6 如果在 Gview 里面直接输入离子？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如果在 Gview 里面直接输入离子？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15:40:16 2002)  

半天在 gview 里面也没有办法输入 Na 离子，好烦呀。用 chemoffice 画了个存成 PDB 格式， view 一打

开居然还问我加氢不氢。FT，这不是当成原子了吗？！ 

 Re: 如果在 Gview 里面直接输入离子？  

发信人: xzhgok (x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果在 Gview 里面直接输入离子？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18:29:51 2002)  

这个好办！！在 GVIEW 中的 BUILDER 上选 Element，再选 Na，计算时电荷为+1。当与其他原子形成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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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配位键时注意连接成键，并调整分子总电荷！ 

 
6.7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人: gauss98 (高司),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r 18 10:08:46 2002)  

 

我现在在做分子轨道定域化的课题。现在需要把做出的轨道（或者密度）大小显示出来。我目前的做法

是将.chk 文件转换成.fchk 文件，然后用我得出的轨道系数矩阵代替原来 gaussian 算出的正则轨道系数矩

阵，用 C2 软件显示  

目前的不满意是：1 一下只能显示一个轨道，而且不能在显示等高线的同时显示出原子位置  

                        2 C2 是用彩色表示高度，但是发文章一般用黑白，希望把负值的线转化成虚线  

请教这方面有经验的大虾，有没有这方面比较方便的软件？gaussianview 用起来 如何？是免费的么？（偶

没用过）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r 18 11:04:16 2002)  

gaussview 不是免费的，但是有盗版的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r 18 14:37:35 2002)  

C2 是用彩色表示高度，你可以完全转换为黑白的，从 View bar 里面选择分子轨道，还有 setting 里面，

随便改动就可以了。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人: gauss98 (高司),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r 18 21:09:13 2002)  

黑白的用亮度来表示大小，在 word 里根本达不到这样的分辨率，更别说可能的复印稿了。我希望能将负

的用虚线表示，不知 C2 有不有这个功能？ 另外，还希望一张图能同时显示几个轨道，也不知道怎么处

理。 谢了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人: hzhan (hzha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2 17:01:46 2002)  

  gaussianview 好像可以,图形画出来很好看,你试试吧!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人: thbnju (瞎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2 22:10:28 2002)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 gaussview?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人: olefin (咪咪),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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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gaussian 结果可视化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2 22:53:38 2002)  

ftp://202.113.28.2 

 
6.8 请问半径问题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半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pr 25 08:27:25 2002)  

请问在 Chem3D 中能不能设定原子之间的间距？如何设定呢？chem3d 中给出的 C60 模型的原子半径不

对， 如果不能， 有什么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谢谢。 

  Re: 请问半径问题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半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pr 25 08:57:36 2002)  

用 GAUSSVIEW 吧， 键长,键角和二面角都可以设定 

 

6.9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人: thbnju (瞎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pr 18 07:45:05 2002)  

我现在用高斯计算小体系，很快就算完，这样我就不得不一直守在计算机旁边，不知道能不能让高斯批

量计算不同的分子？  

Re: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pr 18 08:39:10 2002)  

Linux 和 Unix 版可以，写批处理命令就行。Windows 版没试过。如果用同一方法和基组计算同一个分子，

可以用 scan 

   Re: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人: hnnew (能带),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pr 18 09:57:55 2002)  

可以,在 WIN 板中将所有的 gjf 文件直接拖到 G98 中, 然后在 Utilties 中的选项中的 EDIT 进行编辑就可以

了. 

  Re: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pr 18 19:20:10 2002)  

windows 版的可以编辑叫做.bcf 批处理文件。在 Gauss 目录里有。如下例：  

!user created batch file list  

!start=3  

!  

d:\excite\SF6.gjf , d:\excite\optSF6.out  

d:\excite\2sf5cf3.gjf , d:\excite\opt2sf5cf3.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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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cite\3sf5cf3.gjf , d:\excite\opt3sf5cf3.out 

  Re: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Apr 19 18:51:47 2002)  

utilities 菜单下面有个 edit batch list 可以编辑。还可以设定从那个计算开始，也可以直接对 bcf 文件进行

文本编辑 

  Re: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人: alb (hop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能批处理计算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Apr 20 17:00:12 2002)  

再输入窗口的左上方有一个 additional steps 的按钮，按了以后就可以再那个条形的窗口上点击 step 的菜

单，便就可以不停的加入任务了。 这样还可以随时检测输入是否正确   

 
6.10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8:24:22 2002)  

我用 Hyperchem 初始优化出来一个结果，保存成*.ent 文件再打开的时候 H 原子就没有了， 怎么回事啊？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8:33:28 2002)  

*.ent 文件是不是不能加 H 啊？怎么我在*.ent 文件里加 H 保存后打开还是没有 H 啊!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8:35:44 2002)  

而 Hyperchem 和 Chem3d 都能打开的文件好像只有*.ent 和*.mol, 还有一个*.xyz,但是我的 Hyperchem 不

能保存成*.xyz,没有它的转换器，而且 chem3d 也很奇怪，好像只能保存成*.mol, 却不能打开*.mol, 请教

了。 谢谢。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8:39:13 2002)  

BTW:是一被 Hyperchem 改动过的*.mol 就不能被 chem3d 打开了， Chem3d 自己产生的*.mol 是可以打开

的， Chem3d 和 Hyperchem 是不是有仇啊？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8:39:47 2002)  

建议你用 HyperChem 保存成内坐标格式*.zmt。Hyper 可以打开 Chem3D 的 mol 文件，反过来有点问题，

格式不太一样，虽然都是 MDL 的 mol 格式，以前我都是用 AlChem 存一下就都能打开了。Chem3D 可以

打开 Hyper 的 zmt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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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8:44:28 2002)  

可是我的 Chem3d 还是打不开.zmt 文件啊？是我的版本问题吗？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8:48:09 2002)  

我用 Alchem2000 却不能保存，不管是保存成.ent,还是.mol, 说什么 failed to save molecule。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8:48:26 2002)  

应该没问题啊！从 Chem3D 5.0 到 7.0，Hyperchem 5.0 到 7.0， 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8:56:21 2002)  

哦！在 Chem3d 的类型里是没有*.zmt 吧。可是我刚才直接选所有类型倒是可以打开那个*.zmt 文件， 但

是我直接输入文件名*.zmt 居然不行，真是 ft 了。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9:00:57 2002)  

有的，在 mopac 输入类型里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Uc (Uc),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9:14:56 2002)  

保存文件时在 PDB Options 有个选项是 Hydrogen，just check this option.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09:24:27 2002)  

啊！那行 so 长！！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不告诉我我可能这辈子也看不到了， sigh.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12:56:25 2002)  

还有一个问题， 保存成*.ent 怎么连双键也没了？ 

  Re: H 怎么丢了？  

发信人: horsehorse (阿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 怎么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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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17 18:29:40 2002)  

是正常现象啊，反映出空间几何构型就行了 

 
6.11 请教大侠 

发信人: jianggre (浪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大侠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y 25 10:26:52 2002)  

用 MOLDEN 可观察的，几何构型可以存成什么样的文件打印出来，3X! 

  Re: 请教大侠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大侠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y 25 11:09:23 2002)  

可以存为 ps 文件，然后在 PC 上用 gsview 或 photoshop 就可以打开。 

  Re: 请教大侠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大侠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y 26 10:53:33 2002)  
有个软件的名字就叫 gsview,是处理 ps 文件的！不是指 gaussview!   

 
6.12 请教 ADF 高手 

  发信人: yuyuchen (yuy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 ADF 高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8 21:12:38 2002)  

ADF 程序中的 OCCUPATIONS 关键词，对有对称性的大体系的计算如何指定？ 

  Re: 请教 ADF 高手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ADF 高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8 22:07:12 2002)  

我觉得 好不用，因为基态一般不需要指定，而用 OCCUPATIONS 指定占据数的激发态相当于单参考单

组态计算，结果不好。 

  Re: 请教 ADF 高手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ADF 高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8 22:36:11 2002)  

计算含过渡金属的体系(特别是金属团簇)和过渡态,自由基有时还是需要的。有时算出的态不是基态

(HOMO>LUMO)。  

 
6.13 画能级图用什么软件？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画能级图用什么软件？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l  8 10:15:34 2002)  

虽然用 origin 可以画，但很麻烦，比如要画一个能级就要设定起始点，在用直线连起来，能级一多就

够你受的了。有没有专门用来画能级的软件？ 

    Re: 画能级图用什么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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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画能级图用什么软件？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l  8 11:22:51 2002)  

hyperchem 里面好象就有啊。   

    Re: 画能级图用什么软件？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画能级图用什么软件？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l  8 23:27:06 2002)  

似乎只能画它本身计算的结果。 

    Re: 画能级图用什么软件？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画能级图用什么软件？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l  9 17:34:50 2002)  

为什么要用直线连起来? 每个点都画成横的线条不就可以了? 我觉得 origin 应该很方便 

 
6.14 请教? 

  发信人: yuyuchen (yuy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ug 22 21:19:16 2002)  

  发现得到的晶体的.cif 文件得到的晶体中，少了 H 原子，怎么能够合理的加上去，就是水上的两个 H 原

子不见了，谢了先 

    Re: 请教? 

发信人: qc (小迷糊),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Aug 28 22:56:06 2002)  

如果能够变成 PDB 格式的文件，然后用 gauss view 读入， 就可以自动加入氢原子。不过，如果分子很

大，能不能固定所有重原子位置，我没有试过。不妨试试？ 

 
6.15 GaussView 问题请教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View 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Aug 18 15:51:07 2002)  

请问 GaussView 里的 data 目录下的.frg 文件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读出? 3X!  

--Re: GaussView 问题请教  

发信人: Sear (James),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View 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Aug 18 18:38:35 2002)  

Notebook! 

 
6.16 用 chem3d 看量化计算结果没有显示成键怎么办 

发信人: nadine (nadin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用 chem3d 看量化计算结果没有显示成键怎么办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8 20:56:50 2002)  

计算金属与有机小分子团簇。结果金属与有机分子间没有显示成键, 用 chem3d 显示的，金属与有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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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近的一个原子距离 2.74, 怎么办？ 实验结果是有反映产物的呀. 请多多指教。 

  Re: 用 chem3d 看量化计算结果没有显示成键怎么办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chem3d 看量化计算结果没有显示成键怎么办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9 17:21:21 2002)  

没有成键并不一定没有反应呀！只是 chem 3d 的 limitation  

  Re: 用 chem3d 看量化计算结果没有显示成键怎么办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chem3d 看量化计算结果没有显示成键怎么办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0 19:33:42 2002)  

在 Chem3d 中，所显示的成键和不成键是根据在 chem3d 中自己系统内的设置而定的，所有真正要看有

没有成键不能根据这个计算的结果，应当先看计算的键长数据，是否合理。另外，要根据计算结果中

的键级看一下。 

    Re: 用 chem3d 看量化计算结果没有显示成键怎么办  

发信人: nadine (nadin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chem3d 看量化计算结果没有显示成键怎么办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0 20:41:47 2002)  

谢谢! 我想可能是弱相互作用,不过怎么知道金属是和有机分子中的哪一个原子成键呢? 

 
6.17 如何使用 gaussview|view|displayformat|surface? 

  发信人: tofly (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如何使用 gaussview|view|displayformat|surfac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9 11:13:47 2002)  

我想把高斯的计算结果中的一些比如布居数等量可视化一下  

可是为什么我的 Gaussview 的 view|display format|surface 总是灰色无法使用呢？ 急需大虾的帮助 
    Re: 如何使用 gaussview|view|displayformat|surface??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使用 gaussview|view|displayformat|surfac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0 01:20:57 2002)  

U need the checkpoint file to do this 

   Re: 如何使用 gaussview|view|displayformat|surface??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使用 gaussview|view|displayformat|surfac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0 10:58:08 2002)  

打开相应的 chk 文件,也可以用 chem3D 来打开。 他们都需要运行 cubegen 来生成 cube(可以把结果存

成 cube 文件) chem3D 的网格图可能要好看一些 

 
6.18 H-bond and gaussview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bond and gaussview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6 20:21:54 2002)  

在 chemd3d 和 hyperchem 中都能显示出氢键， 而在 gaussview 中显示不了氢键怎么办？ 是不是要在成

氢键的原子间明确以键示之？ 

    Re: H-bond and gaussview  



 132

发信人: matrice (matrix isolatio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bond and gaussview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7 23:07:24 2002)  

其实有没有氢键 好是通过键长来判断  在普通的 O-H 附近就可认为存在 H-bond，  判断

Lewis acid-Base complex 或者 Vender waals compounds 时也都是通过键长来看 

     Re: H-bond and gaussview  

发信人: lijiabin (little monke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bond and gaussview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8 08:56:27 2002)  

能不能给出具体的范围，先谢了 

    Re: H-bond and gaussview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bond and gaussview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9 17:23:37 2002)  

< 2.7 ang 

 
6．19 GaussView 如何从.out 中显示电荷密度? 

发信人: tofly (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今天是 GaussView 如何从.out 中显示电荷密度?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8 09:12:15 2002)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可以利用高斯的计算结果 直观的显示电荷密度和布居数  

P.S 这个布居数谁可以解释一下 我只从物理书上见到过 高斯的 population analysis 我怎么也看不明白

意思 麻烦大牛帮忙解释一下…… 呵呵 

    Re: 今天是 GaussView 如何从.out 中显示电荷密度?  

发信人: codelover (codelov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今天是 GaussView 如何从.out 中显示电荷密度?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8 19:07:48 2002)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results->charges 

 
6．20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人: tofly (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4 16:00:35 2002)  

    我想在 gaussview 里面画一个自己设想的分子 结构很简单 中间五个原子成直链状 两端各有四个原子         

与其相接 两端的四个原子分别位于三角形的三个定点及其中心 另外 直链与三角形中心的原子相接  

   整个分子应该是中心对称的  

  但是 我怎么也画不出它的对称来 求助！！！ 
Re: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人: qc (小迷糊),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5 15:26:01 2002)  

我用 GUASS VIEW 作出了一个构型，不过少了一个直链原子。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那种。构型如下：  

 B  

 H                  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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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1              B2    2              A1  

 H                  1              B3    2              A2    3              D1  

 H                  1              B4    2              A3    4              D2  

 H                  1              B5    4              A4    2              D3  

 B                  1              B6    4              A5    2              D4  

 H                  7              B7    1              A6    4              D5  

 H                  7              B8    1              A7    4              D6  

 H                  7              B9    9              A8    1              D7  

 H                  7             B10    1              A9    4              D8  

 H                  7             B11    9             A10    1              D9  

   B1             1.180000  

   B2             1.180000  

   B3             1.180000  

   B4             1.180000  

   B5             1.780000  

   B6             4.160000  

   B7             1.180000  

   B8             1.180000  

   B9             1.180000  

   B10            1.180000  

   B11            1.780000  

   A1            90.005001  

   A2            89.989999  

   A3            90.000000  

   A4            89.989999  

   A5            89.990000  

   A6            90.000000  

   A7            89.999999  

   A8            89.999999  

   A9            90.000000  

   A10           89.999999  

   D1          -119.999998  

   D2          -120.000000  

   D3             0.000000  

   D4             0.000000  

   D5          -179.999999  

   D6           -60.000000  

   D7            -0.000001  

   D8            60.000001  

   D9             0.000000          
     Re: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人: tofly (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6 08:59:33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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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 虽然看不懂 

      Re: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7 04:17:32 2002)  

this is Z-matrix ，copy it down and open it with molden or gaussview。 if it is the structure u are looking for 

     Re: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人: tofly (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7 12:32:09 2002)  

1. 那位老大可以帮忙找些关于如何建立 Z-matrix 的资料，或者在这里给与一些解释  

2. Gaussview 画出的分子中键长应该如何确定？它的默认是按照什么原则进行的？  

3. 以上问题 maybe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但是小弟新手上路  

    还请不吝赐教 

     Re: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gaussview 使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7 13:24:21 2002)  
【 在 tofly (飞) 的大作中提到: 】  
: 1. 那位老大可以帮忙找些关于如何建立 Z-matrix 的资料，或者在这里给与一些解释  
^^^see 吴国是老师的讲义，ask ghb if u don't know how to get it  
: 2. Gaussview 画出的分子中键长应该如何确定？它的默认是按照什么原则进行的？  
^^^I think it has a default database,anyway,they are only initial guess,so  
does not  matter too much  

 
6．21 怎么在 Gaussview 中显示电子密度？急！ 

     发信人: tofly (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怎么在 Gaussview 中显示电子密度？急！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8 16:28:47 2002)  

我算了一个很小的分子 输出了一个.chk 文件(route section 里面没有加关键字，只有 rhf/3-21G) 然后

打开 Gaussview 接着是 result|surface| 我点了 generate,  

出现了 molecular orbitals total density esp  

另外三个选项灰色（alpha&beta&spin density）  

敢问大虾 哪一个选项生成的 cub 才可以显示电子密度？？？ 亟盼指点中………… 

     Re: 怎么在 Gaussview 中显示电子密度？急！  

发信人: emc2 (emc2),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在 Gaussview 中显示电子密度？急！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8 22:05:37 2002)  

在 route section 里面加 pop=full 或者 pop=reg 和 gfinput iop(6/7=3) 

    Re: 怎么在 Gaussview 中显示电子密度？急！  

发信人: emc2 (emc2),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在 Gaussview 中显示电子密度？急！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8 22:21:32 2002)  

在 molden 中就是如此写的。GV 中 iop(6/7=3)也可以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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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人: Sear (James),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7 19:20:42 2002)  

比如一个分子，其笛卡尔坐标如下  

O        0.0     0.0     0.0  

H        1.0    -0.2     0.0  

H       -1.0    -0.2     0.0           

 

这样 O 的 ID 是 1,H 2,3  怎样才能比较简单的指定 O 的 ID 为 2，H1,3 当然 好能不直接以文本方式

打开分子文件，而用什么桌面软件实现 Thanks!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8 03:08:33 2002)  

molden there is a function called reorder Z-matrix ，u just need to click the atoms in the order u wish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8 08:15:49 2002)  

GaussView 也一样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人: Sear (James),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8 08:46:00 2002)  

I have found that the DS ViewerPro 5.0(weblabviewer) maybe useful for this task 。

Thanks to Elizerbeth and ghb!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人: lijiabin (little monke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8 13:07:11 2002)  

 请问有 DS ViewerPro 5.0 的 pojie 方法吗？  

另：哪位大侠有该软件的三个扩展模块？（详见下面英文，摘自其网页）  

Extending DS ViewerPro   

Also available with this release are three new add on modules   

that can be purchased that extend the applications' capabilities.   

DS ViewerPro add on modules include a property calculator for   

calculating molecular properties, a conformation generator that   

suggests alternative conformations, and molecular overlay which   

provides enhanced techniques for molecular superimposition.  

谢谢回复！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136

标  题: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19 11:15:52 2002)  

用于 X-Windows,可以免费下载，用 google 搜索它的网站就可以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人: emc2 (emc2),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简单的改变以定分子的原子编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19 14:21:59 2002 

http://www.caos.kun.nl/~schaft/molden/molden.html 
 
6．23 谁用过 Chem3D 里计算 topology indices? 

 发信人: xls (无名),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有谁用过 Chem3D 里计算 topology indices?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15 22:26:15 2002)  

里面的 wiener index 和 balaban index 的 topology 含义是什么，越大， 分子的支链性越高吗？ 

    Re: 请问有谁用过 Chem3D 里计算 topology indices?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有谁用过 Chem3D 里计算 topology indices?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16 12:44:36 2002)  
随便找几本分子拓扑指数类的书看看就行了，很简单的，WEINER 指数又分为路径和

极化指  
数，提出得比较早，分辨率有限，BALABAN 的分子连通性指数后来又作了改进和扩

展，此后  
有较多应用于 QSAR 和 QSPR。这方面的书有很多： 辛厚文 分子拓扑学 中国科技大出

版社  
王连生 等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反正都是“定量构效关系”、“拓扑指数”之类的，至少有 5、
6 本 许禄 等的 化学计量学方法 科学出版社  
。。。。。。。。。。  
如果能上超星的话，这些书上面都有  

 
6．24 ADF 求助 

    发信人: FangQ (Momotal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ADF 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 12:16:59 2002)  

 

本人使用 ADF 做石墨表面几何优化时,遇到如下输出结果,不知道问题出在那儿,请各位帮忙  

看一下. Thanks a lot!  

(INPUT FILE)  

title Graphic surface opt  

NOPRINT Geo SCF  Computation SFO  

    ATOMS  

  C       -3.0292  -0.7733  -2.6905  

  C       -3.0319   0.7911   0.6655  

  C       -2.7784   2.5784  -2.6642  

  C       -3.0550   2.0661   0.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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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8344   1.4830  -2.6860  

  C       -1.9395   2.9385   0.6393  

  C       -3.0634  -2.0521  -2.6848  

  C       -1.9455  -2.9187  -2.6688  

  C       -1.8397  -1.4580   0.6531  

  C       -1.8887   0.0540  -2.6943  

  C       -1.8964  -0.0589   0.6508  

  C       -0.6322  -0.7091  -2.6856  

  C       -0.6198   0.7316   0.6464  

  C       -0.6414  -2.1640  -2.6692  

  C       -0.6243  -2.1538   0.6885  

  C        0.6201  -2.9139  -2.6584  

  C        0.6657  -1.4384   0.7211  

  C       -0.5348   2.1103  -2.7030  

  C       -0.6434   2.1809   0.6371  

  C        0.6904   1.4261  -2.6931  

  C        0.6510   2.9212   0.6474  

  C       -2.1435   3.7891  -2.7201  

  C       -1.8680   4.3549   0.6211  

  C       -0.6998   3.5693  -2.7132  

  C       -0.6585   4.8868   0.6865  

  C       -1.8633  -4.3369  -2.6621  

  C       -1.9568  -4.2096   0.6733  

  C       -0.6705  -4.8780  -2.6609  

  C       -0.6812  -3.6444   0.6662  

  C        0.5263  -4.3310  -2.6592  

  C        0.6312  -4.2399   0.6489  

  C        1.7510  -3.6125   0.6685  

  C        0.6599  -0.0218  -2.6827  

  C        0.6406   0.0232   0.6719  

  C        1.9076  -0.7560  -2.6725  

  C        1.9226   0.7966   0.6257  

  C        0.5630   4.2119  -2.6969  

  C        0.5375   4.3580   0.6692  

  C        1.7143   3.6281  -2.6906  

  C        1.9120  -2.2133  -2.6553  

  C        1.9622  -2.2076   0.6950  

  C        3.0984  -2.9087  -2.6484  

  C        3.0775  -1.3486   0.6385  

  C        1.9639   2.2255  -2.6868  

  C        1.8392   2.1821   0.6198  

  C        3.0816   1.3717  -2.6946  

  C        3.0399   0.0885  -2.6842  

  C        3.0579  -0.0647   0.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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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SCF  

   iterations  500  

   END  

 

     fragments  

    C  t21_C.1sII  

     end  

 

   restricted  

 

  charge  0  0  

 

 fragoccupations  

 C  

 s  1 // 1  

 p  2 //0  

 subend  

 end  

 

     GEOMETRY  

     end  

 

    xc  

     gradients  blyp  

     end  

 

   end input  

 

 *****************************************************************************  

**  

 *                                                                              

 *  

 *  -------------------------------------                                       

 *  

 *   Amsterdam Density Functional  (ADF)         2002.01   28 Februari, 2002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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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A D F     |                               

 *  

 *                              |               |                               

 *  

 *                              =================                               

 *  

 *                                                                              

 *  

 *                                                                              

 *  

 *   Online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http://www.scm.com                  
 *  

 *   E-mail:  support@scm.com   info@scm.com                                    

 *  

 *                                                                              

 *  

 *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using ADF results must be properly referenced      

 *  

 *   See the User Manuals (or the web site) for recommended citations           

 *  

 *                                                                              

 *  

 ********************************  rs6000_aix  *******************************  

**  

   

 ADF 2002.01  RunTime: Sep30-2002 13:07:21  

 Graphic surface opt  

 

 

 

 ===========================  

 A T T A C H E D   F I L E S  

 ===========================  

    

 

 

 

 ===============================  

 M O D E L   P A R A M E T E R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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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SITY FUNCTIONAL POTENTIAL (scf)  

    LDA:                               Exchange only                            

 == Not Default ==  

    Gradient Corrections:              Becke88 LYP                              

 == Not Default ==  

 

 SPIN  (restricted / unrestr.)  

    Molecule:                          Restricted                               

    

    Fragments:                         UNrestricted                             

 == Not Default ==  

 

 OTHER ASPECTS  

    Relativistic Corrections:          ---                                      

    

    Core Treatment:                    Frozen Orbital(s)                        

    

 

    Electric Field:                    ---                                      

    

 

    Hyperfine or Zeeman Interaction:   ---                                      

    

 

 

 (KFERR) kfopsc: Attempt to open nonexistent section  

General  

 

 iu:   1   cursec/var:   NONE                             % NONE                

                

 iu:   2   cursec/var:   NONE                             % NONE                

                

 iu:   3   cursec/var:   NONE                             % NONE                

                

 iu:   4   cursec/var:   NONE                             % NONE                

                

 

 *****************************************************************************  

**  

 

 ADF EXIT called  

 kfopsc: Attempt to open nonexistent sectio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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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Workspace Manager Error Exit  

 ---------------------------------------------------------  

 ardel: last array to be deleted not found  

 deloc real QP00 ATMDIS  

 length=           0, istart=                      52 

     Re: ADF 求助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ADF 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 16:26:41 2002)  
你确定文件 t21_C.1sII 在你的当前目录？ 另外，我觉得你的计算模型值得商榷，石墨是一个平面无限

延伸的结构，我觉得你在截断的位置应该处理一下，否则和实际环境相去校远。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

一下： 比如聚乙烯，  -(CH2-CH2)n- 为了模拟 聚乙烯中 CH2 的环境，我们在外面再加上几个 CH2 就

可以了，不过如果在截断的位置不做些什么，截断位置的 C 有一个电子不成对。左右都有截断，这样

的体系应该是三重态 。而且这时截断位置的 C 成了 SP2 杂化，总的来说聚乙烯中 CH2 的真实环境相

去挺远。 如果你在每个截断 C 的位置加上一个 H 原子，整个体系的多重度和杂化类型都和聚乙烯中的  

CH2 相似，更能模拟其环境。 
     Re: ADF 求助  

发信人: FangQ (Momotal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ADF 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2 01:37:21 2002)  

  Thanks a lot for your help. I solved the problem last night. Beacause the system administrator changed the di

rectory, and the t21_C.1sII was made before the change of the directory, and the file was also an old file I mad

e before the change, so ADF tells me it can't find the file.  About the model, what you pointed out is right, we

 need to add terminal H atoms to the graphite surface,or else the surface will distort, or ADF will never conver

ge.  Thanks again for your help. 

      Re: ADF 求助  

发信人: yuyuchen (yuy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ADF 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2 13:25:01 2002)  

我觉得是 ADF 没有找到你的 t21 文件，你的原子文件程序没有找到， 

 
6．25 怎么把 GaussView 显示的分子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发信人: nadine (nadin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怎么把 GaussView 显示的分子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28 21:55:47 2002)  

GaussView 里面怎么不能复制和粘贴呢，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显示的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谢谢！ 

     Re: 怎么把 GaussView 显示的分子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发信人: Sear (James),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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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怎么把 GaussView 显示的分子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28 22:46:19 2002)  

 File->Save Image...->name.jpg 

    Re: 怎么把 GaussView 显示的分子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把 GaussView 显示的分子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28 22:46:30 2002)  

gaussview可以把分子结构存成图片格式(使用EIDT---IMAGE CAPTURE),然后可以用插入图片的办法弄

到 WORD 里面. 

   hehe, Cont+I and Cont+V is okay! 

   Re: 怎么把 GaussView 显示的分子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把 GaussView 显示的分子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30 14:39:06 2002)  

file----preference---image capture 里面有一个 white backgroud,要白色的背景就打上对勾. 

   Re: 怎么把 GaussView 显示的分子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把 GaussView 显示的分子结构图弄到 word 里面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 00:10:34 2002)  

其实不必改变背景的（安装时默认的就是），打开计算的分子的结构，将 View 窗口调整到合适大小和形

状，然后打开 File 菜单，在 Print File As 栏中选择图形文件格式，tif、jpg、bmp、bnp 等格式都行  

，在下面放大倍数一栏调整放大倍数，一般取默认值 3 即可（到 WORD 文档中还可调整），在  

文件名一栏填入要打印的文件名，注意要加上扩展名，GV 是不会自动加扩展名的（好笨哪  

^-^），点击打印即可，这时保存分子结构是没有兰色背景的，打开 WORD，利用插入功能，可将分子结

构嵌入文档。几种格式中，感觉 BMP 格式存成的图形文件中分子结构中的原子边界略显粗糙。 

 
16 6．26 请教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9 09:55:30 2002)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用的是 redhat7.3,我已经安装完成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我不能使

用远程终端，X-session,但是我已经设了 ftp .tel  net .rlogin. ssh. 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Re: 请教  

发信人: fulsky (夏天的落叶),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9 15:02:57 2002)  

那是因为你没有设置 xdm。在 google 里面查询 xdm。 

 
6．27 问大侠们一个粗浅的问题：） 

   发信人: waterdown (匹夫),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问大侠们一个粗浅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5 17:28:58 2002)  

我用 gaussian98 算苯甲醚的 低能，结束后 fromchk checkpoin 文件的得到 fch 文件，然后用 chem3D

打开却发现所有双键都变成了单键。回头去检查 input 文件，是苯甲醚没错，而结果输出的 out 文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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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碳、氢数目也是苯甲醚的。请问这是什么回事啊？ 

     Re: 问大侠们一个粗浅的问题：）  

发信人: elementw (mol),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问大侠们一个粗浅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6 09:04:40 2002)  

在 chem3d 里面显示的单双键不一定是正确的，主要看键长的变化 

     Re: 问大侠们一个粗浅的问题：）  

发信人: waterdown (匹夫),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问大侠们一个粗浅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6 09:09:43 2002)  

rectify 以后也得不到正确的显示吗？ 我的目的是在优化好的母环上加各种取代基再继续优化，所以

把 fch 文件另存为 C3D 后还要再添上双键才能往上添取代基，可是认为画上双键后构型也变了。 还

有别的方法可以实现上述目的吗？ 

     Re: 问大侠们一个粗浅的问题：）  

发信人: elementw (mol),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问大侠们一个粗浅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6 09:14:52 2002)  

chem3d 里面有个工具，设置键级，你可以把它设成双键 

     Re: 问大侠们一个粗浅的问题：）  

发信人: waterdown (匹夫),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问大侠们一个粗浅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6 09:26:22 2002)  

ok，搞定了。不是 tools 里，在 object 里 “ set bond order" btw,这个东东为什么做的这样傻？ 

 

6．28 ghb,你知不知道如何用 GaussView 来可视化分子轨道? 

     标  题: Re: ghb,你知不知道如何用 GaussView 来可视化分子轨道?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7 13:12:12 2002)  

   我记得有网格线的选项的，好象是在 view|Display format 里设一下 

发信人: landau (waw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hb,你知不知道如何用 GaussView 来可视化分子轨道?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7 12:27:06 2002)  

在 gaussview 中也需要.fchk 或.chk 文件才能可视化分子轨道和电子密度 

 
6．29  怎样输出可以用 Molden 可视化的.log 文件？ 

标  题: 怎样输出可以用 Molden 可视化的.log 文件？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03:30:32 2002)  

Answer:  Add this line to the beginning of your input file:  #gfinput iop(6/7=3)   

then u can view the output result directly by Molden. 
发信人: nichloas (叫我 nil),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molden 软件使用求救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Feb 28 15:05:51 2003), 转信  

很详细的 

http://www.cmbi.kun.nl/~schaft/molden/mapped.html  
How to create an isodensity surface colorcoded with the electrostatic potential with gaussian cube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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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dd the formcheck keyword to your gaussian input file Now a forma  

tted checkpoint file called 'Test.FChk' will be created  

 

    * Alternatively add the '%chk=jobname.chk' line to your gaussian in  

put file, and convert the binary checkpoint file to a formatted one with  

 the formchk utility:  

 

    formchk jobname.chk jobname.fchk  

 

    * once you have a formatted checkpoint file, create one cube file c  

ontaining density and one containing the electrostatic potential, you ca  

n do this with the gaussians cubegen utility:  

 

    cubegen 0 density jobname.fchk jobname_dens.cube 80  

 

    cubegen 0 potential jobname.fchk jobname_esp.cube 80  

 

    * now start molden without supplying a filename. Go to the density   

mode by clicking "Dens. Mode", click 'Read Cube' and select 'Gaussian' a  

nd supply the filename of the density cube:  

 

    jobname_dens.cube  

 

    * now click the 'Vr' icon and select 'Color Mapped'. I window will   

pop up. Select "Gaussian Cube" by clicking on the first button under "Se  

lect Types:" string and supply the filename of the electrostatic potenti  

al cube: jobname_esp.cube Select the type of output you want to generate  

, currently only "OpenGL" and "VRML2.0" are supported. Specify the conto  

ur value for the isodensity surface.  

 

Click on 'Apply'. Molden will report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 of t  

he electrostatic potential it encounters on the isodensity surface. You   

can use these to set the values of the potential associated with the fiv  

e basic colors.   

 
6．30 ChemOffice 介绍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ChemOffice 2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22:46:37 2002)  

Chem3D  

这是一个三维分子结构演示软件，上面有和 Gaussian 的链接，可以直接从 Chem3D 打开 Gaussian 运算，

本身也带有分子力场计算功能，还可以和 Mopac 链接 可以打开的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gjf,*.fch,*.cub,

这几种是 Gaussian 的输入、formcheck 和 cube 文件 *.dat,*.mop,*.mpc,mopac 的输入文件 *.zmt,这个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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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格式的分子构型文件，和HyperChem、mopac通用 *.pdb,*.ent,Protein DB格式，和HyperChem、AlChem

等等通用，Gaussian。 本身也可以用这两种格式来生成内坐标文件 *.mol,MDL 的mol 格式，和HyperChem

稍微有点不兼容，但是如果用 AlChem 打开 在保存一下（仍然是*.mol），Chem3D 和 HyperChem 都可以

打开了。 有用的可能是*.zmt,*.mol,*.gjf,*.fch 四种格式 比如用 Gaussian 优化以后，在 Ultilities 选项里

面选 formcheck，就可以吧 check 文件*.chk 转化成*.fch，而*.fch 是可以直接用 Chem3D 打开的 *.zmt

是一内坐标的分子结构文件，我这里有个小软件可以把这种格式的文件  

转换成*.gjf，是 Gaussian 的分子内坐标文件，但没有 route section 等等 谁有兴趣可以找我要:)  

 Chem3D 除了生成 Gaussian 输入文件以外，还有许多不错的功能 比如可以手动地转动某一个键，可以  

用鼠标显示某个键长，键角和二面角等地大小，等等，还可以显示所以内坐标 显示也有各种模型方式，

比如球棍、stick 等等，可以显示原子编号原子名称 但是没有 GaussView 和 HyperChem 以及 AlChem，

WinMopac 等等漂亮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yperChem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23:19:54 2002)  
HyperChem 本身虽然也具有构造分子的功能，可是我从来不用它，因为画得太难看了 当
然可以在 Draw 那个快捷方式下轻松的吧某个 H 原子换成卤素原子或者别的， 也可以用

右键去掉某个原子或键，但是要构造一整个分子，建议还是用 ChemDraw 然后直接粘贴

到HyperChem里面来，在Build菜单里选择Add Hydrogens以后，在Setup里面选择MM+，
然后在 Computation 菜单里面选 Geometry Optimization  
这样优化以后一般都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三维初始构型。  
HyperChem 本身的显示是非常 pp 的，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用于计算 除了几种分子力场

外，还可以选择多种半经验方法，也可以选择 Ab Initio 而且由于它本身是一个图形界面

的软件，计算中一直可以进行动态的显示，比如优化时可以选择 1 个 cycle 更新一次，

当然还要选择 大循环次数和 RMS 收敛梯度  
HyperChem 的计算结果是这么保存的，在计算前，在 File 菜单里面选择 start log... 算完

后再 stop log...，这样结果就保存到 log 文件里面了 但是对计算结果的图形显示功能不能

保存下来  
主要有一下计算结果：  
1）能量计算 single point 这和 Gaussian 里的单点能计算是相同的，不过多了显示功能 算
完后可以在 Display 菜单的 Lable 选项里面选择 charge，这样可以显示每个原子上带的电

荷；在 compute 菜单里面选择 orbitals 可以直观的看到线状的分子轨道级图，占用轨道用

绿色显示，空轨道用紫色显示，当前所选择的用红色显示，坐标还可以显示当前轨道的

能量(单位 eV),比如 HOMO-1 代表 HOMO 的下面一条分子轨道还可以把分子轨道的等密

度图画出来，默认是 Wire Mesh 网格状的  
2）几何优化，不详细写了， 后也有和单点计算一样的显示方法  
3）振动 Vibrations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计算结果可以显示为线光谱（不过只有红外活性的

能显示出相对  
强度，Raman 活性的不可以），在 Display 菜单的 Rendering 选项里面，选 Sticks 子选项，

把那个 IR Vectors 勾上就可以显示振动矢量在红外光谱图里面选择相应的谱线，然后把

模拟振动勾上，就可以看到分子是怎么沿振动矢量振动了。  
4）电子光谱 Electronic Spectrum  
在 Gaussian 里面一般是要用 CIS 做庞大的计算，当然也可以用 Zindo 半经验方法但

HyperChem 里面所有半经验方法都可以做做电子光谱计算： 选好某个半经验方法后，

进入 options，选择 Configuration Interaction（CI）  然后选择 Single Excited，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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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ital Criterion 里面选择用于 CI 的占有轨道和空轨道数，这点和 Gaussian 里面的

CASSCF 是一样的。 当然算出来非常不准，呵呵  
5）过渡态，用的不多  
6）MD，LD，MC 分子模拟  

 
6．31 笨笨的问题 

发信人: wwbin (binb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笨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24 16:57:57 2002), 站内信件  

我是新手，问各位大虾一个笨笨的问题： 我做的分子 gauss view 里面就有，是不是免去了几何优化？

我要在再上面接上一些基团，有怎么优化呢？ 因为分子比较大，手写内坐标肯定是要出错的。 

thank you la 

     Re: 笨笨的问题  

发信人: gabp (gabp),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笨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24 17:48:02 2002), 站内信件  

GView 里面只是个大概的结构了，别想的太完美了。 加上基团，用 Gviwe 得到坐标，慢慢算去吧。 

    Re: 笨笨的问题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笨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24 20:14:28 2002), 站内信件  
【 在 wwbin (binbin) 的大作中提到: 】  
: Gview 里怎样得到坐标啊？  
画好结构后，直接 save,生成.gjf 文件，就是 gaussian 的输入文件，再加以修正 route   
scetion  

     Re: 笨笨的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笨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25 14:22:22 2002), 站内信件  

No,gauss view only gives a approximate coordinate ，you do need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U can use molden or gaussview to build the molecule visually 

    Re: 笨笨的问题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笨笨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27 09:58:43 2002), 站内信件  

象这种建模的软件，如 gaussview 中的 clean，hyperchem 中的 build 等都是用半经验的方法或是 MM

方法给你一个很低级的优化构型。 所以还是要继续在较高等级方法下优化。 

 
6．32 如何构建多分子构成的非键相互作用体系 

发信人: brucewu (bruc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如何构建多分子构成的非键相互作用体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10 23:33:52 2002)  

请指点! 用 gaussian 计算得用那个关键词,计算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那? 谢谢! 

    Re: 如何构建多分子构成的非键相互作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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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构建多分子构成的非键相互作用体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1 22:58:48 2002)  

如果是构造多个分子体系可以用 hyperchem 打开一个分子,然后从 file 菜单里面 merge 另外一个 

    如何构建多分子构成的非键相互作用体系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构建多分子构成的非键相互作用体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20:25:28 2002)  

其实，这种东西。关键在于所设计的构性，我以前曾经重复过别人做的东东， 但是没有收敛。所以选

择的体系不能无中生有，还要有一定的技巧性。构造分子的图形，可以利用 Chem3d 也可以，先用

chemdraw 画，然后读到 3d 里面去。 但是，主要是要掌握（比如 F 离子与苯环的作用）距离要选好。

否则，很难得到较好的结果。一般是（gaussian）先用较小的机组去优化，然后逐渐增加精度。 

 
6．32 如何为不同原子指定不同基组？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为不同原子指定不同基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18:18:51 2002)  

可以这样写：  

# Oniom(B3LYP/6-31G**:AM1:AMBER) .... Test  

然后在每个原子坐标后面加上 High,Medium,Low 等等 这样表示分三层，第一层 High 用 B3LYP/6-31G**

来计算，第二层用半经验 AM1，第三层则用分子力场计算。 也可以分两层，High 和 Low，默认的是

High。注意在内坐标表示下要用 0 把 High,Low 等分开  

Oniom 计算也是在 Gen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 gaussian98 里面的新功能之一。它将计算中主要涉及的

一些原子放在一个壳层，对他们使用比较高的基组，其他原子放在另外的壳层中用中等甚至低的方法或

基组。 这种方法主要用于能量计算，分子构型优化，振动频率计算，偶级矩，多级矩计算，红外拉曼

强度等等，还报导过对 NMR 屏蔽常数的计算等等 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介绍 Oniom 方法的文章：  

J. Molecular Structure, 461-462(1999), pp. 1-21  

【 在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的大作中提到: 】  

: Oniom 是用来研究多层原子的？  

: 下面几层的用比较粗糙的理论，表面用比较精确的理论？  

: 这个关键词以前倒没用过。通常用来研究多大的体系呀？  

: 谈谈你的经验吧 

   Re: 如何为不同原子指定不同基组？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为不同原子指定不同基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18:30:28 2002)  

分层不是指多层原子 是把分子中不同原子指定在不同的 layer中 和Gen是一样的，但是更加彻底:) 通

常有共轭的原子应该放到同一层 

    Re: 如何为不同原子指定不同基组？  

发信人: vh (堂堂),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为不同原子指定不同基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7 07:35:38 2002)  

Oniom is not necessary. But you can use different methods and different basis sets for  

different parts  in Oniom. 



 148

   Re: 如何为不同原子指定不同基组？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为不同原子指定不同基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12 15:47:11 2002)  

Oniom 好象比较麻烦。如果分子大了。层数做多了。 之间的连接很不好编，容易出错。  

 

6．33 基组越大，结果越差，如何解释呢？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基组越大，结果越差，如何解释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20 15:20:41 2002)  

对于有些激发态的计算会有这种情况。 该如何解释？ 

   Re: 基组越大，结果越差，如何解释呢？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基组越大，结果越差，如何解释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20 15:51:33 2002)  

所谓的差并不一定就是差 你用小的基组会有 error cancellation 效果的时候 就有可能得到所谓的“好结

果” 这在计算比较难 model 的体系时尤为明显 

   Re: 基组越大，结果越差，如何解释呢？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基组越大，结果越差，如何解释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20 17:18:20 2002)  

【 在 alwens (大傻) 的大作中提到: 】  

: 你是不是在用 ADF 中遇到的情况？，  

不是，是在 dalton 中，用耦合簇理论计算激发态。 InCl 分子的 C1PI 态有一浅势阱，实验上发现其深度

在 400-900 cm^-1 之间。  现在我用 3-21G*计算的结果是 1000cm^-1，而用一些大基组，结果是

4000-5000cm^-1。 如果用 ECP 基组（如 LanL2DZ，CEP，SDD 等）则没有势阱。 其他人对电子结构

类似于 InCl 的 GaCl，GaBr，GaI 的计算，都用 ECP 基组，也都没有势阱， 但实验上确实有，只不过

很浅。 
  

6．34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人: xzhgok (x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15:07:20 2002)  

 非线性光学系数是光学材料的重要指标，我只知道可以计算，但是不知用什么软件 请问各位！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19:41:50 2002)  

 MOPAC,Hondo.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21:13:05 2002)  

GAUSSIAN98,ZINDO,HONDO,MOPAC ，ZINDO/S 作的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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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人: xzhgok (x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09:43:03 2002)  

请问具体计算步骤和方法！谢谢！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16:13:23 2002)  

错了，zindo 主要的作用是可以调节参数，所以计算根试验会吻合较好，但是总体上：有两种基本算法：

解析解和数值解。直接利用计算软件产生的化，可以利用 Gaussian98 和 ADF，但是 G98 是静态的，里

面有 FF（有限场）和 CPHF 的方法， 但是不能得到含时的结果。利用 Gamess 可以得到含时结果。

ADF 中 TDDFT 模块也可以。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16:15:19 2002)  

利用 Gauss 的话，去查一下：polar 的关键词，你就明白了，还有可以加上 field 的关键词，如果 ADF

的话，我以前有一个是这方面的。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非线性光学系数可用那些软件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17:16:57 2002)  

Gaussian 有 TDDFT，但是不能用来直接求解极化率，要编一套 sos 的程序。  

 
6．35 Gauss 中计算重金属团簇问题 

发信人: libing (大夫),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 中计算重金属团簇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r 14 21:02:02 2002)  

仅仅是计算一个由四个 W 原子构成的正四面体团簇，用 Gauss98 居然无法收敛。  我用的是

SVWN/LanL2DZ，试过了 SCF=QC、Tight、NoVarAcc 都不成功，哪位知道该怎么办？如何对付这种重

金属原子团簇？是不是我用的方法或基组不对？  

    Re: Gauss 中计算重金属团簇问题  

发信人: Denny (Denn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 中计算重金属团簇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r 14 22:32:37 2002)  

重金属经常有这样得问题，可以有几种方法解决。 你 try: scf(MaxCycle=2000) or Vshift=100 一下  

or 你给先给个初始得正确轨道猜测   

 
6．36 元素的禁带采用量子化学计算是否可以得到? 

   发信人: ppai (ohn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元素的禁带采用量子化学计算是否可以得到?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9 16:59:31 2002)  

如果有相关的文章或书籍,还请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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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请问:元素的禁带采用量子化学计算是否可以得到?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元素的禁带采用量子化学计算是否可以得到?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9 17:07:21 2002)  

如 Crystal。可参考 J.Ladik 的工作。 

 Re: 请问:元素的禁带采用量子化学计算是否可以得到?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元素的禁带采用量子化学计算是否可以得到?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r 10 17:04:06 2002)  

可以，但是 好用倒空间的程序，vasp 等， ab init 也可以，好像是免费的    

 
6．37如何计算势能面? 

发信人: hermus (邮差),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如何计算势能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y  5 17:08:04 2002)  

除了 scan 还有什么命令 我希望得到的每个点都是经过优化的结果 难道只能一个一个的写输入文件  

会累死的 谢谢，先！  

    Re: 请教:如何计算势能面?  

发信人: alb (hop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计算势能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6 15:37:34 2002)  

可以用 popt 命令， 要把 opt 改成 popt，不要加 addre 或者 modre 参数 好用内坐标输入，是用参量的

那一种， 然后在要扫描的那个键长或键角后面加 s?之后就像 scan 一样的输入了  

比如 r1  1.4?nbsp;s 10 0.1  

   Re: 请教:如何计算势能面?  

发信人: hermus (邮差),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计算势能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6 18:41:30 2002)  

这样的话 优化的是不是加了 s 的一个变量，其他变量会优化吗 我是希望每个变量都是经过优化的 只

有一个长度按我的想法变化  

   Re: 请教:如何计算势能面?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计算势能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7 01:31:05 2002)  

用 modredundant 能得到 partial optimized structure 既除了 scan 的那些坐标外，其他的都是优化的 不过

好像居费时间，而且有时候有收敛问题  

   Re: 请教:如何计算势能面?  

发信人: demm (小米),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计算势能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7 09:34:48 2002)  

可以用 opt=addredundant  

 B 1  4  S  10 0.1   

就可以计算 原子 1 和原子 4 距离逐渐变化的各个 优结构 而且不一定需要内坐标， 不会的话看帮

助 opt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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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8 数据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数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2 17:26:35 2002)  

 

在 GAUSSIAN98 计算结果中，一般文献报导的时候关于能量、键角、键长保留多少位数合适？我发觉

文献里面报道的不太一致的说。？ 

    Re: 数据  

发信人: olefin (咪咪),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数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3 09:10:55 2002)  

一般保留小数点后 5 为即可 

    Re: 数据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数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3 20:23:30 2002)  

键长和键角呢？是不是一位就够了？ 

      Re: 数据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数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y  4 13:21:53 2002)  

一般也是五位有效数字 键长到小数点后第四位，键角到小数点后第二位 

 
6．39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30 10:47:24 2002)  

初涉量化，不懂的太多！ 我在进行 GAUSSIAN98 计算的时候，发现 GAUSSIAN 老是不能正确识别我

输入的构型点群。 比如我输入的是 TD 群，却被认为是 C1，我输入的 C3V，被认为了是 CS。点群错

了对结果的影响有多大？那位大虾能给我讲一下要注意那些方面或是采取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个问 

题？谢谢谢谢了！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人: wangshun (wshu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30 12:25:31 2002)  

是否是你的初始构型坐标给的不对 对称性改变对计算结果是有影响的 我很少用 Gaussian 具体不清楚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30 16:45:51 2002)  

用高点群比用低点群省时间，甚至可以快一个数量级。 而且需要的内存和硬盘空间小。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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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30 20:32:45 2002)  

我觉得也是，可是如何才能直接设置成功呢？我的老是被识别的低点群。我习惯于用 CHEM3D 输入，

然后用 MOPAC 或 MM 优化，然后建立输入文件。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30 20:39:45 2002)  

用内坐标优化 自己编辑一下，对称坐标采用相同的变量名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人: alb (hop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 21:56:23 2002)  

输入文件还是要注意对称性的，肯定是你的输入对称性不对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人: alb (hop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 21:59:05 2002)  

chem3d 的做得输入文件几乎全部都是 c1 对称性的，如果你做了优化的话。 用内坐标输入，参考优化

结果的参数，自己检查对称性才行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98 输入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2 17:23:25 2002)  

谢谢了。现在换成 GUASSVIEW 来输入，好多了。一般都可以识别了。谢谢各位了。 

 

6．40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人: qc (小迷糊),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Apr 28 09:22:09 2002)  

许多酶的活性区里含有较大的原子如 Zn, Ni, Co 之类，而这些原子一般都是以配位键和其他原子结合的，

因此键具有定域性。 如果用 Gaussian 程序中的基组优化计算，单个循环所耗用的时间很长，而且收敛

也很慢。这里想请教各位大侠，计算含有金属离子的酶的活性区模型，用什么方法或者程序好些？谢谢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Apr 28 13:35:02 2002)  

用分层 Oniom 方法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pr 29 22:20:34 2002)  

其实，可以利用 QM/MM 方法，向 Gamess－UK 及 ADF2000 或者 2002 都可以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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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30 09:20:50 2002)  

GAMESS-US+Tinker 也可以算 QM/MM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30 12:42:15 2002)  

才知道 Gammes 的作者宣布该软件对全球免费 但中国、古巴、朝鲜除外，sigh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30 16:52:55 2002)  

Gamess 现在已经解禁，我想可能是因为麦克.施密特老先生退休了吧。 快申请去吧。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30 20:40:52 2002)  

哦？呵呵，就是说可以在投文章的时候也用上了？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酶的活性区的量子化学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 08:57:50 2002)  

我是申请成功了。  

 

6．41 HELP ME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ELP M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pr 22 21:04:51 2002)  

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 在 huafeihua (花非花)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想计算的是锂离子和高氯酸根形成的离子对的光谱数据，可是如何才能直接指定输入  

: 的是正负离子呢？只是从 后的电量为 0 上考虑对吗？  

: %chk=clo4li  

: %mem=8MW  

: # opt freq=raman rhf/6-311+g(d) geom=connectivity  

: 离子对光谱  

: 0  1  

:  Cl  

:  O                  1              B1  

:  O                  1              B2    2              A1  

:  O                  3              B3    1              A2    2               

: ...................  

   Re: HELP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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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orsehorse (阿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ELP M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Apr 28 22:16:59 2002)  

后的一项表示粒子的电荷和自旋多重度，不过这是表示整个粒子的电荷。对于离子化学物,Gaussian

好象没办法反映出来。因为 Gaussian 的研究对象就是理想气体和理想溶液的模型。这在 Gaussian 帮助

文件 开头就已经说过。当然算单个正负离子还是可以算的，比如高氯酸根离子，把电荷设为-1，自旋

多重度当然也要考虑了。呵呵  

   Re: HELP ME！！！！！！！！！！！！！！！！！！！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ELP M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30 10:55:23 2002)  

: 可是我的确见过有人用 GAUSSIAN98 做类似的计算（j. p.c 1996-100(23)-9334)。我也觉  

: 得如果在 GAUSSIAN 中计算 Li+ClO4-和 LiClO4 没什么区别，可是在许多文献里面的确就是  

: 就是计算的离子对形式的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  

: 还有。谢谢 horsehorse 的热心肠呀。      

 

6．42 热力学性质计算 

   弱相互作用力的计算中”有人提到： “将优化好的构型进行频率的计算处理。 计算结束会给出频率的数

值，还有体系各个分子的热能 Etherm 和熵值 S。 按照下面的简单公式可以求得体系的热力学参数：内

能的变化 ∆Einter,焓变 ∆H， 熵变 ∆S 和自由能变化 ∆G。这些常数一般用来解释体系作用的类型等。  

A＋B D―－A…B（复合物）  

∆Einter＝Einter（复合物）－Einter（A）－Einter（B）；  

∆Etherm=。。。。  

∆S＝。。。。  

∆H=∆Einter+∆Etherm+∆(PV),  

∆G=∆H－T∆S  

” 我是新手，已经做完了 freq，但是如何从计算结果中找到这些参数呢？我在计算结果中  

找到如下的行  

Zero-point correction=                           0.119794 (Hartree/Particle)  

 Thermal correction to Energy=                    0.128009  

 Thermal correction to Enthalpy=                  0.128953  

 Thermal correction to Gibbs Free Energy=         0.086483  

 Sum of electronic and zero-point Energies=           -496.045746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Energies=              -496.037531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Enthalpies=            -496.036587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Free Energies=         -496.079057  

他们那个对应那个呢？   

 

Zero-point correction=                           0.119794 (Hartree/Particle)  

 Thermal correction to Energy=                    0.128009  

 Thermal correction to Enthalpy=                  0.128953  

晗  

 Thermal correction to Gibbs Free Energy=         0.086483  

Gibbs 自由能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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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 of electronic and zero-point Energies=           -496.045746  

零点能校正后能量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Energies=              -496.037531  

这个好像是几个加起来，已经包含了零点能校正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Enthalpies=            -496.036587  

呵呵，欧不是学化学的，这个不熟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Free Energies=         -496.079057   

 

6．43 不能正确判断对称性的原因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不能正确判断对称性的原因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5 23:34:59 2002)  

我想这个问题有三个原因：  

(1)输入坐标本身没有保持对称性。可能是错误的输入也可能是不够准确的输入。Gaussian 对截尾的要求

很高，做好要有五到六位有效数字。有时，特别是从晶体坐标转过来的坐标很难保证这样高的有效位数，

可以试试用 symm=loose, 如果还是不行，就只有对坐标稍微做点调整了，不过这个很麻烦。  

(2)输入没问题，但程序没有正确判断。别的量子化学程序也大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的是  *如果用内坐标： (a) 第一个原子放在对称中心(如果有)上。如果对称中心

上没有原子可以用 dummy 原子。(b)第二个原子放在 高重对称轴上。 *如果用直角坐标： 第一个原子

方在坐标轴中心， 第二个原子放在 Z 轴上。对于第三个原子放在 XZ 还是 YZ 面上好象一般不大讲究。  

(3)一些对称性太高(如 Ih)的分子程序不能正确判断，而只能判断为其子群。这是因为程序没有专门为这

种对称性设计简化运算。可以参考说明书看看允许的对称性。  

对于 C6H6 的 D6h, Gaussian 是可以正确判断的，按照上面的规则，坐标可以写为：  

 

X1  

X2 1 1.0  

C3 1 a1 2 90.0  

C4 1 a1 2 90.0 3 60.0  

C5 1 a1 2 90.0 4 60.0  

C6 1 a1 2 90.0 5 60.0  

C7 1 a1 2 90.0 6 60.0  

C8 1 a1 2 90.0 7 60.0  

...  

 

a1=1.35  

...  

 

我就不写 H 的了，按照这种输入程序能正确判断为 D6h.  

    Re: 不能正确判断对称性的原因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不能正确判断对称性的原因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17 14:53:28 2002)  

good.的确，我在学量化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子对称性的问题。一开始输入的结构无论对称

性高低，均被认为是 C1 群，后来通过修改输入文件。终于被正确识别了。 可是，即使这样，明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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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计算 HF 方法无误，但是使用 MP2 就是不能还是不能正确识别。 郁闷！ 

    Re: 不能正确判断对称性的原因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不能正确判断对称性的原因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17 15:41:17 2002)  

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 HF 能正确判断，MP2 不能的情况，因为判断对称性是独立于计算方法的步骤。请

把你的输入贴上来看看。 

   Re: 不能正确判断对称性的原因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不能正确判断对称性的原因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y 18 11:08:41 2002)  
好呀。我的输入是：  
%chk=pf6hf631g  
%mem=30MW  
# opt=tight freq=raman rhf/6-31g(d)  
pf6  
-1  1  
 P  
 F                  1              B1  
 F                  1              B2    2              A1  
 F                  1              B3    2              A2    3               
 D1  
 F                  1              B4    3              A3    2               
 D2  
 F                  1              B5    2              A4    3               
 D3  
 F                  1              B6    2              A5    3               
 D4  
   B1             1.680000  
   B2             1.680000  
   B3             1.680000  
   B4             1.680000  
   B5             1.680000  
   B6             1.680000  
   A1            90.000000  
   A2            90.000000  
   A3            90.000000  
   A4            90.000000  
   A5            90.000000  
   D1           -90.000000  
   D2           180.000000  
   D3           180.000000  
   D4            90.000000  
结果显示为 OH 群，可是我 HF 换成 MP2 计算的时候老是认成 D2H 群。只要加 NOSY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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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正确识别 
 
6。44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 

    Re: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null)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null)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5 13:59:21 2002)  

什么意思？电子本来就是波函数，何谓限制，好像求激发态倒是可以的 

   Re: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null)  

发信人: ppai (ohn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null)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5 18:12:20 2002)  

不好意思,说的不够清楚, 我是想问怎么样考虑边界条件(由于有边界使电子运动受到限制),谢谢 

   Re: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null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null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5 23:44:42 2002)  

什么样的边界？ 用场限制电子运动吗？gaussian98 可以加外场 

   Re: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null  

发信人: ppai (ohn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null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11:32:24 2002)  

例如 Si 和 SiO2 的边界 

   Re: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null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在 Gaussian 中可不可以限制电子的运动?(null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16 15:47:36 2002)  

你要算 Si 和 SiO2 的界面？ 这种情况需要做的是建立模型模拟边界的环境，给限制电子运动没有关系。  

电子是不能被随意限制运动的。 

 
6。45 对称性问题请教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对称性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14 11:33:26 2002)  

为什么 Gaussian98 计算出来的都是 C1 对称的？ 连 C6H6 它给出的都是 C1 对称性， 怎么回事啊？  

    Re: 对称性问题请教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对称性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14 17:43:48 2002)  

a example:  

#p B3LYP/D95 OPT=z-matrix test  

opt of benzene  

0,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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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R1  

C,2,R1,1,A1  

C,3,R1,2,A1,1,D1  

C,4,R1,3,A1,2,D1  

C,5,R1,4,A1,3,D1  

H,1,R2,2,A2,6,D2  

H,2,R2,3,A2,1,D2  

H,3,R2,4,A2,2,D2  

H,4,R2,5,A2,3,D2  

H,5,R2,6,A2,4,D2  

H,6,R2,1,A2,5,D2  

  Variables:  

R1=1.4  

R2=1.0  

  Constants:   

A1=120.0  

A2=120.0  

D1=0.0  

D2＝180.0  

我编了一个，你试试看 把 D1 固定为 0，限制所有原子在同一平面内,而且为正六边形 这样实际上苯分

子只有 2 个参数(C-C,C-H 键长)需要优化，应该能判断出 D6h 群了吧。 hehe，凯库勒单双交替的共振

结构就分别不出来了  

保持对称性我也想不出太好的方法，好像只能通过对内坐标编辑完成 但有些体系用内坐标优化也许会

不收敛，G94 和 G98 默认都是用 Redundant, 即扩展内坐标，G92 用的是内坐标。  

   Re: 对称性问题请教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对称性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14 17:58:07 2002)  

report:  

R1=2.4791  

R2=1.2396  

Full point group    C6H  (居然还不是 D6h，呵呵）NOp  12  

Largest Abelian subgroup          C2H         NOp   4  

Largest concise Abelian subgroup  C2          NOp   2  

Total atomic charges：  

C   -0.131216  

H    0.131216  

 ACCORDING TO HEN3RY, LIFE IS MUCH LIKE A SEWER........  

 YOU GET OUT OF IT JUST WHAT YOU PUT INTO IT...........  

                         TOM LEHRER - (THE 3 IS SILENT)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4 minutes 48.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10 Int=    0 D2E=    0 Chk=    6 Scr=    1  

 Normal termination of Gaussian 98.  

    Re: 对称性问题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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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对称性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5 08:50:16 2002)  

是的，昨晚回去就想到了 突然想到那两个键长都不可能那么长 然后想起来那个二面角错了 看了看优

化后的结构，挺有意思,hehe 

   Re: 对称性问题请教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对称性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5 11:28:44 2002)  
象 C6H6 这种成环的分子，要保持对称性，在建立 z-matrix 时 好加入虚原子  
i.e.  
X  
C 1 r1  
C 1 r1 2 60.0  
C 1 r1 2 60.0 3 180.0 

 
6．46 用 Amber 力场是不是要指定每个原子的原子类型?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用 Amber 力场是不是要指定每个原子的原子类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13 10:16:35 2002)  

在用 G98 做一个 QM/MM 计算,包括 200 多个水分子 溶质分子采用 DFT,水分子用分子力学方法 看了

一下说明,Amber 力场好像要对每个原子指定原子类型和原子电荷 那样要对 600 多个原子逐个输入...  

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吗? 想讨论讨论 现在我用的是 UFF 力场  

"uses charges calculated by the method of charge equilibration"  

请问 AMBER 力场中 atom type 和 partial charge 哪儿能查到? 

    Re: 用 Amber 力场是不是要指定每个原子的原子类型?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Amber 力场是不是要指定每个原子的原子类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14 10:49:45 2002)  

想问问你的模型是如何建立的，也就是你怎么定水分子的坐标， 是用 MC，MD 吗？ 

   Re: 用 Amber 力场是不是要指定每个原子的原子类型?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Amber 力场是不是要指定每个原子的原子类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14 11:47:57 2002)  

模型的建立是用 HyperChem 的设定 Periodic box 的功能 建立包含溶质和不包含溶质的盒子，默认的盒

子含有 216 个水分子 我想计算水化自由能，初步想这么考虑：  

对于这几个体系：1－气相溶质，2－包含溶质的 box，3－不含溶质的 box  

水化自由能＝ G2-G1-G3 (or A2-A1-A3)  

（N，V）体系中 Gibbs 自由能和 Hemholz 自由能是等价的  

计算的时候用 Gaussian 中的 Oniom 方法 对溶质采用 B3LYP/Gen (D95 for C,H,O,N,S, Tc 自定义)  

水分子溶剂采用 AMBER 或 UFF  

以前用 Sigma 软件也用 MD 方法进行过计算，不过不是我做的 这些东西都是帮别人做的，想与 MD 结

果对比一下用溶剂自洽反应场模型(SCRF)进行了一些计算，结果不理想. 这里面的考虑是将溶剂看成一

个连续分布的反应场，溶质分子处于空腔中，有两种考虑方式，一种看成是圆球 (Onsager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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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SCRF=Dipole)；其次是在分子中原子大小上加上一个范德华半径形成空腔(SCRF=PCM)，溶剂化自由

能=静电作用能+非静电作用能。  

从优化结果看，含溶质的盒子与不含溶质的盒子形状近似但可以肯定它们体积会有差别  

还没想出来该怎么处理. 对蒙特卡罗和分子动力学不是很了解，所以才想用上述的 QM/MM 方法试试  

请指点 

 
6.47 请教各位高手 

   发信人: wjg (wjg),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各位高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y 25 08:53:04 2002)  

各位做量化的同行门，我是初学者，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我想请教如何计算固体的 Elctric Field Gradient。

以及如何用 3-D 表示。 

   Re: 请教各位高手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各位高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7 17:14:36 2002)  

在 gaussian 中用 Prop=EFG 你是想做固体核磁的计算把？ 

 
6.48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有对 

   发信人: hulun (hulu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有对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22 11:57:52 2002)  

没有对称性，输入文件格式这样可以吗  

%Chk=SiH4.chk  

# rhf/6-31G scf=direct pop=full test Gfinput  

SiH4  

    0    1  

Si 0    .000000     .000000     .000000  

H 0     .000000     .000000    1.462000  

H 0     1.378387     .000000    -.487333  

H 0    -.689193    1.193718    -.487333  

H 0    -.689193   -1.193718    -.487333  

算出结果不是 Td 对称性，而是 C1(算了好多次，有时候是 Cs)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22 12:06:02 2002)  

用内坐标吧:  

%chk=sih4.chk  

# RHF/6-31G opt=z-matrix pop=full test  

sih4  

0,1  

Si   

H,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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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R,2,A  

H,1,R,2,A,3,D  

H,1,R,2,A,3,-D  

 

R＝1.462  

A=109.5  

D=120.0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人: hulun (hulu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22 13:11:27 2002)  

ft,一运行就说 severe Error Message # 2070  

             The processing of the last link ended abnormally  

             All processing has been aborted  

其他的输入文件还可以运行，就这个运行就出错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22 14:04:33 2002)  

可能是某个符号格式不对 你自己重新写一遍吧，不要从这里拷贝粘贴，容易出错  

我刚才按我的输入算了一遍，结果如下：  

R=1.49168311  

A=109.47303825  

D=120.  

Full point group  C3V (仍然不是 Td)  

仅花 5 秒钟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22 15:18:48 2002)  

对于 Td 的分子，用内坐标反而不方便，用直角坐标比较的。  

si 0.0  0.0  0.0  

H  R    -R   R  

H  -R   R    R  

H  R   R    -R  

H  -R  -R   -R  

R=x.xx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22 21:57:05 2002)  

还是有一点点截尾误差，加上 symm = loose 就可以正确判断(我试过了)。  

--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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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用 cs chemoffice 画出的硅烷，用 gaussian 算怎么没?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23 10:14:01 2002)  

高对称性的 好不要用 CHEMOFFICE，用 GAUSSVIEW 比较好。 

 
6.49 help: coordinate setup for Adamantane 

   发信人: eric (格格巫~~~日以继夜的想你~~~飞猫刷刷),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elp: coordinate setup for Adamantan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un  8 02:45:53 2002)  

老板要欧算 算 Adamantane C10H16 的一个 cage molecule. 欧弄了两天也没 能弄出正确 的

z-matrix coordinate 来 . 大家都是怎么着手开始建立这种高对称性分子的 z-matrix 的啊？  它有

Td symmetry 的说  

any help or suggestion is appreciated 

   Re: help: coordinate setup for Adamantane  

发信人: stannum (火星人),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elp: coordinate setup for Adamantan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un  8 06:51:42 2002)  

注意到金刚烷不仅分子整体具有正四面体对称性， 而且 10 个 C 原子都是四面体构型成键， 只要从任

何一个 c 出发，先写完整与之相连的四个 H/C 原子， 然后就可以接着往下写了。 这不妨称作写内坐标

的碳中心原则。 

   Re: help: coordinate setup for Adamantane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elp: coordinate setup for Adamantan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n 10 17:26:05 2002)  
以下是输入(Td)，你可以直接用  
#p am1 opt=z-Matrix  
test  
0 1  
X1  
C2 1 a1  
C3 1 a1 2 90.0  
C4 1 a1 3 90.0 2 180.0  
C5 1 a1 4 90.0 3 180.0  
C6 1 a1 2 90.0 3 90.0  
C7 1 a1 2 90.0 3 -90.0  
H8 2 a2 1 b1 3 45.0  
H9 2 a2 1 b1 5 45.0  
H10 3 a2 1 b1 2 -45.0  
H11 3 a2 1 b1 4 -45.0  
H12 4 a2 1 b1 3 45.0  
H13 4 a2 1 b1 5 45.0  
H14 5 a2 1 b1 4 -45.0  
H15 5 a2 1 b1 2 -45.0  
H16 6 a2 1 b1 3 -45.0  
H17 6 a2 1 b1 5 -45.0  



 163

H18 7 a2 1 b1 3 -45.0  
H19 7 a2 1 b1 5 -45.0  
X20 1 1.0 2 45.0 6 0.0  
C21 1 a3 20 35.26438968 2 90.0  
H22 1 a4 20 35.26438968 2 90.0  
X23 1 1.0 4 45.0 7 0.0  
C24 1 a3 23 35.26438968 4 90.0  
H25 1 a4 23 35.26438968 4 90.0  
X26 1 1.0 4 45.0 5 0.0  
C27 1 a3 26 35.26438968 4 -90.0  
H28 1 a4 26 35.26438968 4 -90.0  
X29 1 1.0 2 45.0 5 0.0  
C30 1 a3 29 35.26438968 2 -90.0  
H31 1 a4 29 35.26438968 2 -90.0  
 
a1=1.76  
a2=1.1  
a3=1.55  
a4=2.65  
b1=125.0  

 
6.50 multiplicity 对计算结果有多大的影响？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multiplicity 对计算结果有多大的影响？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7 04:33:31 2002)  

是不是除了实验外没有办法决定基态的 multiplicity? 我一般指定 mutiplicity 就是偶数电子取成 0，奇数电

子取成 1 但是好像有不少体系不满足这种性质吧，如 O2 基态就是三重态 所以大家是怎么做的呀？ 顺

便问一句，苯的基态是单重态吧？ 

   Re: multiplicity 对计算结果有多大的影响？  

发信人: rhinoceros (Zombi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multiplicity 对计算结果有多大的影响？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ul 26 11:45:37 2002)  

不确定就都算算各种 Multiplicity 的能量罢，特别是过渡金属，未成对电子多的。 不过一般都有光谱的

数据的。比如 Platinum 是 3(D) (d9s1)。 

 
6.51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24 09:43:31 2002)  

charge 和 opt 可以联用,但是这样做的人好象很少,如果您有文献的话,可否见告? 其实研究分子在电场中

的行为并不是没有其他方法,如massage. 我是刚学用 gaussian的,在看人家的文章时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

的东西,其中就要用到设置虚拟电荷,有兴趣的话,可以互相讨论,可发至我信箱.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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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27 14:38:03 2002)  

但是我一起用的时候程序总是在 l9999 死掉 l9999 是 finalize output 的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人: FangQ (Momotal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r 26 05:36:50 2002)  

I checked my G98 guide, it says that : Charge is not valid for 

semi-empirical methods, but it doesn't say that it can't   

be used for opt.But I have never use that combination.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人: qc (小迷糊),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r 26 08:56:08 2002)  

以前用的 gaussian 94 好象不能在电荷场中优化分子， 因为电荷的位置一经确定，就不再改变。除非

所做的是考虑在固定电荷的微扰环境下的分子构型优化。 不知道 gaussian 98 中这中情况是否有改变。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人: stannum (火星人),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10 03:40:36 2002)  

试一下 field。有什么不同？现在才知道你这个版，迟到了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人: rhinoceros (Zombi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ul 26 11:21:09 2002)  

I guess that guy is either cheating or developing a new algorithm  

to find optimized structure in point charge environment.  

and you need to be careful in point charge posi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for g94 and g98.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Charge 关键词能不能和 Opt 同时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ug  1 08:55:19 2002)  

The two keywords can be used at the same time. 

 
6.52 研究一个体系的电子结构性质有什么好的办法？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研究一个体系的电子结构性质有什么好的办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9 16:46:27 2002)  

可以利用 gaussian 中的有限场方法（FF），这个东西平时一般用来计算极化率和超级化率等。加场后也

可以看到电子云的分布，和键级的变化。 可以比较和不加场状态下的情况。要计算两次了。 

    Re: 研究一个体系的电子结构性质有什么好的办法？  

发信人: rhinoceros (Zombie),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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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研究一个体系的电子结构性质有什么好的办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ul 26 12:19:09 2002)  

differential charge density contour plot.  

 
6.53 我想加个 C2V 对称，如何改输入文件？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我想加个 C2V 对称，如何改输入文件？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13 14:52:08 2002)  

%mem=250mb  

%chk=631+gd  

%nproc=1  

# opt=tight rb3lyp/6-31+g(d)  

libf4  

0  1  

 B  

 F                  1              B1  

 F                  1              B1    2              A1  

 F                  1              B3    2              A2    3              D1  

 F                  1              B3    2              A2    3              D2  

 Li                 1              B5    2              A4    3              D3  

   B1             1.373500  

   B3             1.491000  

   B5             2.419286  

   A1           117.183841  

   A2           110.420000  

   A4           121.373310  

   D1           127.590000  

   D2          -127.590000  

   D3           180.000000  

我写的老是不对，哪位大虾伸伸手？ 半路出家学量化，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Re: 我想加个 C2V 对称，如何改输入文件？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想加个 C2V 对称，如何改输入文件？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13 16:45:52 2002)  

既然有对称性,为什么不把 D2 写成-D1? 也可以试试引入一个哑原子,放在 B-Li 和中间两个 F 原子的交

点上 

   Re: 我想加个 C2V 对称，如何改输入文件？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想加个 C2V 对称，如何改输入文件？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14 15:31:03 2002)  

大侠伸伸手，我已经写了 N 次了！不是被认为是 CS 就是 C1，大虾帮我一下，让我学习学习。 

    Re: 我想加个 C2V 对称，如何改输入文件？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想加个 C2V 对称，如何改输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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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14 21:08:58 2002)  

我用哑原子试了一下，AM1 优化，显示是 C2V 群：  

Framework group  C2V[C2(LiB),SGV(F2),SGV'(F2)]  

输入文件：  

# opt ram1 test  

 

libf4  

 

0  1  

 X  

 B        1       B1  

 F        1       B2    2       A1  

 F        1       B3    2       A2    3       D1  

 Li       1       B4    3       A3    2       D2  

 F        2       B5    1       A4    3       D3  

 F        2       B6    1       A5    3       D4  

 

   B1             1.200000  

   B2             1.100000  

   B3             1.100000  

   B4             1.300000  

   B5             1.370000  

   B6             1.370000  

   A1            90.000000  

   A2            90.000000  

   A3            90.000000  

   A4           117.200000  

   A5           117.200000  

   D1          -180.000000  

   D2           180.000000  

   D3            90.000000  

   D4           -90.000000  

 
6.54 量子化学中的磁性  

发信人: zyli (andrew),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量子化学中的磁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5 10:56:42 2002)  

怎样通过量化计算确定物质的磁性，如顺磁，铁磁反铁磁等。 有什么好的相关参考书吗？ 

 Re: 量子化学中的磁性  

发信人: valenhou (AA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量子化学中的磁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5 11:59:07 2002)  

我也很感兴趣。可也找了好半天的资料，没有找到具体如何计算的（是指在计算程序中如何设置）。  

我曾用过 FP-LMTO。等有了 Vasp，我试试看，能不能学会如何计算磁性材料。 在 physics review B



 167

上，每期都一块给磁性方面的文章。 

  Re: 量子化学中的磁性  

发信人: zyli (andrew),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量子化学中的磁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5 21:44:24 2002)  

这种文献一般没有计算细节的， 好有这方面的 review article 或者 book 

 
6.55 有用 gaussian98 算定域轨道的吗？ 

 发信人: gauss98 (高司),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有用 gaussian98 算定域轨道的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3 10:48:21 2002)  

用 gaussian 算正交定域化轨道 Boys 方法的 听说能算，但是在说明目录上没有看到：（ 

    Re: 有用 gaussian98 算定域轨道的吗？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用 gaussian98 算定域轨道的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3 11:22:29 2002)  

用 NBO 也可以算 

    Re: 有用 gaussian98 算定域轨道的吗？  

发信人: gauss98 (高司),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用 gaussian98 算定域轨道的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3 13:17:03 2002)  

NBO 是什么意思？ 我在 gaussian98 users reference 上没有看到 NBO 关键词 也没有看到比如 LMO，

BOYS 之类的 

    Re: 有用 gaussian98 算定域轨道的吗？  

发信人: lijiabin (little monke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用 gaussian98 算定域轨道的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3 15:22:59 2002)  

natural bond orbital theory,应该是一种布居分析方法，  

详见<<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Chemistry>>,Frank Jensen, John Wiley &Sons Ltd. 1999,p229  

不过里面讲得我也看不大懂，能否请知晓的大虾解释解释?先行谢过了，呵呵 

     Re: 有用 gaussian98 算定域轨道的吗？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用 gaussian98 算定域轨道的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3 19:15:08 2002)  

refer to NBO's homepage  

http://www.chem.wisc.edu/~nbo5/index.htm 
  

6.56 请教 Elizerbeth 一个问题？ 

发信人: Tangdou (Tangdo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 Elizerbeth 一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3 13:15:39 2002)  

你好，Elizerbeth, 在我现有的 gaussian 98 程序中 ，想要进行模拟一个分子的空间结构 ，分子大概有

200-300 个原子的多肽，行不行。如果程序提示原子数溢出，怎么办？能不能对程序做一点改动？我们

主要做实验的，老板不会在花几千块钱给我们购置软件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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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请教 Elizerbeth 一个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Elizerbeth 一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4 04:39:26 2002)  

我想这么大的体系，要做第一原理比较困难 你用的是半经验方法吗？好象生物上大都做分子动力学  

有专门这方面的程序 

      Re: 请教 Elizerbeth 一个问题？  
发信人: valenhou (AA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Elizerbeth 一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4 12:42:24 2002)  
或许这个软件 Ammp 对你有用，其网址在 http://www.cs.gsu.edu/~cscrwh/ammp/ammp.html  
可以下载，也有 windows 版本的。 下面是他的大致介绍：  
 
AMMP is a modern full-featured molecular mechanics, dynamics and modeling   
program. It can manipulate both small molecules and macromolecules including  
 proteins, nucleic acids and other polymers. In addition to standard features,  
 like numerically stable molecular dynamics, fast multipole method for  
 including all atoms in the calculation of long range potentials and robust  
 structural optimizers, it has a flexible choice of potentials and a simple   
yet powerful ability to manipulate molecules and analyze individual energy  
 terms. One major advantage over many other programs is that it is easy to  
 introduce non-standard polymer linkages, unusual ligands or non-standard  
 residues. Adding missing hydrogen atoms and completing partial structures,  
 which are difficult for many programs, are straightforward in AMMP.  
It is written in C and has been ported to many different computers.  
 The source code is available under a modified GNU "copyleft" so that it  
 is easy to follow exactly what the program is doing. (i.e.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with the code, but you can't sell it as a product without my  
 permission). Another major advantage over commercial software is that AMMP  
 can be easily included in another program to supply molecular mechanics   
function. The program and modeling methods are under active development.   
User feedback is appreciated and incorporated in the program. A graphical  
 interface is available for Linux and Unix with the openGL graphics language   
and for windows 95/98/NT  

 
6.57 oniom 方法是否不适合氢键的计算？ 

  发信人: ppqq (fengying),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oniom 方法是否不适合氢键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22 22:03:34 2002)  
   我前段时间计算用 oniom(b3lyp/3-21+G**:pm3)方法所得的氢键能量, （b3lyp/3-21+G**)        
总是很大，基本  到了共价键范围，是否 oniom 方法不适合氢键的计算？ 
      Re: oniom 方法是否不适合氢键的计算？  

标  题: Re: oniom 方法是否不适合氢键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23 22:17:13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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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compare the result of oniom with the benchmark's basing on some  relatively small systems firstly   
 
6.58 请教如何设定弱相互作用原子间的距离  

发信人: ypp (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如何设定弱相互作用原子间的距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7 10:18:52 2002)  

对于若相互作用的原子，比如氢键，范德华相互作用，路易斯酸碱之间的螯合或配合作用，等等，对于

这些相互作用在量化计算时该如何设定原子之间的距离，有没有什么书可以查阅？用什么理论方法较

好？ 

  Re: 请教如何设定弱相互作用原子间的距离  

发信人: hnnew (能带),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设定弱相互作用原子间的距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7 16:01:48 2002)  

大概为 0.2nm 

  Re: 请教如何设定弱相互作用原子间的距离  

发信人: ypp (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设定弱相互作用原子间的距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8 16:34:34 2002)   

多谢了！另外再请教一下，是不是可以说若两原子间距离大于 0。2nm，则相互作用很弱，

小于 0。2nm 较强，甚至有成键的趋势 
  Re: 请教如何设定弱相互作用原子间的距离  

发信人: matrice (matrix isolatio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如何设定弱相互作用原子间的距离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8 18:39:30 2002)  

也不一定 有时 0.2nm 也是很强的成键 一般根据体系的不同而具体分析了 

 
6.59 计算过渡金属体系除了 DFT 外还有什么方法好一些？  

   发信人: matrice (matrix isolatio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计算过渡金属体系除了 DFT 外还有什么方法好一些？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7 13:39:02 2002)  

   比如含 Fe 的体系？ 

    Re: 计算过渡金属体系除了 DFT 外还有什么方法好一些？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计算过渡金属体系除了 DFT 外还有什么方法好一些？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7 13:55:20 2002)  

不知仁兄是做含 Fe 的有机金属化合物，还是单纯 的的含 Fe 的离子，原子，簇，表面呢？  

目前对于纯 Fe 的理论计算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法。W 

   Re: 计算过渡金属体系除了 DFT 外还有什么方法好一些？  

发信人: matrice (matrix isolatio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计算过渡金属体系除了 DFT 外还有什么方法好一些？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7 19:14:29 2002)  

FeOx and anions .but the calculating results based on DFT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experiments 

 
6.60 z-matrix and dummy a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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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z-matrix and dummy atom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15 14:12:47 2002)  

哑原子(Dummy Atom)，可能得从内坐标(z-matrix)开始说说  

1. 一般确定分子的几何构型可以采用两种坐标体系，一种是笛卡尔(Cartesian)坐标 ，只要确定了原点

和 x，y，z 轴，以及每个原子的(x,y,z)坐标就可以完全确定分子的构型了。  

2. 在分子内坐标系中，分子中每个原子的相对位置是用与它成键的另一原子间键长 、该键与另一化学

键间的键角，以及后者与和它有一条公共边的另一键角所成的二面角来确定。因此，原子的内坐标一

般需借助于称之为“参考原子”的 3 个其它原子来定义。每个原子的内坐标占一个输入行。  

例如，定义原子 A 内坐标的输入行的格式为： [A (元素标记)], [原子 1], [键长], [原子 2], [键角], [原子

3], [二面角] 其中，[A (元素标记)]可采用元素符号或原子序数；[原子 1]、[原子 2]和[原子 3]一般可采

用这 3 个参考原子在输入流中的序列号（显然，它们的系列号必须小于原子 A。 亦即，它们在原子 A 之

前已经定义）。需注意：[键长]的默认单位为埃；0< [键角] ≤180。[二面角]的定义为包含原子 A、1、2 的

平面与包含原子 1、2、3 的平面所成的夹角，其取值区间为[-180, 180]。二面角所取的正负符号由“右

旋法则”确定。  

3. 右旋法则简单解释如下:  

对于二面角 4-1-2-3,定义一条有向直线 2-->1,基准平面 1-2-3,平面 1-2-3 按右旋规则绕 2-->1 旋转到与平

面 4-1-2 重合所需要的转角就是二面角 4-3-2-1.(或者平面 4-1-2 绕 1-->2 转到与 1-2-3 重合,二者等价).  

4. 哑原子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原子,只是为了更好地得到 z-matrix 而由用户定义的,通过 dummy atom 可以

更好地得到分子的对称性,在 Gaussian 里可以定义一个,也可以定义多个哑原子,它们的代号全部都用

"X"  

eg.1 NH3 分子  

NH3 分子属于 C3V 点群,其 z-matrix 可以这样定义  

 N  

  H,1,B1  

  H,1,B1,2,A1  

  H,1,B1,2,A1,3,D1  

 

采用哑原子可以使一些键角,二面角等等取特殊值(0,90,180),这对于 Gaussian 判断分子的对称性有很大

的帮助. 对于 NH3 分子,3 个 H 原子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型,因此把该三角形的重心设定为一个哑原子:  

 

  X                                       H3  

  N,1,B1                                  |  

  H,1,B2,2,90.0                           X1---N2  

  H,1,B2,2,90.0,3,120.0                  / \  

  H,1,B2,2,90.0,3,-120.0               H4   H5  

 

这样计算得到的 NH3 分子结构是 C3V 点群  

eg. 2 CO2 分子  

CO2 分子是一个线性分子,属于 D*h 点群(*表示无穷,在 Gaussian 结果里面也是这么表示的),其 z-matrix

可以这么写:  

  C  

  O,1,B1  

  O,1,B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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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述内坐标可以算出 D*h 点群,然而对于这种线性分子规定哑原子必须要注意其二面角可能无法定

义,因为可能造成对于二面角 4-3-2-1中,3-2-1处于一条直线上,或者 4-3-2处于一条直线上,从而无法定义

基准平面,这样 Gaussian 在 L101 就要 link died 了. 对于这一分子可以定义两个哑原子:  

 C                                   X2  

  X,1,1.0                             |  

  X,1,1.0,2,90.0                O4——C1——O5  

  O,1,B1,2,90.0,3,90.0                 \  

  O,1,B1,2,90.0,3,-90.0                 X3  

这里 X2,X3 都垂直于 O4-C1-O5 直线,并且 X2-C1 和 X3-C1 互相垂直,C-X=1.0 是任意设定的取两个 X

原子就不会造成二面角定义的错误了.  

eg. 3 Benzene  

苯环属于 D6h 点群,其内坐标可以写为:  

 C  

  C,1,B1  

  C,2,B1,1,A1  

  C,3,B1,2,A1,1,D1  

  C,4,B1,3,A1,2,D1  

  C,5,B1,4,A1,3,D1  

  H,1,B2,2, A2,6,D2  

  H,2,B2,1,A2,3,D2  

  H,3,B2,2,A2,4,D2  

  H,4,B2,3,A2,5,D2  

  H,5,B2,4,A2,6,D2  

  H,6,B2,1,A2,5,D2    其中 A1=A2=120.0,D1=0.0,D2=180.0  

 

对这种环状体系用哑原子比较方便,因为取六边形的中心为哑原子的话,6 个 C 原子和 6 个 H 原子可以

分别由中心的X原子来定义,同样从这个X原子出发做六边形平面的垂线, 在垂线上任取一点作为另外

一个哑原子:  

 

  X                               H14  H9   H10  

  X,1,1.0                          \   |   /  

  C,1,B1,2,90.0                     C8 C3 C4  

  C,1,B1,2,90.0,3,60.0               \ | /  

  C,1,B1,2,90.0,4,60.0                 X1-----X2  

  C,1,B1,2,90.0,5,60.0               / | \  

  C,1,B1,2,90.0,6,60.0              C7 C6 C5  

  C,1,B1,2,90.0,7,60.0             /   |   \  

  H,1,B2,2,90.0,3,0.0             H13  H12 H11  

  H,1,B2,2,90.0,4,0.0  

  H,1,B2,2,90.0,5,0.0  

  H,1,B2,2,90.0,6,0.0           B1=C-X,B2=H-X  

  H,1,B2,2,90.0,7,0.0  

  H,1,B2,2,9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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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一些基本概念,也许对于初学者有用吧:) 
  
Re: z-matrix and dummy atom  

发信人: tofly (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z-matrix and dummy atom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15 21:33:05 2002)  

呵呵 本人就是初学者 感谢大虾 ghb 另外  

       N2  

       |\  

       | \   

  H3---|--H5  

   \  x1 /  

    \   /  

      H4  

x  

N 1 B1  

H 1 B2 2 90  

H 1 B3 2 90 A1  

H 1 B4 2 90 A2  

 

 

B2=B3=B4 A1=120   

但是确定 4-1-2-3 两面角时按第一种规则 确定 2->1 转轴，基准面 1-2-3， 基准面按右旋规则转到 4-1-2

似乎是 60 度啊 好像也是 60 度 请指教错误来源 感激不尽！ 

Re: z-matrix and dummy atom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z-matrix and dummy atom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16 13:38:14 2002)  

你不觉得角 H3-X1-H4＝120 度吗？ 

Re: z-matrix and dummy atom  

发信人: czhsdw (求知),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z-matrix and dummy atom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16 13:59:23 2002)  

没错，角 H3-X1-H4＝120 度。 

6.61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c2h2c2h2 (再爱我吧),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4 00:09:19 2002)  

我想优化构型，就是 Cp2Fe,Cp2TiCl2,Cp2Ti:,分别是二茂铁，二氯二茂钛，二茂钛这三个东西的构型 主

要是难以表示茂是整个 pi 体系与金属配位的 请大侠指教有什么软件，采用什么基组合算法 怎么样才

能实现我想要做的 谢谢！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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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4 10:34:13 2002)  

你是说 Cp 与 Fe,Ti 作用的几何结构难以直接说清楚吗？ 如果计算可用 G98 等软件，H,C,用 6-31G*可

用 b3lyp., Fe,Ti, Cl, 用 Lanl2dz.方法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c2h2c2h2 (再爱我吧),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4 12:45:07 2002)  

对优化构型来说 要体现 Cp 是提供 6 个电子与金属配位成健 而不是 2 个电成健 我觉得一般软件很

认识啊 比如 chem3d hyperchem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4 15:57:59 2002)  

进行量子化学计算的时候不需要也不能输入电子的成健性质，只需要原子核的几何位置。 电子密度

是通过计算得出的。化学软件常按照一般的成健性质帮助用户设计分子，这些辅助系统对一般的分子

输入是很有帮助的，对特殊成健健型就可能会有些问题，这时候按照你的理解来画分子，给量子化学

计算是没有关系的。  

在计算时只需要考虑：如果你觉得是共扼大 pi 健，那你就按照健长平均，原子共面输入即可。对化

学结构的理解只是有助于输入比较合理的楚始结构，节省计算时间并且让计算更可靠。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c2h2c2h2 (再爱我吧),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4 18:22:41 2002)  

对呀我现在目的是想优化构型，获得合理的键长键角二面角等参数因为这些东西并不一定确实存在

（比如 Cp2Ti:）我就想通过构型优化来获得，但是成键方式对我得优化作用很大那，我怎么能告诉  

hyperchem，chem3d 这些信息那？ 谢谢大侠指点’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5 01:47:55 2002)  

我没有用 hyperchem 和 chem3d 做过计算，不过我想应该和别的软件计算差不多把。 如果你觉得按照

在它辅助下构造的结构不是你所想要的，我想你可以完全自己设计分子的输入把，比如 cp2Ti, 按照猜

想结构(类似 cp2Fe, D5d)用内坐标输入(gaussian 格式):  

Ti1  

X2 1 1.0  

X3 1 r1 2 90.0  

X4 1 r1 2 90.0 3 180.0  

C5 3 r2 1 90.0 2 0.0  

C6 3 r2 5 72.0 1 90.0  

C7 3 r2 6 72.0 5 180.0  

C8 3 r2 7 72.0 6 180.0  

C9 3 r2 7 72.0 7 180.0  

C10 4 r2 1 90.0 2 180.0  

C11 4 r2 10 72.0 1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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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4 r2 11 72.0 10 180.0  

C13 4 r2 12 72.0 11 180.0  

C14 4 r2 13 72.0 12 180.0  

....  

 

r1=...  

r2=...  

 

我没有写出 H 的坐标，如果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将它们加上。 另外，你是用 hyperchem 和 chem3d

里的什么方法计算的，有没有试着用这种方法优化过已有结构的类似化合物(如 cp2fe)结果何试验结果

符合的怎么样？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c2h2c2h2 (再爱我吧),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5 09:13:27 2002)  

你没有明白我得意思啦 你知道 Cp2Fe 是 D5D 构型当然好办啊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构型那？  

比如可能是 C2v，或者别的点群啊，又或者二面角不是 0 度而是 15 度,那就需要优化一下 好的结构

啊 所以怎么才能优化这些东西的结构 说来惭愧，我还不知道怎么优化 Cp2Fe 的结构啊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eric (格格巫~~~日以继夜的想你~~~飞猫刷刷),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5 10:27:14 2002)  

量子计算也不是瞎算阿 总的有一些 chemical intuition 来构造一个基本合理的结构然后优化 可以先用

am1，再 scf 一步步提高 theory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5 10:36:03 2002)  

既然你是想用 Chem3d or Hyperchem 的图形界面进行优化，那是不难的事情，直接画出结构，不管是

什么点群， 后都能在你选定的方法下获得一个结果。 Chem3d 中一般只有半经验的方法，除非你有

相关联的 GAMESS-UK or Gaussian9x,否则结果的可靠性是比较低。相对用 Hyperchem7.0 会好多啦，

有许多方法可以选择。 但是你使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构形来说明你的问题，还须认为给定不同初

始结构，进行计算比较是否合理，成然先行的定性分析具有指导意义。  

  如果 Cp2Fe 优化都不明确，赶快努力吧！不然别人讲的你就不太理解。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5 10:39:13 2002)  

小胖子是对的。量子化学计算开始的时候是不能告诉你构型的，你必须告诉软件才行。 要么根据测

试结果，要么根据猜想确定。别把量化当仪器使。随便给一个构型优化可能要花费大量机时甚至得不

到结果。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elementw (mol),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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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6 09:13:22 2002)  

这就设计量化软件的差不多是基本问题了，软件能算什么，我们能控制什么。 现在的软件，例如高

斯，很多计算都是用 scf 过程，但是还没有确保 scf 收敛到 小的方法，一般得到的只是局域极值，

而我们想算的分子都有很多的构型，所以如果输入的构型离想要的构型相差很多，优化很难得到正确

的结果，甚至根本无法收敛所以现在的量化软件并不是完全智能的，并不可能给出所有的可能，多数

时间算出都是垃圾，让它算出有用的东东就是做计算化学的人干的事，否则谁都可以算了  

我知道的一个可行的找出尽可能多可能性的方法是用 ab initio MD，然后用精确一点的 ab initio 方法，

当时陷于不太大的分子和体系，并且 ab initio MD 本身还有一些问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c2h2c2h2 (再爱我吧),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6 13:12:05 2002)  

我其实的问题就是想问问怎么优化 Cp2Fe 之类的分子啊 看他们优化出来的结构是否合理啊 也没有

问怎么计算的问题啊，sigh 所以才叫 初级问题嘛！ 你说的可能就是说，也许 guass 掉到一个坑里

出不来了 说不定翻过坑旁边的那一座上 还会遇到一个吐鲁番啊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8 05:32:46 2002)  

Cp2Fe 有实验结构，如果你要算这类化合物，用它验证计算方法不错。 简单的验证这样做：取实

验结构，按 D5d 对称性对参数做些调整(实验结构非常接近 D5d, 但因为误差，不会是精确的 D5d, 但

理论模型可以按 D5d 构造)。优化它的健长，健角两面角，看看优化结果和实验结果相差的大不大，

如果不大就认为该方法还可以了。  近一步，可以做频率计算看看优化得到的结构是不

是 local minimum, 如果不是，则该计算方法不好，淘汰。 要再确信计算结果的可靠，就比较麻烦了，

想象 Cp2Fe 除了  D5d 外的其他可能结够(按化学成健理论)，  比如  符合  Fe 和 Cp 五元环成健

的 D5h, C2v, Cs...等，你可以做非常多，但问题是这类计算恐怕没有必要做得太多。甚至还可以尝试

不是 Fe 和 Cp 五院环成健的更多的可能。 优化这些结构， 优化后的能量和 D5d 优化后的比较，如果

D5d 的更低说明方法可靠，但如果有的结构比 D5d 的能量低则要仔细斟酌(下面在谈这个问题)。这样

是的尝试经常是没有办法穷尽的，你只有按照化学知识考虑需要做到哪个地步。 另外一种方法是用

分子动力学模拟，精确的动力学摸拟非常慢，因为技术问题也不能保证穷尽所以的 local minimum.  

刚才提到如果 D5d 能量不是 低需要仔细斟酌，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我想要研究 H2 和

Cl2 分子的相互作用，这两个分子显然都是稳定分子，在一定情况下也是不会反应的，但如果尝试多

种初始结构很容易优化出两个 HCl 分子的结构出来。在某些初始结构情况下得到了 H2...Cl2 得结构，

它的能量更高，但正是我们想要研究的对象，当然不能说这种计算是错的。理论计算一定要有化学知

识相配合才能计算出有意义的结果出来。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人: waterdown (匹夫),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 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10 00:48:23 2002)  

是啊，不过也不止是计算啊，呵呵。 做实验的也不是只盯着现象看就行了，科学研究总是有她自身

的规律。 有时间也想去找波普洱的那本书来看看，呵呵 

 

6.62   关于 gauss 的一个初级问题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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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关于 gauss 的一个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5 16:36:05 2002)  

【 在 eric (格格巫~~~日以继夜的想你~~~飞猫刷刷)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每次两个关键词都用  

: 有什么区别么？  

: 呵呵，懒得查 manul 了  

对于 Geom=checkpoint 只是读入分子结构和参数，而 geom=allcheck 则是把标题，电荷， 多从度，

分子结构都从.chk 文件读入。 

       Re: 关于 gauss 的一个初级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gauss 的一个初级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Oct  7 11:02:14 2002)  

geom 读入坐标 guess 读入波函数 

 
6.63 请问含 S 的有机分子用什么好？ 

 发信人: kutu (kut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含 S 的有机分子用什么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4 11:07:18 2002)  

还是用 6-31G(d)吗？ 谢谢 

    Re: 请问含 S 的有机分子用什么好？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含 S 的有机分子用什么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4 16:09:08 2002)  

S 原子当然可以用这个机算。 在开始一个工作时先按照计算的目的，体系大小，计算机资源选取合适

的方法和基组。 好能拿一些小的体系测试作方法和基组的可靠性，或者参考参考别人算类似体系所

用的方法。 

     Re: 请问含 S 的有机分子用什么好？  

发信人: qc (小迷糊),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含 S 的有机分子用什么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5 19:21:53 2002)  

有文章报道说 Gaussian 中 S 使用的是其负离子的波函数，而 GAMESS 中用的是其中性原子的。后者

的计算结果可能要好一些。  

【 在 gobin34 (小胖子) 的大作中提到: 】 

 
6.64 请教一个计算问题 

     发信人: pretty (冰糖),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一个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12 10:26:25 2002)  

当氢吸附于金属表面时，形成化学吸附。这样，几个问题就出来了：   一，吸附能（adsorption energy);

二，束缚能（bonding energy).要计算这两个能量，还须知道一个氢分子的能量。这个能量又是怎么算

的？ 

      Re: 请教一个计算问题  

发信人: code (蝌蚪),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一个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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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12 17:02:36 2002)  

对于我的理解，吸附能可以用吸附 H2 后的能量减去未吸附 H2 金属能量和氢分子能量和。  

 E(AB)-E(A)-E(B) 氢分子能量就用构型优化后能量（扣除零点能）。 

     Re: 请教一个计算问题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一个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12 17:31:30 2002)  

不知你是研究 H2 与什么样的金属作用，这似乎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6.65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发信人: coolhunter (飞龙在烫?,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12 16:44:31 2002)  

我想用不同基组分别优化配合物中的不同原子,比如说 C H O 等用 6-311G,而金属原子用 LanL2DZ,哪位

好兄弟能给我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有简要的说明.非常感谢,祝好人一路平安! 

     Re: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发信人: code (蝌蚪),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12 17:09:07 2002)  

For examples:  

#RHF/gen pseudo=read test  

 

CuONNO  

 

0 2  

Cu ...  

N...  

O...  

N ...  

O ...  

 

1 0  

lanl2dz  

****  

2 4 0  

6-311G  

****  

3 5 0  

6-311G  

****  

 

1 0  

lanl2dz  

指定原子 Cu ：一号  Lanl2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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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二号 四号 6-311G  

如果 N 用不同的基也可以分开列出  

        O :   三号 五号 6-311G 

 
6.66 指教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指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1 23:12:02 2002)  

在计算 BSSE 时，若 massage 与 Gen 同时使用该如何输入？ massage 与 Gen 使用时，都需要在分子

指认后输入相应字段。正确的格式该如何输入？ 反复试过几种输入，却都不行，如   

#P B3LYP/GEN PSEUDO=READ massage TEST   

Cd-PY_IM BSSE sp calculation                                          

 

 0   1  

 X  

 Cd,1,2.569  

 N,2,ncd3,1,ncdxx3  

 .......  

 ........  

 ........  

   

 ocdn37=81.12498569  

 dih37=137.85785318  

 

 C H O N 0                          

 6-31+G*                             

 ****                               

 Cd 0                               

 LANL2DZ                            

 ****                               

                                    

 Cd 0                               

 LANL2DZ   

    

 36 Nuc 0.0   

 37 Nuc 0.0   

 38 Nuc 0.0   

 39 Nuc 0.0   

 40 Nuc 0.0   

 41 Nuc 0.0    

   

 请指教  

 XX 

      Re: 指教  



 179

发信人: code (蝌蚪),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指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12 08:22:48 2002) 

     对于计算 BSSE 的问题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  

1。当使用 N Nuc 0.0 方式时，其书写的位置应在 basis set 与 Pseu 间  

For example   

Cd 0  

lanl2dz  

****  

N 0  

6-31g  

****  

 

45 Nuc 0.0  

 

Cd 0  

lanl2dz  

2.如果使用 Bq 代替更为简单 

 

6.67 he example does not run, why?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the example does not run, why?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Oct  7 14:23:34 2002)  
hello! everyone, would you please test the example in the help. the example is  
  about the trajectory. as follws:  
 
# HF/3-21G Traj(NTraj=10,Steps=100,Phase=(1,3),RTemp=300) Geom=Crowd  
 
HF/3-21G dissociation of H2CO --> H2 + CO  
 
0 1  
C  
O 1 r1  
H 1 r2 2 a  
H 1 r3 3 b 2 180.  
 
r1 1.15275608  
r2 1.74415774  
r3 1.09413376  
a 114.81897892  
b 49.08562961  
 
1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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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1.0 1.3 2.5 0.0000005 1 1 3 13.0  
1 5.145  
 
C O -112.09329898 1.12895435 0.49458169 2.24078955  
H H -1.12295984 0.73482237 0.19500473 1.94603924  
 
i have tested it, but it does not work, why? 

   For the exaples , some bugs in it. if you can watch the L118,  

you can consider to use IOP directly. so you can write job card  

# HF/3-21G Traj iop(1/6=10,1/8=100,1/46=300,1/10=7)   

certainly, if you can firstly calculate FREQ and save .chk .you can use the default in Hessian input. 

 
6.68 如何使用 gaussian98 计算 chelate(钳合物)部位?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使用 gaussian98 计算 chelate(钳合物)部位?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16 19:40:21 2002)  

【 在 megazero (megazero) 的大作中提到: 】  

: 请问各位大侠  

: 请问用 gaussian98 计算一个有机分子(只有 C,H,O)时  

: 其中有一部位是 chelate（金属错合物），中心金属为 Mg  

: 与其错合为 2 个(R-group)-O- 与 2 个(R'group)=O  

: Basis Set 用 6-31G, polarization Function 用(3df,3pd)  

: 再加上 diffuse function ++ 去作 optimization 和 single point energy 计算  

: 针对金属错合物这个部位是否需要其他的条件才能让 gaussian98 计算  

: 谢谢！  

你的意思是要对鳌合位的原子进行较详细的研究而用大的基组是吗？ 你用原子序号来说明基组就可

以实现。 如  

#hf/gen  

 

.....  

 

 

c  

c 1 r1  

c 1 r2  

c...  

c....  

 

....  

 

 

1 0  

6-31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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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0  

6-311++G(3dp,3df)  

**** 

   Re: 如何使用 gaussian98 计算 chelate(钳合物)部位?  

发信人: matrice (matrix isolatio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使用 gaussian98 计算 chelate(钳合物)部位?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17 20:18:57 2002), 站内信件  

局部优化也可以吧 把不相关的原子位置固定，opt=z-matrix 

    Re: 如何使用 gaussian98 计算 chelate(钳合物)部位?  

发信人: megazero (megazer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使用 gaussian98 计算 chelate(钳合物)部位?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8 00:22:36 2002), 站内信件  

谢谢。只是我对金属鳌合位的性质不熟悉，像是其键结强度的计算及柔软度？  

假如我要计算的分子有 300 个原子，金属鳌合位（一个 Mg，四个 O）要作 6-311++G(3dp,3df)计算时，

其他用 6-31G(d)是否要这样指定？ 恳请指点，谢谢。  

(金属鳌合位的 atom number list) 0 6-311++G(3dp,3df)  

(其他所有原子的 atom number list) 0 6-31G(d) 

   Re: 如何使用 gaussian98 计算 chelate(钳合物)部位?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使用 gaussian98 计算 chelate(钳合物)部位?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8 08:23:51 2002), 站内信件  

只是这么大的体系，你用完全优化的方法是要很大的机子才行，是否考虑用 oniom 模型和方法。 

 
6.69  赶快帮忙吧 

 标  题: Re: 赶快帮忙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1 12:28:51 2002)  

高斯中的所有数字输入要求是浮点类型的。 你的角度是整形，必然 link died.  

【 在 c2h2c2h2 (再爱我吧) 的大作中提到: 】  

: 就说硝酸根吧  

: 在 Guass 里面  

: 分子内禀坐标应该怎么写阿？  

: 我写的是  

: O1  

: N O1 1.225  

: O2 N 1.225 O1 120  

: O3 N 1.225 O2 120 O1 0  

: 然后用 PM3 计算的时候总是 Link Died！！  

: 帮忙吧  

: 谢谢！  

: ................... 

6.70  请问如何确定一个分子的自旋多重度？  

  发信人: xzhgok (x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如何确定一个分子的自旋多重度？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17 19:03:5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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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度的 公式为 2S+1,S=n*1/2,n 为单电子数。对于一般有机分子，单电子数为 0（不含金属离子）多重度  

取 1。对于自由基等根据其单电子数目自定，另外对于配合物，要注意金属离子的电子组态。  

【 在 duaj (Adrain) 的大作中提到: 】  

: 输入时要用到的！有时是奇数，有时是偶数！  

: Many thanks! 

 
6.71  : 请教？  

   发信人: dennisfeng (denn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Apr  3 15:22:51 2004), 转信  

分子的结构，理论说直接决定了分子的一切物理性质， 根据原子第一性原则，两个原子之间，只要距离定

了， 别的一切都定了 至于成键，只是后来为了说明问题方便，加上的。 比方说，gaussian 做化，就是解

方程，等到一个能量 低的结构构形，当然，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基组，甚至不同的起始结构，得到的结

果 会大不一样。 有了优化的结构，后面就是布局分布；也就成键电荷 这个分析，目前的方法是很不完善 

主要是密力根 NBO AIM 等  

我们把 后得构型导到 chem3d 等软件，算一些经验参数等如 logP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判断，哪儿应该是双  

键 还有一点，你优化的构形一定要可靠！  

【 在 lizejun (11 点半回宿舍) 的大作中提到: 】  

: 用高斯优化出来的结构是不含双键的，  

: 人为的加上双键后，  

: 代表的还是优化后的分子吗？  

: 当利用 hyperchem 算优化后分子的其他性质时，  

: 加双键和不加双键出的结果不同，  

: 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 请高手指教。 

 
6.72 一个关于 guassian 分子内坐标的问题 

发信人: hellobaby (hellobab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关于 guassian 分子内坐标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Apr 17 15:34:27 2004), 转信  
自己 re 个吧,是粗心了,gaussian 里的 standard orientation 坐标没有取在原点位置,  
自己反而想当然了. 这样的算法是正确的,通过这样选取,就可以确定高斯分子内坐标的

取向与实际坐标的关系了:)  
【 在 hellobaby (hellobaby) 的大作中提到: 】  
: 在 gaussian 的 log 文件里,可以看到,有两套坐标,input orientation 和   
: standard orientation,其中 input orientation 是我们人为取定的分子坐标,  
: gaussian 在计算的时候,总是要把坐标转到其内部规定的坐标上去.原则上,  
: 这两个坐标应该只是差一个转动操作 S,为了求出 S,分别在两套坐标下任取三个  
: 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个原子,它们的坐标矩阵可以写成 Xi 和 Xs,理论上总应该满足  
: S*Xi=Xs,即 S=Xs*inv(Xi),可是实际计算的结果却是无法得到相同的 S,是用 matlab  
: 算的,应该没有算错,真实奇怪呀?  
: 难道我对 gaussian 定义的坐标理解有问题?  
: 向各位请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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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弱作用力的计算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弱作用力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17 14:46:59 2002)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的计算是 近比较热的一个方向。包含 H 键的作用,π键的作用， 离子与芳香体系

的作用等。在生物体内，和游离态的分子不同，弱的相互作用显的十分重要， 通过这种相互的作用，

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基元体系，可以将分子结合成为超分子。 由于体系的大小不一，所以计算

时选择的方法就不同。虽然分子力学在计算比较大的体系时取得了成功。但是，要想精确的得到分子

的电子结构方面的性质，必须进行必要的量子化学计算。一般的步骤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1 计算方法的选择，ab initio 方法和 DFT 方法。其中，有考虑 correlation 的方法和 HFscf 方法等。  

对于精度要求高的，必须要考虑相关效应。再加上基函数迭加误差(basissetsuperpositionerror,BSSE)和

大小一致性误差(size-consistencyerror，SCE)， 近 DFT 方法由于节省计算机时，所以比较多被使用。  

2 模型的构造，这一部分是很关键的，模型选择要有代表性， 好能反映全部的结构情况， 当然是

指极端的情况。例如：NH4＋与 Ph 的作用，可以用 4 中构型来代替，即 NH4＋中的 H 指向苯环的个

数和位置，其中 2 个 H 指向时共有 2 中不同的结构。而且，在选择模型时，主要考虑两种体系间的

距离大小等，这个很关键。  

3 模型的优化。将设计的构型在一定基组和方法上进行优化。这是一个苦差事，因为很多东西不好收

敛，这就需要处理，而且 Gaussian 在寻找 低点时有时不容易找到。  

4 将优化好的构型进行频率的计算处理。计算结束会给出频率的数值，还有体系各个分子的热能

Etherm 和熵值 S。按照下面的简单公式可以求得体系的热力学参数：内能的变化 ∆Einter,焓变 ∆H，  

熵变 ∆S 和自由能变化 ∆G。这些常数一般用来解释体系作用的类型等。  

A＋B――－A…B（复合物）  

∆Einter＝Einter（复合物）－Einter（A）－Einter（B）；  

∆Etherm=。。。。  

∆S＝。。。。  

∆H=∆Einter+∆Etherm+∆(PV),  

∆G=∆H－T∆S  

5．在求频率计算时，还可以进行电子结构的计算，  

主要是静电势，HOMO 和 LUMO 等分子轨道，电荷的分布，  

通过分析体系的电子结构，可以得出许多重要的信息。同时，还应当对分子的结构进行  

分析，键长，键角等。  

6．热力学参数的分析，对于得到的热力学常数，可以决定体系的作用类型等。  

而且选择时 好是找有实验结果的东西，当然，实验上的争论越大越好。显的你的计算  

有意义，哈哈。  

   实际上，这些东西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关键在分析，仁者见仁。 
 
6.74  请问在 ONIOM 中怎样确定自旋多重度  

    发信人: sanwu (sanw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在 ONIOM 中怎样确定自旋多重度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25 11:10:19 2002), 站内信件  

   在 ONIOM 中的自旋多重度是应该算高精度的那部分电子的自旋多重度,还是算整个体系的自旋多重度? 
    Re: 请问在 ONIOM 中怎样确定自旋多重度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在 ONIOM 中怎样确定自旋多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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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25 12:01:52 2002), 站内信件  

不同层用不同的电荷和多重度,边界原子默认的是氢,依样画葫芦即可 
Re: 请问在 ONIOM 中怎样确定自旋多重度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在 ONIOM 中怎样确定自旋多重度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25 17:33:22 2002), 站内信件  

【 在 sanwu (sanwu) 的大作中提到: 】  

: 在 ONIOM 中的自旋多重度是应该算高精度的那部分电子的  

: 自旋多重度,还是算整个体系的自旋多重度?  

其实在输入卡中是给的整个体系的 charge and multiplicity,而具体各层则是有你采用的替代原子或连接

原子来实现，多数情况下的共价体系用 H 实现（0，1）。 

 
6.75 请问含三个以上 Fe 的小原子簇体系怎样计算？? 

 Re: 请问含三个以上 Fe 的小原子簇体系怎样计算？?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含三个以上 Fe 的小原子簇体系怎样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29 15:12:30 2002), 站内信件  

【 在 matrice (matrix isolation) 的大作中提到: 】  

: Gaussion 98 可以么？  

: 如何选择方法？ ab initio, DFT or CCSD(T)……  

: 如何选择基组？  

: 以本人经验，含有一个过渡金属的小分子体系就已经不容易计算，尤其是很难确定体系  

: 的多重度，而且经常计算到激发态上，  

: 很多计算结果波函数并不稳定，所以比较苦恼。  

: 但是对于作实验的人，计算结果并不作很精确的要求，能够证明理论上存在，或者帮助  

: 归属光谱就可以了，但是计算结果很出色的话，会大幅提高研究质量，所以请高手谈谈经  

: 验，能够指点一二。  

Matrice 也要计算含铁体系，难呀！！！！！ 不知你是否读过有一篇八十年带的文献，一个 Fe2 体系，计

算出 112 个电子态。 Wang Laisheng 作的有关铁簇实验，用 EHMO 作了计算。PRB 上有许多 Fe 的计

算。  

Re: 请问含三个以上 Fe 的小原子簇体系怎样计算？?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含三个以上 Fe 的小原子簇体系怎样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29 15:49:17 2002), 站内信件  

【 在 matrice (matrix isolation) 的大作中提到: 】  

: 嗯，我看过很多 W L-S 的文献，光电子能谱可以达到但分子检测的水平，基本上是想做什  

: 么就做什么，而且大部分计算也都是通过 Gaussion 完成的。  

: 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很苛求计算结果，只想问一下 Gaussion 的结果到底有没有可信度？  

Gaussian 结果是可信的，但用它来研究这类磁性体的工作不多，源于 gaussian 处理的具体性，什么结

构，什么电子态，而这类体系的电子结构太复杂，你不能由一个或几个计算的结果就说明你的问题或

现象，用 Gaussian 计算这类体系的工作量大（如果想把问题弄清楚的话）  

你还是选择 ADF 为妙！！！！！！  

目前对这类磁性体系，还没有好的办法。 相信你读过 Chem Rev.2000,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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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关于有机络合物的计算 

 Re: 关于有机络合物的计算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有机络合物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26 21:01:46 2002), 站内  

 

【 在 gaus98 (初来咋道)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想算一下 Alq3 和 Gaq3 等金属络合物的量化参数,当我用画结构时用单键代替共价键  画出上述有机

分子的结构，但当我用 Am1 优化结构时，有的共价单键却自动断开且距离较远, 总之，得出的结构不

合理。这样更谈不上求其它的参数了。不知那位算过这类小分子. 问问，画结构时该如何处理结构中的

共价键。 另外，算含有较高原子量的分子使用什么方法好？比如说：Gaq3.  谢谢！ 这类分子应该用级

别比较高的方法和较大的基组才好，难道你的机器很烂吗？ 已有一些文献报道。 
    Re: 关于有机络合物的计算  

发信人: gaus98 (初来咋道),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有机络合物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26 22:00:00 2002), 站内  

我的机器不烂，只是不知为啥，优化后的共价键一部分断裂一部分还连接着 

    Re: 关于有机络合物的计算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有机络合物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7 00:35:19 2002), 站内  

I have mentioned that AM1 is not good enough for these systems.  

As your computer is not bad, why not try ab initio methods?  

suggest: dft methods with moderate basis sets(polarization  

function is neccessary). 

 
6.77 多分子体系和电子共振体 gaussian 能算吗 

Re: 多分子体系和电子共振体 gaussian 能算吗?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多分子体系和电子共振体 gaussian 能算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Nov 25 23:25:26 2002), 站内  

You do not need to consider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just input the multiplicity is ok.  

【 在 woodpin (木头) 的大作中提到: 】  

: 几个分子的体系,如果每个分子的都是顺磁性的,自旋多重度这么设置,像单分子一样吗?  

: 还有像二氧化碳: -O=C=O+这样的电子共振体,自旋多重度怎样设置?  

: 是不是告诉他们的自旋多重余度,gaussian 自己会推测? 

 
6.78 问单参考态 CCSD 的问题 

 问单参考态 CCSD 的问题  

发信人: supi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问单参考态 CCSD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Nov 21 16:40:06 2002), 站内信件  

单参考态的 CCSD（gaussian 中）对于开壳层和高度近似简并的情形的处理是失败的，为什么？ 
    Re: 问单参考态 CCSD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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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问单参考态 CCSD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Nov 22 18:23:41 2002), 站内信件  

Is it a general pheonomenon that ccsd fail for open-shell systems? 

For the system that has a lot of low-lying orbitals ccsd should not be reliable  

because ccsd is a single-reference method, and this type of system is a multi-  

reference systems. 

 
6.79 Re: 二茂铁自旋多重度的选取！ 

 Re: 二茂铁自旋多重度的选取！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二茂铁自旋多重度的选取！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Dec 14 19:08:03 2002), 站内  

【 在 oldelf (oldelf) 的大作中提到: 】  

: 1，3，5？  

对于这样含过渡金属原子的体系的计算是十分复杂的，多重度的选择是一个方面， 你不妨把所有的(2s+1)

都计算一次,也可以粗略判断，Fe 原子的 1 重态是能量非常高的。 一般考虑 3 和 5。  

然而相同多重度下的电子态的选取就比较难确定，可以先定性分析，如用 VSEPR 和 HMO  

再进行计算， 后比较得知什么样的态才是 稳定的。 

 
6.70 弱弱的问,我想比较同一类型化学键(比如氢键)的强弱关系,请各位多多指教 

  键能和键长 

   成键布居可以衡量键的相对强弱， pop=bonding。如果要算键能，得自己分别算反应物、产物相减了！ 

   键能只是个平均的结果,比如甲烷中碳氢键的键能是将氢分步解离,每步的解离能是不一样的,再平均得

到的结果,而双原子分子的键能就是解离能,如果是分子中的某个键的话,就需要救出断键后两个碎片的

能量,再用总能相减.  

 
6.71 ,分子在基态时和在激发态时的自旋多重度是一样的么? 

  一般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电子根据泡里不相容原理确定基态的电子排布,电子从外界获得能量(如紫外光

照射)跃迁倒反键轨道上,就得到激发态,所以一般而言激发态的单电子数要多一些.但在配合物中可能会

有例外,因为 D 轨道的分裂使得我们要综和成对能和跃迁能的因素来确定电子排布,如在强配体中,可能

会出现与上所说不同的一些情况. 

     激发有自旋激发、轨道激发，前者多重度不同，后者多重度相同而轨道对称性不同！也有可能激发态

和基态的多重度和轨道对称性完全相同而电子排布不同！ 

 
6.72 在 Gaussian 中如何实现自旋投影？   

   是不是用来消除自旋污染的？  

是的,日本的 Yamaguchi 经常用。G98 的能量计算中就有包括自旋投影的。比如平常的

UMP2 计算，在文件的结尾给出的能量中就有 PUMP2 等等以 P 开头的，这就是考虑了自旋

投影校正的能量值。这是个五重态的结果,四个单电子,可以看出,经过自旋投影处理后,S**2
已经接近理论值 6.0 了.  

S**2 before annihilation     7.0878,   after     6.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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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果的影响？  

造成自旋污染的原因？  

如何避免？  

magie 

就我的理解：  

   自旋污染表现在计算结果中操作（2指平方）不等于其本征值：s(s+1)  

   例如有一个单电子的体系，=0.75。但是计算结果可能要大于 0.75，若比 0.75 大 10％，那么计算结

果就不可靠了。这也是对结果的影响。  

   只有开壳层才有自旋污染，闭壳层没有此问题。直观上来看，造成自旋污染的原因是混入高自旋的态，

所以总自旋变大。从计算原理上说，开壳层的 a，b轨道能级不一样，会自旋极化；若极化过多，则会产

生自旋污染（呵呵，这话我也不太懂，不知道是否有错误。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根据文献报导，UMP2 是自旋污染 大的。若有未成对电子，需要用 PMP2（即投影 MP2 的能量）。

其他的，UHF,UMP3,UMP4 的自旋污染比较大。  

    要避免的话，HF 就选择 ROHF 方法。不过此法有不少缺点，目前基本不用。第二个方法就是采用自

旋投影方法，gaussian 基本使用此法。（我没用过，哪位用过说说怎么用的）。第三个方法就是半电子

近似的方法，这个用于半经验方法，象半经验程序 mopac 中有。第四个办法，就是用 casscf 方法了，它

没有自旋污染问题。还有......应该还有其他办法：） 好象 DFT 方法也是无自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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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优化计算 

1.优化目的： 

1.1 对分子性质的研究是从优化而不是单点能计算开始的，这一点要牢记。这是因为我们认

为在自然情况下分子主要以能量 低的形式存在。只有能量 低的构型才能具有代表性，其

性质才能代表所研究体系的性质。在建模过程中，我们无法保证所建立的模型有 低的能量，

所以所有研究工作的起点都是构型优化，要将所建立的模型优化到一个能量的极小点上。只

有找到合理的能够代表所研究体系的构型，才能保证其后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有意义。 

 

1.2 高斯中所用到的一些术语的介绍 

1.2.1 势能面 

在不解体的前提下，分子可以有很多个可能的构型，每个构型都有一个能量值，所有

这些可能的结构所对应的能量值的图形表示就是一个势能面，势能面描述的是分子结构和

其能量之间的关系，以能量和坐标作图。根据分子中的原子数和相互作用形式，有可能是

二维的，也有可能是多维的。势能面上的每一个点对应一个具有一个能量的结构。能量

低的点叫全局 小点，局域 小点是在势能面上某一区域内能量 小的点，一般对应着可

能存在的异构体。鞍点是势能面上在一个方向有极大值而在其他方向上有极小值的点，通

常对应的都是过渡态。优化的目的就是找到势能面上的 小点，因为这个点所对应的构型

能量 低，是 稳定的。 

1.2.2 确定 小值 

构型优化就是找体系的 小点或鞍点。能量的一阶导（也就是梯度，注意在数学中，

一阶导表示着函数的变化趋势，一阶导为零就表明找到了极值点，这是确定 小值的数学

基础）是零，这表明在这个点上的力也是零（因为梯度的负值是力）。我们把势能面上这

样的点称为静态点（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极小点）。所有成功的优化都会找到一个静态点，

虽然有时找到的静态点并不是想要的静态点。 

程序从输入的分子构型开始沿势能面进行优化计算，其目的是要找到一个梯度为零的点。

计算过程中，程序根据上一个点的能量和梯度来确定下一步计算的方向和步幅。梯度其实

就是我们所说的斜率，表示从当前点开始能量下降 快的方向。以这种方式，程序始终沿

能量下降 快的方向进行计算，只至找到梯度为零的点。而梯度为零表明能量已是 小，

所以这个点就是我们所要找的具有 小能量的结构。很多程序还可以计算能量的二阶导，

所以很多和能量的二阶导相关的性质（如频率计算）也可以得到。 

1.2.3 收敛标准 

优化计算不能无限制的进行下去，判定是否可以结束优化计算的判据就是我们现在所

要了解的收敛标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标准规定的是两个 SCF 计算结果间的差距，当

计算出的这两个能量值的差落在程序默认的标准之内时，程序就认为收敛达到，优化结束。

而单点能计算中也有一个收敛标准，这个收敛标准是用于判定 SCF 计算是否完成。SCF 计

算是一个迭代过程，假定一个解，带入到方程中，求出一个解，再将这个解带入到方程中，

如此循环，直到两次解的差落在程序默认的范围之内，SCF 计算完成。在这里强调这二者

区别的原因是：优化是高斯计算中 易出错的地方，有时 OPT=TIGHT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

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命令和 SCF=TIGHE 的区别。 

四个收敛标准：（真正的 0 难以达到，程序给出了 4 个判断标准） 

         Item               Value     Threshold  Converged? 

 Maximum Force            0.001037     0.00045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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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S     Force            0.000182     0.000300     YES 

 Maximum Displacement     0.116214     0.001800     NO  

 RMS     Displacement     0.016263     0.001200     NO 

Maximum Force：力的收敛标准是 0.00045；RMS    Force：力的均方根的收敛标准 0.0003 

Maximum Displacement 位移的收敛标准，0.0018 

RMS     Displacement 位移均方根的收敛标准 0.0012。 

在优化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只有前两项收敛（YES 表示已收敛，NO 表示不收敛），这种结果

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高斯程序默认：当计算所得的力已比收敛指标小两个数量极时，即

使 Displacement 值仍大于收敛指标，也认为整个计算已收敛。这种情况对大分子（具有较

平缓的势能面）比较常见。 

1.2.4 基本输入格式和输出解释 

Example 3.1 Ethylene Optimiazation 

#T RHF/6-31G(d) Opt Test           Opt 表示进行优化计算。Test 表示不存档。 

  

Ethylene Geometry Optimization 

  

 0 1 

 C 

 C 1 CC 

 H 1 CH 2 HCC 

 H 1 CH 2 HCC 3 180. 

 H 2 CH 1 HCC 3 180. 

 H 2 CH 1 HCC 4 180. 

      Variables: 

 CC=1.31 

 CH=1.07 

 HCC=121.5 

输出解释 

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Grad 

优化计算的分隔符 

 Berny optimization. 

 Internal  Forces:  Max     0.173679522 RMS     0.052518600 

 Search for a local minimum.（优化目的是寻找极小值，对于过渡态是寻找鞍点） 

 Step number   1 out of a maximum of 197 （197 表示程序将对构型进行 197 次优化，

注意这是程序默认要计算的次数，优化计算有可能提前完成也有可能在默认的次数内不能完

成计算。如是后者，通常是用 Gview 打开输出文件，这时所得的结构对应着输出文件中第

197 次计算的结果，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再接着进行优化计算；1 表示这是第一次优化计算） 

 

 

Variable       Old X    -DE/DX   Delta X   Delta X   Delta X     New X 

                                 (Linear)    (Quad)   (Total) 

    R1        3.57961  -0.00491   0.00000  -0.04257  -0.04257   3.53704 

    R2        3.15269  -0.01865   0.00000  -0.04830  -0.04830   3.10439 

    R3        2.35834  -0.01475   0.00000  -0.02338  -0.02338   2.3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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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X 结构旧的变量值， New X  优化计算对于该位置要达到的新的变量值。 

 

         Item               Value     Threshold  Converged? 

 Maximum Force            0.173680     0.000450     NO  

 RMS     Force            0.052519     0.000300     NO  

 Maximum Displacement     0.302996     0.001800     NO  

 RMS     Displacement     0.089161     0.001200     NO  

四个收敛标准，NO 表示还未收敛。YES 表示已收敛。在这一项输出之后给出计算所得的分

子结构参数。然后是一个单点能计算，该计算会给该结构的能量（以 Hartree 为单位）。收

敛后会有以下的输出。 

        Item               Value     Threshold  Converged? 

 Maximum Force            0.000022     0.000450     YES 

 RMS     Force            0.000003     0.000300     YES 

 Maximum Displacement     0.001476     0.001800     YES 

 RMS     Displacement     0.000307     0.001200     YES 

 Predicted change in Energy=-3.918833D-09 

 Optimization completed.     表示优化结束 

Stationary point found. 

以下输出是以内坐标形式给出优化好的结构。从中可得到需要的参数（键长，键角和二面角） 

 

                           ---------------------------- 

                           !   Optimized 

Parameters                              ! (Angstroms and Degrees)  ! 

 --------------------------                            

-------------------------- 

 ! Name  Definition              Value          Derivative 

Info.                ! 

 

-------------------------------------------------------------------------------

- 

 ! R1    R(1,23)                 1.8726         -DE/DX =    

0.0                 ! 

 ! R2    R(2,26)                 1.6244         -DE/DX =    

0.0                 ! 

 ! R3    R(3,15)                 1.2297         -DE/DX =    

0.0                 ! 

 ! R4    R(4,5)                  1.4038         -DE/DX =    

0.0                 !  

。。。。。。。。。。。。。。。。。。。。。。。。。。。。。。。。。。。。。。。。。。。。。。。。。。。。。。。。。。。。。。。。。。。。。。。。。。。。。。。 

以直角坐标表示的 终优化结构   Standard orientation:                          

 --------------------------------------------------------------------- 

 Center     Atomic     Atomic              Coordinates (Angstroms) 

 Number     Number      Type              X           Y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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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5             0       -5.624468    0.619069    0.101877 

    2         16             0        3.513621   -4.911162   -0.440263 

    3          8             0        0.810686    1.135321   -1.668476 

    4          7             0        2.529167    1.584744   -0.074011 

    5          7             0        2.856067    1.017185    1.167681 

6          7             0        0.416512   -2.646709   -0.105241  

剩下的输出的部分是优化结构的布局分析(用 POP=FULL 命令会有详细的输出)，分子轨道，

原子电荷和偶级距。 

 

2 高斯中自带的练习（通常都在 example 文件夹和 exercise 文件夹中）  

Example 3.2，研究取代基对键长的影响。确定过渡态结构 

Example 3.3 寻找过渡态。有三种方法：OPT=TS 方法，自己设定过渡态的结构，然后优

化到该结构。这个方法比较难，因为合理的确定过渡态的结构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要求对研究体系的变化很熟悉。这样才能合理的设定过渡态的键长，键角等参数。计算过

程中常会因负本征值的数目大于一而报错（要求只有一个）导致计算无法继续下去，解决

办法是在命令行中加 NOENGIN（参见 OPT 关键词说明）；OPT=QST2，一种比较傻瓜化的算

法，只要知道反应物和产物的结构按所给例子的格式输入，程序就会自动寻找过渡态，本

例既是用此法寻找过渡态。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找不到你所设想的过渡态。 

# opt=qst2 ub3lyp/6-31g(d) geom=connectivity       命令行，用 opt=qst2 方法 

 

H3CO --> H2COH Reactants                 第一个分子的说明行 

 

0 2                                      第一个分子的电荷和自旋多重度说明 

 C 

 O                  1      1.48000000    第一个分子的分子结构输入 

。。。。。。。。。。。。。。。。。。。。。。。。。。。。。。。。。。。。。 

H3CO --> H2COH Reactants                 第二个分子的说明行 

 

0 2                                      第二个分子的电荷和自旋多重度说明 

 C 

 O                  1      1.48000000   第二个分子的分子结构输入 

 

geom=connectivity 的作用参见 geom 关键词里的说明。 

 

OPT=QST3 方法，有三个分子输入：反映物结构，过渡态结构和产物结构，本方法可以通过

输入的过渡态结构来限定优化的方向，需要计算者的参与。输入方法同 OPT=QST2。注意优

化后的结构一定要做频率计算，这样才能确证找到的态是什么。因为过渡态结构有一个负的

频率值，而基态无负的频率值。过渡态结构优化的输出和基态优化的输出类似。 

 

当优化遇阻时常用的解决办法： 

1 看所给的初始构型是否合理，这是初学者 易犯的错误。解决办法：检查初始构型的空间

构型，然后先用半经验方法或小基组（如 STO-3G）优化，然后再用大基组优化。 

2 一般的问题用 1 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如还不行可以用 OPT 命令增大循环次数，减少步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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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收敛精度来解决。详见 G98 或 G03 手册 OPT 关键词。注意 L999 报错其实不是错误，而

只是在程序默认的次数内未完成优化任务，用 OPT=MAXCYCLE 命令增大循环次数即可解决这

类报错。 

3，对于过渡态优化，由于分子构型需要手动调整，所以更难给出合理的初始构型，通常在

命令行里加 OPT=CALCFC，该命令意思是在优化前先进行一个频率计算以获得用于指明优化

方向的力常数。这个方法也可用于基态难以完成的优化。对于基态的优化，还可用

OPT=READFC 命令来获得力常数，前提是在低一级别的计算水平上作了频率计算，且保留了

检查点文件。 

4 OPT=CALCALL， 无奈的办法，但及耗时，对于我们所要处理的四五十个原子的体系，用

单机进行这样的计算太费时间了，已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在每一步优

化前都要做一个频率计算获得指明下一步计算的力常数。 

5．当计算因外因（如停电等）意外中止时，如果保留有检查点文件可用 RESTART 命令继续

这个计算，用 geom=allcheck 命令后，分子的电荷，多重度和结构说明部分都不需要，如果

是用 geom=check 命令，则需要有电荷和多重度的说明。详细格式如下： 

 

%chk=E:\G03W\Scratch\optqst3tang.chk 

%mem=100MW 

%nproc=1 

%rwf=e:\1,2gb,e:\2,2gb,e:\3,2gb,-1 

# opt=(qst3,restart,noeigen) rb3lyp/6-31g(d) nosymm guess=read geom=allcheck 

 

这是一个关于过渡态优化因停电终止而 RESTART 的例子。restart 和 guess=read 

geom=allcheck 命令必须要连用。rwf 文件是用来指定临时交换文件空间大小的，通常情况

下程序默认在 SCRATCH 文件中产生一个约 2G 的临时文件，对一般计算来说，这个存放临时

文件的空间够了。但对于大的频率计算，大的从头算法（如 MP2 等）和 CIS 计算等一些会产

生大的临时交换数据的算法来说，可能会因 RWF 文件空间不够而报错，这时可通过这个命令

格式加大临时数据的存放空间，据说对于单机版 FAN32 格式的分区，程序 大可允许设定 8

个临时文件，总空间是 16G-24G（具体视操作系统而定，据说 XP 系统可达 24G，但 W98 系统

只能达到 16G）；对于 NTS 格式，可产生的单个文件约为 4G，总共可产生 32G 的临时文件空

间。[注：关于 RWF 的大多介绍来自大话西游，量子化学研究小组和厦大论坛，自己未试过] 

Geom=(Check, Step=n)这个命令要求从已停止的优化计算的第 n 步开始重新优化。一般在失

败的优化中有一步非常接近收敛值，但在这一步后又偏移了的情况下用这一命令，有时还要

加上 CALCFC 促使其收敛。 

Exercise3.1 异构体优化练习 

Exercise3.2 异构体优化练习 考察结构和能量的关系 

Exercise3.3 优化练习，考察取代基对分子键长，电荷等的影响 

Exercise3。4 优化练习 在这个练习中用了 SCF=NOVARACC 这个命令助其收敛。其意思是：

SCF 计算一开始就使用正常级别的积分精度。通常情况下是先用中等积分精度粗算，稍后再

转换为正常积分精度计算。 

Exercise3。5 优化核磁计算练习。先优化，算核磁；优化 TMS，算核磁。两个值相减后就

可以得到和实验值相比较的结果。计算时通常都是先优化，然后在更高的计算方法上算性质

（如核磁）。但要注意：频率计算的优化和频率计算必须在同一方法上进行，否则计算结果

无意义。本练习是 B3LYP/6-31G（D）的基础上 ，用 HF/6-311+G（2D，P）方法算核磁。 

Exercise3。6  C60 优化。记得在做练习时，报错，如是，在命令行中加 NOSYM 即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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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默认在优化时保持对称性。由于所算体系对称性非常高，优化过程中结构稍有变化，对

称性就被破坏。程序就认为不满足限制条件，计算终止。加 NOSYM 后，去掉对称性限制，允

许结构的变化，所以可计算。 

Exercise3。7。过渡态优化计算。这个计算会报错。ADDREDUNDANT 这个命令要求在每一个

输入的结构后都有一个指定特定输出的内容[也就是输入内容中的 4.5] 

#T RHF/6-31G(d) Opt=(QST2,AddRedundant) Test 

 

SiH2 + H2 --> SiH4 Reactants 

 

0,1 

Si 

X 1 1.0 

H 1 1.48 2 55.0 

H 1 1.48 2 55.0 3 180.0 

H 1 R 2 A1 3 90.0 

H 1 R 5 A2 2 180.0 

 

R=2.0 

A1=80.0 

A2=22.0                               

                            这个位置少了 4 5（见下），所以计算会报错。加上后就可

以算。 

 

SiH2 + H2 --> SiH4 Products 

 

0,1 

Si 

X 1 1.0 

H 1 1.48 2 55.0 

H 1 1.48 2 55.0 3 180.0 

H 1 R 2 A1 3 90.0 

H 1 R 5 A2 2 180.0 

 

R=1.48 

A1=125.2 

A2=109.5 

 

4 5                    这个输入表示 4.5 两个氢原子间的长度也被包括在输出中。 

 

Exercise3。8 比较矩阵坐标，直角坐标和内坐标的优化优势。现在普遍认为内坐标在优化方

面比矩阵坐标，直角坐标有优势。所以在默认情况下程序会将输入的坐标自动转化为内坐标

形式进行优化。如想用矩阵坐标或直角坐标优化，可用 OPT 命令实现，参见 OPT 关键词说

明 

3. 论坛上有关优化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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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发信人: duaj (Adra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8 09:25:08 2002)  

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Gaussian 程序中是如何寻找过渡态的？ 从过渡态的计算如何能得出分子反应的

势垒的高度？ 
Re: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8 10:14:33 2002 

Gaussian 寻找过渡态用 OPT 一般有 TS,QST2,QST3 三个选项,例如  

# RHF/6-31G* OPT=QST2 TEST  

 

TS search  

 

0,1  

molecular 1...  

 

TS search  

 

0,1  

molecular 2...  

 

opt=ts 只需要输入一个分子构型，QST2 要输入反应物和产物的分子构型，如上 QST3 需要输入反应物、

产物和一个初始的 TS 构型  

判断过渡态：  

1）有且仅有一个虚频，其振动模式与反应相关  

2）用 IRC 从两个方向分别回到反应物和产物  

对反应 A-->TS-->B  

反应的势垒（活化能）Ea=E(TS)-E(A)  

好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能量计算和校正，可以用 Arrennius 公式计算反应速度：k=Aexp(-Ea/RT)  

做反应速度的研究可以参考 RRKM(Rice-Ramsperger-Kassel-Marcus) Theory。  

关于 Ab initio and RRKM studies 的文献很多，可以查几篇看看:)。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如果有错误请多包

涵。  

Re: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8 13:23:02 2002)  

在作 TS search 时为了提高成功率可以考虑加入以下的关键词  

calcFC 和 noeigen 

 
3.2 寻找 transition state 真是郁闷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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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寻找 transition state 真是郁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Feb  3 13:26:36 2002)  

我每次猜个初始构型，总是出如下的错误  

         Item               Value     Threshold  Converged?  

 Maximum Force            0.036591     0.000450     NO  

 RMS     Force            0.016017     0.000300     NO  

 Maximum Displacement     0.142276     0.001800     NO  

 RMS     Displacement     0.054241     0.001200     NO  

 Predicted change in Energy= 1.550837D-03  

 Optimization stopped.  

    -- Wrong number of Negative eigenvalues: Desired=  1 Actual=  3  

    -- Flag reset to prevent archiving.  

估计是我的构型猜的不好，出现了 3 个虚频 但是那可能猜得到只有一个 negative eigenvalue 的构型呀  

我现在想先算一下 Si2H6-->SiH4+SiH2 的 activation barrier。 谁有这个简单反应的 transition state 的什么

想法呀？ 

 Re: 寻找 transition state 真是郁闷  

发信人: xzhgok (x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寻找 transition state 真是郁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Feb  3 15:18:29 2002)  

我有这样的经验，在优化时，如果分子的对称性发生改变，那么优化就不能进行下去，所以我认为，构

造初始构型时考虑反应物和产物的对称性，并且考虑反应过程中的对称变化 

 Re: 寻找 transition state 真是郁闷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寻找 transition state 真是郁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Feb  3 17:21:26 2002)  

这个问题我已经有办法了 只要用 noeigen 的关键词就可以进行下去 不过，sigh,过渡态还是很难找  

初始键长稍长一些它就 dissociate 稍短一些就跑到稳定构型去了，晕菜呀 

   Re: 寻找 transition state 真是郁闷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寻找 transition state 真是郁闷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Feb  3 18:39:58 2002)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难找的。你有没有尝试，先用较差的基组或方法去寻找？然后逐渐递

增，直至平衡。 
 

3.3 options 的具体作用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options 的具体作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Feb 20 11:29:54 2002)  

  Gaussian 中 Keyword 大部分都有很多小的选项，如 Opt 下就有一大串，但 HELP 的说明太简单，不知道 某

个 具 体 的 options 的 作 用 是 什 么 ， 遇 到 哪 种 问 题 该 选 哪 个 。 如 OPT 中 的 CalcFc ， 只 说

是：  Specifies that the force constants be computed at the first point using the current method (available for the H

F, MP2, CASSCF, DFT, and semi-empirical methods only). 这能看出什么？ 

如果没直人告诉我说，要是优化一结构时发现在收敛标准中，只有 Force 还剩下一点不能收敛，就可用选

项 opt=CalcFc,可以清除 force,得到收敛结构，我就不知道它的作用。 还有 Guess＝Core，在不易收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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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虑使用。 类似这方面的讨论希望能贴些。 

  Re: options 的具体作用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options 的具体作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Feb 21 00:31:40 2002)  

calcfc 在寻找 tansition state 的时候就会很有用 相当于在初始条件下进行了一次 freq 的计算 这样就能知

道离子受的 force,有助于决定移动方向 

 
3.4 L502 问题请教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L502 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Feb  6 21:46:36 2002)  

我在对一个分子进行结构优化（Th 点群）时遇到以下问题： 在 L502 的 cycle 里出现如下提示：  

   Density matrix breaks symmetry, PCut= 1.00D-07  Density has only Abelian symmetry. 自恰场可以收敛。

但这样的结果可靠么？如何解决对称性 break 问题？ 

   Re: L502 问题请教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L502 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Feb  7 15:33:30 2002)  

 try the key word nosymm 

 

3.5 请教：1502 老是执行不下去怎么回事？  

发信人: brucewu (bruc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1502 老是执行不下去怎么回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r  7 11:34:54 2002)  

我用 PCM 模型计算主链 20 个碳的聚醋酸乙烯酯在庚烷溶液中的优势构型，但是执行到 1502 时老是执

行进行不下去，系统是 winxp，p4 1.6g，256mb， 首先是 winxp 问：出现错误，是不是要发送错误报告。

然后就中断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Re: 请教：1502 老是执行不下去怎么回事？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1502 老是执行不下去怎么回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r  8 10:25:39 2002)  

我在 win2000 下可以跑到 L502 这一步，但老半天了连一个 Cycle 都没出来，可能体系太大，  

basis 有 493 个。在 1.7G PIV,384M RAM 下跑太慢了点。  

你试试 win2000 或 win98。 

 
3.6 How to fix atom in Cartesian Coordinates? 

How to fix atom in Cartesian Coordinates?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ow to fix atom in Cartesian Coordinates?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r  6 03:28:46 2002)  

I used Z-matrix usually,but when I used Cartesian Coordinates today， it gives me error li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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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finput iop(6/7=3) #b3lyp/gen charge opt(modredundant) freq nosymm  

 -------------------------------------------------------------------  

 Cannot AddRedundant with Cartesian or Z-matrix opts.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afs/ir.stanford.edu/class/chemeng444a/progr  

ams/gaussian/sun4x_58/g98/l1.exe.  

So how to fix atoms in Cartesian coordinate? Anyone gives a heand? 

    Re: How to fix atom in Cartesian Coordinates?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fix atom in Cartesian Coordinates?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r  6 06:06:41 2002)  

I think so,but it gives me error msg。 here is my input file:  

#gfinput iop(6/7=3)  

#b3lyp/gen charge opt(modredundant) freq nosymm  

 

1-dimer SiH2  

 

0 2  

Si    -4.704460    -6.025627    -5.332437  

Si    -4.704460    -6.025627    -2.990463  

Si    -2.544055    -6.025627    -2.031015  

Si    -1.581914    -4.037862    -2.884898  

Si    -1.154368    -4.307859    -5.198807  

Si    -3.322159    -4.317087    -6.141773  

Si    -3.771029    -2.195666    -5.199141  

Si    -3.413834    -2.531763    -2.879242  

Si    -3.063980    -0.550664    -1.689925  

Si    -5.159282    -3.912253    -2.033158  

 H    -6.097073    -5.807834    -5.824981  

 H    -4.198142    -7.342149    -5.824425  

 H    -3.336054    -4.333585    -7.639572  

 H    -5.592041    -7.123849    -2.492969  

 H    -5.096110    -1.556450    -5.436941  

 H    -6.485775    -3.275261    -2.266691  

 H    -0.251971    -5.470383    -5.435540  

 H    -1.641644    -7.189254    -2.265253  

 H    -2.656381    -1.374384    -5.782423  

 H    -4.938990    -4.197602    -0.575074  

 H    -0.586288    -3.046932    -5.781795  

 H    -2.868882    -5.870226    -0.574443  

 H    -0.387976    -3.580774    -2.112734  

 H    -4.175563     0.429488    -1.816316  

 H    -2.772142    -0.770107    -0.248254  

 

1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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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  

13 F  

14 F  

15 F  

16 F  

17 F  

18 F  

19 F  

20 F  

21 F  

22 F  

 

4 8 9 23 24 25 0  

6-311++g(2d,p)  

****  

1 2 3 5 6 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0  

6-31g(d)  

****  

 

5.242006     6.257877     5.691004 10.0  

 

It gives me error   

 *****************************************************  

 Gaussian 98:  Sun64-SVR4-Unix-G98RevA.11.2 4-Jan-2002  

                       5-Mar-2002  

 *****************************************************  

 -------------------------------------------------------------------  

 #gfinput iop(6/7=3) #b3lyp/gen charge opt(modredundant) freq nosymm  

 -------------------------------------------------------------------  

 Cannot AddRedundant with Cartesian or Z-matrix opts.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afs/ir.stanford.edu/class/chemeng444a/progr  

ams/gaussian/sun4x_58/g98/l1.exe.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0.2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6 Int=    0 D2E=    0 Chk=    1 Scr=    1  

【 在 sally (Ronnie) 的大作中提到: 】  

: 是一样的，反而不用 generate CArtesian coordinates,  

: Just type  

: <blank line>  

: N1 F  

: N2 F  

: . ..  

: <blank line>  

: that's OK  

: Have you typied the last blank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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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How to fix atom in Cartesian Coordinates?  
发信人: vh (堂堂),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fix atom in Cartesian Coordinates?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r 17 08:58:37 2002)  
You can add 0 after each element. Then you can take the coordinates 。

that you want to vary as variables. For example: (see modification in the following)  
 
3.7 请教 transition state 计算中的几个问题 

 发信人: hzhan (hzha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 transition state 计算中的几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2 16:53:52 2002)  

 小弟 近一苯炔与碳 70 反应的过渡态算得焦头烂额,几欲跳楼.望各位高人能指点迷津,救小弟于水火

之中 . 在计算中加对称性限制与不加有何意义 , 并如何实现 ? QST2 计算中默认的是

Redundant Internal Coordinates么?还是 Z-Matrix?如果是 Z-Matrix,是否用 Redundant Internal Coordinates

结果会好点?那么再加点 Addredundant 是否会更好呢?  过渡态对 initial geommetry 很敏感么?给的稍不

好就得不到结果. 小弟的.log文件中max&rms displacement已 converged,但max&rms force no converged,

于是就 error termination.我郁闷好几天了. 

    Re: 请教 transition state 计算中的几个问题  

发信人: FangQ (Momotal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transition state 计算中的几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pr  4 00:49:50 2002)  

In G98, if you start with a high symmetry, it will never converge to a lower symmetry; If you start from a low 

symmtry, it may converge to a higher symmetry, so you need to be careful when you specify the symmetry.  

Initial guess is important for optimization, according to my own experiences 。

if the potential curve has several local minima, then you will arrive at different local minimum denpending on 

  where you start, because in Gaussian, the criteria for termination for optimization is the first derivatives=0, 

 in this case, better get the frequencies to see if it is a transition state. 

I have little experiences with transition states, but it is quite similiar  to optimization, here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for the initial symmetry, since the whole process might has a large change in symmtry.  

One more thing: You need to try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 even if you get the correct starting symetry, it might c

onverge to the right point more quickly than a closer one sometimes although you start from a geometry  

farther from the final one. 

 
3.8 请教两个问题！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两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Apr 17 15:04:43 2002)  

1,在构型优化时，出现振荡不能优化怎么办？500 个循环也是 NON-OPTIMIZED。  

2,CCL 的邮寄列表怎么申请？我就是找不到门。 

    Re: 请教两个问题！  
发信人: hzhan (hzha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两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Apr 17 21:11:5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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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荡说明你选取的初始构型不好，优化算法在向一个错误的区域寻找结果。你应尝试 
 改变一下初始构型。另外应适当加一些对称性及参数限制。   
 

3.9 关于 TS 搜索和优化 

    寄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标  题: 关于 TS 搜索和优化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1 12:40:39 2002)  

来  源: 166.111.35.244   

【 以下文字转载自 ghb 的信箱 】  

寄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标  题: Re: help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1 12:40:09 2002)  

来  源: 166.111.35.244   

一般来说直接用 OPT=QST2/3 或 OPT=TS 优化过渡态是比较困难的 对于到底什么反应应该用 QST,什

么反应应该用 TS 我也没有把握,一般做过渡态优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吧:  

QST2 必须输入反应物和产物坐标,G98 猜测一个初始的 TS 坐标,即将二者取平均  

我觉得对你这种反应不太适合 比如你说的这个硅烷脱氢反应, 好先把反应机理弄明白  

如果假设其机理是通过下面的 TS 完成的:  

反应 SiH4-->TS-->SiH2+H2  

          ---H1  

TS:   H2Si   |    示意图,假设经过这样一个三角形的过渡态  

          ---H2  

那你就要先选定反应坐标(Reaction Coordinate,RC) 反应坐标是在反应中发生变化的坐标,一般是用内

坐标 例如这个反应中反应物键角 A(H1-Si-H2)从 109.5 度变到 TS 处大约 60 度,产物则更小 键长

R(H1-H2) 也 发 生 变 化 , 因 此 这 两 个 坐 标 都 可 以 设 置 为 RC 选定 RC 后 , 可 以 通 过 做 一

potential energy profile来找到TS的初始结构 即固定该RC,使之慢慢从反应物变化到产物并优化 TS在

所得到的势能曲线 高点附近. 这时候在势能曲线 高点两边分别取点作为反应物和产物结构做

QST2 或 QST3, 或者直接以所得到的 TS 初始结构做 OPT=TS 成功率就大了.  

假设一个合理的反应机理对 TS 搜索非常重要 ,有的反应可能不止有一个 TS,有可能是通过

A-->TS1-->A1-->TS2-->...-->P 这样的路线完成的,其中 A1 可以叫中间体 这时候每个 TS 都要分别寻找,

并通过反应速率的计算判断哪一步是反应决速步 TS 搜索和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某个关键

词就能解决的 对了,OPT=TS 好和 CalcFC 联用,前着是用 Quasi-Newton-Rhapson 方法用 U 的一阶微

分 来估算力常数的,可能往往不收敛,CalcFC 是用 Newton-Rhapson 方法直接对二阶微分进行计算来求

力常数,加大了计算量,也加大了成功率  

至于具体的输入嘛,QST2 需要反应物和产物结构,QST3 需要反应物,产物和 TS 初始结构, TS 只需要 TS

初始结构(通过内禀反应坐标搜索),如:  

# RHF/6-31G(d) OPT=QST2 Freq Test  

 

Untitled  

 

0,1  

reactance(SiH4)  

 

Untit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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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roduct(SiH2+H2) 

 
3.10 IRC 求助 

    发信人: hyperchen (hyperche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IRC 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y 12 18:09:00 2002)  

使用 "IRC=RCFC"   Normal termination of Gaussian 98  

改为 "IRC=(RCFC,stepsize=50)"   >>>>>>>>>> Convergence criterion not met.  

请指教   3x 

    Re: IRC 求助  

发信人: swain (swa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IRC 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y 12 18:56:28 2002)  

stepsize 定得太大 用默认的就行了  

-- Re: IRC 求助  

发信人: hyperchen (hyperche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IRC 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13 10:13:46 2002)  

默认 stepsize=10,反应坐标范围约-0.6--0.6,而我想得到较大的坐标范围。 加大 maxpoints=20,算到反应

坐标大于 1.5 后同样出错。是什么原因？ 如何得到较大的反应坐标范围？  

    Re: IRC 求助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IRC 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5 11:30:58 2002)  

加大 maxcyc 看看， 不过 irc 搜索经常是达不到稳态的。  

   Re: IRC 求助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IRC 求助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15 23:54:53 2002)  

这是一个收敛的问题，没设 stepsize 时步数少，刚好没碰到不收敛的地方。过渡态时收敛本身就是个

难题，可以加大 maxcycle 看看，也可以用 shift 等加快收敛的选项。甚至用 scf=qc.  

有时候用 irc 某些步不收敛，但你把它的几何结构取出来，单独算就可以收敛。这个给 guess 有关，有

时读取上一步的 guess 还不如重新产生的。  

 
3.11 寻找过渡态的方法 

发信人: pandafu (pand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寻找过渡态的方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16 09:00:37 2002)  

the transitional state(过渡态)寻找的有效快捷的方法: Gaussian 中 QST2 和 QST3 好像比较常用,QST3 需

要先猜测一个过渡态, 对熟悉的反应还可以,但我们通常都 deal with 未知机理,用 QST2 好费机时,又不

一定能成功. 不知那位大侠熟悉过渡态的计算,能详细讲讲吗? Gaussian 中算过渡态的东东还有号多呢,

有谁用过?  

      Re: 寻找过渡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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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寻找过渡态的方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16 10:14:22 2002)  

推荐一本关于过渡态的书： the Transition State:A Theoretical Approach  Edited by Takayuki Fueno  

还有这篇 paper：  

D. K. Malick; G. A. Petersson; J. A. Montgomery; J. Chem. Phys.; Vol.108, Iss. 14, pp.5704, 1998  

里面有不少实例。 QST2 的成功率太低了，而且对基组依赖性很强 可以在 TS 附近开始用 opt=TS  

初始的 TS 我是利用固定反应坐标进行优化得到的  

用 freq 进行 TS 判据  

At the transition states, one normal-mode vibration which accords with the 

nuclear motion along the reaction coordinate should have a negative force  

constant. The corresponding frequency must take on an imaginary value.  

An important criterin for the transition states:  

there is one and only one negative eigenvalue for the Hessian matrix is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a stationary point located to be a  

transition state.   
 
3.12 傻傻的问 

发信人: broadsky (noke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傻傻的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23 21:50:00 2002)  

我现在计算 Pd13 原子团簇（Ih，点群自旋度为 3），找其稳定态，可是我在优化几何构型时， 能量总

是振荡（即能量时高时低），请问要加什么关键词才能控制， 使优化时，使能量有减小趋势。 

    Re: 傻傻的问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傻傻的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23 22:27:12 2002)  

建议你用 ADF 开展这方面的工作。Gaussian 在计算金属团蔟时收敛效果很差。 

 
3.13 又 link died 亮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又 link died 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23 10:20:08 2002)  

Berny optimization. 

Use GDIIS/GDPIS optimizer.  SLEqS1 Cycle:  2491 Max:0.178802E-04 RMS:0.149873E-05 Conv:0.51105

5E-10  Incomplete coordinate system.  Try restarting with  Geom=Check Guess=Read Opt=(ReadFC,NewR

edundant)  Incomplete coordinate system.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C:\G98W\l103.exe.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5 minutes  8.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16 Int=    0 D2E=    0 Chk=   12 Scr=    1  

我把几个构型一起放进去，算了 5 分钟就 over 了，是在每个文件开头加 --link1--吧？怎么不行呢？ .chk

文件是不是只能有一个呢？ 

     Re: ???又 link died 亮?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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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又 link died 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23 10:34:04 2002)  

可以用多个 chk 文件  

%chk=1.chk  

#...  

 

--lik1--  

%chk=2.chk  

#...  

 

--link1--  

...  

 

link1 前面有个空行 btw,批处理可能比多步作业方便 

    Re: ???又 link died 亮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又 link died 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23 17:01:29 2002)  

你这是构型优化出错的信息。在多步计算中，只要有一步出了错整个任务就终止，而不会执行以后的

任务。 

 
3.14 DFT 基态计算有虚频再怎么优化？ 

发信人: eric (格格巫~~~日以继夜的想你~~~飞猫刷刷),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DFT 基态计算有虚频再怎么优化？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un 28 05:42:36 2002)  

欧现在在做一些ｄｆｔ的基态优化计算 欧的分子优化后得到的都是正频率 但是阴离子和自由基在ｇ

９４优化后都有１－３个虚拟频率 如何判断应该再怎么调整构型才能得到没有虚频的优化结构？  

ｈｏｈｏ 

    Re: DFT 基态计算有虚频再怎么优化？  

发信人: zyli (andrew 之 forev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DFT 基态计算有虚频再怎么优化？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l  2 17:28:47 2002)  

看看虚频对应的简正模 

    Re: DFT 基态计算有虚频再怎么优化？  

发信人: qc (小迷糊),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DFT 基态计算有虚频再怎么优化？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l  2 20:24:54 2002)  

请教请教,怎么看振动的模式? 

    Re: DFT 基态计算有虚频再怎么优化？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DFT 基态计算有虚频再怎么优化？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l  2 21:05:41 2002)  

 

如果虚频很小的话，可以用终点构型在 OPT 的选项中在加上 readfc 或 calcfc 再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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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DFT 基态计算有虚频再怎么优化？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DFT 基态计算有虚频再怎么优化？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ul  5 18:38:32 2002)  

可以的，不过很麻烦，先要搞清模型的标准取向，然后在分析每个振动的坐标变化。  

呵呵，我以前比较土的时候就是这么看振动频率的！ 

 
3.15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n 10 13:24:12 2002)  

对于同样的一个坐标体系，Li,Na,K 就可以优化，但是 Cs,Fr 就不能优化，连单点能量都计算不了了呢？

奇怪啊奇怪。  

--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n 10 17:27:20 2002)  

你用的什么基组啊，该不是没有基组的原因把，请给出出错信息。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n 10 21:02:39 2002)  

唉！是根本就算不了了， 出错就是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了：  

Severe Error Message # 2070 The proessing of the last link ended abnormally.   

All processing has been aborted.  

文件中的信息是：  

Optmz1 allocation failure:  iend,mxcore=   7549037   6291456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C:\G98W\l103.exe.  

我没有使用从头算啊，用的是 AM1 方法， 当然没有基组了， 不过对于 Cs,Fr 我用了 hf 也不行，不

知道是咋的了。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n 10 21:37:40 2002)  

我刚才试验了一下，应该是基组的问题。 AM1 用的是 小基， 大到 Xe. 要算 Cs,可以用 从头算

的 Lanl1mb(up to Bi), Lanl2dz(up to Bi), sdd(up to Rn) 三种基组。对于 Fr,呵呵，gaussian 带的基组是不

行了，另外想办法把，要不试试 ADF?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n 11 09:51:23 2002)  

可是 Rb 为什么不行呢？  

btw:老板一直告诉我 AM1 是没有基组的，我还以为只有从头算才有基组，呵呵， 原来是默认 小基

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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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n 11 12:21:14 2002)  

gaussian 可以用 general basis 自己指定基组 关键词是 gem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终于上来了，问个问题先。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un 15 16:34:08 2002)  

这些只能用价电子基组 或者自己指定基组 先用 Lanl2DZ 基组试试？  

 
3.16 乖乖的，不得了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乖乖的，不得了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n 10 13:41:22 2002)  

咋回事啊？居然优化出这种结果了，ft, 我把 Si 放入 C60 笼内进行 AM1 opt 计算，结果居然跑到外面来

了！！！ 用 opt=qst2 找 C60Si 外部和内部的过渡态，能量差有 0.4Hartree, 是怎么回事呢？ 

    Re: 乖乖的，不得了了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乖乖的，不得了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n 10 17:33:15 2002)  

哈哈，不是太奇怪嘛，优化时调过 0.4Hartree 是可能的嘛。 Si 原子比较小，肯定不会在中间的，会连

在 C60 的壁上，这样我想笼外笼内差别可能不会太大。C60 的 C 原子成健已经饱和，你预期它会与 Si

原子有什么相互作用呢？我觉得它跑道外面好象不大奇怪。 

    Re: 乖乖的，不得了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乖乖的，不得了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n 10 21:12:05 2002)  

问题是其他原子都不能跳过这个能量，只有 Si 原子在优化后从碳笼内部跑到碳笼外面来了，我算了 S

从外部到内部过程的过渡态，能量差值也只有 0.27Hartree, 可以认为单个原子来说 Si 的能量差值是比

较高的了， 奇怪的就是怎么它串出来了， Si 的作用了我认为可能是因为 Si 半径比较大， 能和比较

大范围内的 C 发生作用， 也就是和 6 个 C 的 2p 轨道发生了重叠，导致中间两个碳碳键弱化， 但是

用 opt=qst2 算出来的过渡态的能量太高了， 这实在是不太合理。 是不是这个过渡态不是真实的过渡

态呢？ 

    Re: 乖乖的，不得了了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乖乖的，不得了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n 10 21:46:12 2002)  

正因为 Si 比 S 原子大，从外面到里面的过渡态能量也要高，所以我觉得这个过渡态是合理的  

。 因为方向问题，我感觉 Si 原子的轨道挺难和六元环的轨道有效重叠。也就是说我感觉环不够大，

过渡态就是 Si 或 S 原子在六元环中间排斥 大时。环内环外能量差不多，整个过程基本上只有排斥。  

另外你为什么用 Si 原子和 S 原子？这类原子本身就是很不稳定的啊。 

    Re: 乖乖的，不得了了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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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乖乖的，不得了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n 11 09:54:01 2002)  

因为 S 是我们曾经在试验中做过的， 至于 Si，只是因为在计算各种原子的时候它的情况比较特殊，  

优化的时候跑到碳笼外面了而已。 

 
3.17 请教高手 

发信人: wig (wig),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高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Aug  3 20:54:09 2002)  

在做 Opt=QST2 时，当反应物或生成物为多个时， molecule specification 如何处理，例如

CH3CH2OH→CH3CH2+OH，谢谢了！ 

    Re: 请教高手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高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Aug  4 15:30:20 2002)  

用 TS 会好一点吧 

 
3.18 请教在寻找过渡态结构时，反应物，产物的坐标如何输? 

 发信人: wig (wig),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在寻找过渡态结构时，反应物，产物的坐标如何输?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Aug 15 21:50:13 2002)  

请教在寻找过渡态结构时，反应物，产物的坐标如何输入 

    Re: 请教在寻找过渡态结构时，反应物，产物的坐标如何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在寻找过渡态结构时，反应物，产物的坐标如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3 11:47:25 2002)  

usually, you should stretch the bond length about 20% to get a good initial guess 

 
 
3.19 请版主帮忙 

发信人: heke ( 近好烦),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版主帮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11 22:40:53 2002)  

现在小弟打算进行过度态的计算，比如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这个输入文件怎么准备那？ 看那本

user's referrence 看不明白 斑竹能帮忙看看么？ 

    Re: 请版主帮忙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版主帮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12 16:48:42 2002)  

水的分解或者氧气+氢气生成水的反应 包含了不止一个 state to state 过程吧 

    Re: 请版主帮忙  

发信人: wangshun (wshu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版主帮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13 09:07:23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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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计算 但我同意GHB的观点 这样一个复杂反应用‘一个’输入文件是完成不了的 

    Re: 请版主帮忙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版主帮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13 11:25:03 2002)  

 刚学计算就要作这个啊,还是仅仅举个例子而已?这个问题的挑战性可是很大啊, 由于 O2 是三重态的,

反应过程中肯定要包括一个 singlet-->triplet 的跃迁,虽然听说 是有程序可以作,但好象不是公开的或是

已经商业化的啊,hoho~~~~~~~~ 

 
3.20 opt=ts 是怎么用的呢？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opt=ts 是怎么用的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n 11 10:03:56 2002)  

反应物，过渡态，产物的坐标依次输入吗？ 

    Re: opt=ts 是怎么用的呢？  

发信人: codelover (codelov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opt=ts 是怎么用的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n 11 11:12:11 2002)  

ts 只需要过渡态的坐标，帮助文件里有例子 

    Re: opt=ts 是怎么用的呢？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opt=ts 是怎么用的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n 11 12:19:05 2002)  

说得很对 不过寻找过渡态很需要技巧，需要在实践中练习 有用的关键词 nosymm,calcfc,noeigen 

    Re: opt=ts 是怎么用的呢？  

发信人: heke ( 近好烦),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opt=ts 是怎么用的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12 01:25:02 2002)  

可是当产物是不同的分子的时候，他们的坐标怎么输入呢？  

                                         ～～～  

好大侠们给各例子。  

ts 只需要过度态的坐标，是不是可以把 反应物的优化构型 改变一下（比如扩大 20％）作为过度太的

初始构型呢？ 

    Re: opt=ts 是怎么用的呢？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opt=ts 是怎么用的呢？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12 16:46:33 2002)  

产物是不同的分子时要经历不同的过渡态 opt=ts 是要输入一个和 ts 结构近似的分子结构 否则进行力

常数分析得到不是没有虚频或者多于一个虚频会出错的 

 
3.21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9 12:19:5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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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ried   

1 2 3 B    1 2 3 F  

in the modredundant section,  

but it gives me error like   

Optimization aborted.  

--Gradient out of range.  

if I remove these lines,the calculation is fine  but the angle is not fixed,which is not what I want.  

anyone has idea about this?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9 14:48:34 2002)  

i am not fond of modredundant. why not use the z-matrix?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人: codelover (codelov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9 17:44:56 2002)  

nod 用 z-matrix 固定角度很容易的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0 01:15:05 2002)  

can u give a specific example,including all input sections.3x  an easy one would be fine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0 10:41:28 2002)  

I think you needn't input "1 2 3 B" ?  B is used to build all related coordinates  

when 1 2 3 B is used, the redundant coordinate of bond length 1 2, 2 3  are automaticly added too  

just frozen the angle by F, other redundant coords. are generated by G98.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0 10:55:35 2002)  

# ... opt=z-matrix   

 ...  

Molecule coordinate( in z-matrix)  

variables:  

B1=...  

A1=...  

...  

constants:  

A2=...  

(A2 is the angle you want to 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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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 don't think opt in z-matrix is better than redundant.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0 13:01:43 2002)  

z-matrix 的结构直观性要好一些啊,键长键角这些参数比较容易理解啊. 总感觉 redundant 坐标不是那么

好,但在 gauss 优化的时候居然默认是这种方式, 真是 faint!!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fix an angle in TS search?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0 13:57:56 2002)  

G94 默认的就是 z-matrix,但是对于一些体系用 z-matrix 的优化容易不收敛 从 G98 开始采用这种扩展内

坐标,输入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 G98 和 GaussView 都可以自动生成 redundant,并且可以用 mod,add 等等

来编辑  

ref: Peng C, Ayala P Y, Schlegel H B.J. Comp. Chem. 1996, 17(1): 49~56  

 
3.22 关于 opt＝modredundant 的问题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关于 opt＝modredundant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4 09:42:51 2002)  

Q1，在 opt＝modredundant 的计算中，在分子坐标后加了：     1 5 F (or 1 5)。 则会不会在原本没有成

键的 1－5 原子间规定加一个键？  

Q2，addredundant 和 modredundant 有什么区别？ 

     Re: 关于 opt＝modredundant 的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opt＝modredundant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4 13:16:20 2002)  

I don't think there is a clear definition of "bond" in quantum mechanics 。

redundant coordinates are used to specify the structure of a molecule  

so it is to ur choice what coordinate to choose to represent the molecule  

it does not mean if u specify 1 5 F,then there is a bond between them  

(just personal opinion,not mature,hehe) 

 
3.23 Opt(StepSize) 

     信人: robbins (robbins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Opt(StepSiz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22 16:32:49 2002)  

Hi, everybody! Who can tell me why the keyword Opt(Stepsize) was wrong?  

The wrong message are following.  

 

---------------------------------------------------------------  

 # B3LYP/3-21G Popt=(StepSize=1,MaxCycle=100) SCF=(Maxcycle=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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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PERR --- A SYNTAX ERROR WAS DETECTED IN THE INPUT LINE.  

 # B3LYP/3-21G POPT=(STEPSIZE=1,MAXCYCLE=  

                     '  

 Last state="OPT2"  

  TCursr= 9023 LCursr=  20  

Thank you very much!  

        Re: Opt(StepSize)  

发信人: yxqiu (杨宇),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Opt(StepSiz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22 22:05:45 2002)  

问题出在 Popt=(StepSize=1）这一部分。 Gaussian 对优化步长的设定功能好像有问题  

         Re: Opt(StepSize)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Opt(StepSiz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23 09:27:49 2002)  

Using iop(1/8=x) x is the stepsize you want to choice, default value of stepsize is 30, good lucky! 

 

3.24  关于 IRC 的 MAXPOINTS 的问题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关于 IRC 的 MAXPOINTS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16 10:01:40 2002)  

在 IRC(rcfc,maxpoints=30) guess=read geom=allcheck 的计算中，结果只给出了默认的 6 个点。  

请教这是为什么？ thanks! 

     Re: 关于 IRC 的 MAXPOINTS 的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IRC 的 MAXPOINTS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17 00:44:17 2002)  

有没有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稳定构型？ 

 

3.25 关于 irc 结果显示的问题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关于 irc 结果显示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12 17:34:30 2002)  

在 irc 计算结果中给出的是每个原子的直角坐标，如：  

 ----------------------------------------------------------------------  

                 SUMMARY OF REACTION PATH FOLLOWING:  

                 (Int. Coord:  Angstroms, and Degrees)  

 ----------------------------------------------------------------------  

                        ENERGY   RX.COORD     X1        Y1        Z1  

           1         -280.89649  -1.96174   1.15848  -1.54194   0.91926  

           2         -280.89620  -1.86249   1.15848  -1.54194   0.91926  

           3         -280.89592  -1.76355   1.15848  -1.54194   0.91926  

           4         -280.89564  -1.66456   1.15848  -1.54194   0.91926  

           5         -280.89537  -1.56559   1.15848  -1.54194   0.9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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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想要的是对应每个点的键长键角的变化数据。如 g98 手册上的：  

 --------------------------------------------------------------------  

                 SUMMARY OF REACTION PATH FOLLOWING:   

                 (Int. Coord:  Angstroms, and Degrees)  

 --------------------------------------------------------------------  

                    ENERGY   RX.COORD     CH1       HH        CH2  

       1          -40.16837  -0.49759   1.54387   0.73360   1.08145  

       2          -40.16542  -0.39764   1.49968   0.74371   1.08164  

       3          -40.16235  -0.29820   1.45133   0.76567   1.08193  

 

       4          -40.15914  -0.19914   1.39854   0.80711   1.08232  

       5          -40.15640  -0.09946   1.34481   0.86318   1.08274  

 

 我曾经尝试 irc(internal)，结果还是上者形式。 请指教。 

      Re: 关于 irc 结果显示的问题  

发信人: alb (hop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 irc 结果显示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16 23:50:53 2002)  

用内坐标形式输入，不要读 checkpoint 文件或者是笛卡儿坐标输入 并且需要以变量形式输入。 

 

3.26 有关过渡态的问题  
    发信人: czhsdw (求知),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有关过渡态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6 09:26:22 2002)  
 
在寻找过渡态的过程中多次遇到下面的问题，不知如何调整我的输入才能避免。问

题如下  
Optimization stopped.  
    -- Wrong number of Negative eigenvalues: Desired=  1 Actual=  0  
    -- Flag reset to prevent archiving.  
                           
请求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Re: 有关过渡态的问题  

发信人: elementw (mol),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关过渡态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6 09:34:58 2002)  

在 opt 里面写上 Noeigentest 就 ok le 例如 #p HF/3-21G opt(ts, noeigentest) 

         Re: 有关过渡态的问题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关过渡态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Oct  7 14:29:11 2002)  

我认为是，如果过程中有一个为 normal， 如果没有或者多余一个 negative eigenvalue，  那么就会

exit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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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The difficulty when searching the TS  

发信人: Sear (James),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The difficulty when searching the TS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6 22:08:38 2002)  

When I seach the TS of a reaction(QST2),there are always error  reports, 

either the error report of the l9999.exe or something else.  

The following the the input and the error report of the QST3 method.  

Can someone give me some advice?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The head of input file###############################################  

%chk=p3ts-1-1  

%mem=256MB  

#p pm3 opt=qst3 test  

 

.......title and molecular specification.......  

############The Error report of the output file#################################  

 It=199 PL= 1.24D-15 DiagD=T ESCF=     52.362397 Diff=-5.46D-12 RMSDP= 2.41D-03.  

 3-point extrapolation.  

 It=199 PL= 1.83D-15 DiagD=T ESCF=     52.362397 Diff=-5.46D-12 RMSDP= 2.41D-03.  

 3-point extrapolation.  

 It=200 PL= 1.83D-15 DiagD=T ESCF=     52.362397 Diff=-1.82D-12 RMSDP= 2.41D-03.  

          """""""""""""UNABLE TO ACHIEVE SELF-CONSISTENCE  

          DELTAE=  -0.4195E-10     DELTAP=   0.1835E-14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usr/g98/l402.exe.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58.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6 Int=    0 D2E=    0 Chk=    3 Scr=    1 

         Re: The difficulty when searching the TS  

发信人: elementw (mol),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The difficulty when searching the TS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6 22:15:29 2002)  

maybe you can change your TS structure inputed and try again 

        Re: The difficulty when searching the TS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The difficulty when searching the TS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Oct  7 09:44:03 2002)  

If your calculated system is not different very much between Reactants and  

 Products, I myself think you may change your computed reactants complex a   

little to TS, and then go on with reactants chkeckpoint file including  

 Keyword Guess=read Freq(calcfc) in your route section. 

 
3.27 收敛的问题  

 发信人: tofly (飞),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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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收敛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5 17:47:50 2002)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 scf(conver=N)中的N是什么意思？ IOP我在帮助文件里面找到的有意义消息也不

多 可以解释一下(1/8=10)是什么意思吗？ 还有怎样才可以控制收敛的精确度？ 感激不尽！ 

    Re: 收敛的问题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收敛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5 17:58:26 2002)  

10**(-N)  Iop(1/8=10): Maximum step size allowed during opt  0.01*N 
     Re: 收敛的问题  

发信人: matrice (matrix isolatio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收敛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17 20:40:44 2002), 站内信件  

默认值 N=8 提高精度，scf=tight 降低精度，一般 scf(conver=4 or 6) IOP(1/8=10)可以减小收敛步长，

有助于找到较平缓的是能面的低点。 

 
3.28 如何固定优化中的某些原子？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如何固定优化中的某些原子？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03:31:55 2002)  

Answer:  

 you need to use the Modredundant keyword to the route section  

 A sample input:  

 #gfinput iop(6/7=3)  

 #B#LYP/6-31G(d) Opt(Modredundant)  

 title section  

 0 1  

 Molecular specification(in Z-matrix form)  

 <blank line>  

 N1 B //generate Cartesian coordinates involving atom N1  

 ...  * F //Freeze all Cartesian coordinates  

 <blank line>  

 

3.29  how to do partial Optimization?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ow to do partial Optimizatio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03:32:39 2002)  

Answer:  

 after Molecular specification section, add lines like:  

 <blank line>  

 N1 N2 F  

 N1 N2 N3 N4 F  

 <blank line>  

 in this case,bond length between atom N1 and N2 are fixed. Similarly, th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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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edral angle  

 formed by N1 N2 N3 and N4 is also fixed. 

 

3.30 如何寻找 transition state?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如何寻找 transition stat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03:35:54 2002)  

Answer:  

 A sample route section  

 #gfinput iop(6/7=3)  

 #B3LYP/6-31G(d) Opt(TS,Noeige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saddle point search,we could cal  

culate  the force constants by adding "CalcFC" keyword.  

 #gfinput iop(6/7=3)  

 #B3LYP/6-31G(d) Opt(TS,Noeigen,CalcFC)  

 We can also ask Gassian to automatically generate a gues structure for the  reaction  by using keyword "QS

T3" or "QST2"  

 #gfinput iop(6/7=3)  

 #B3LYP/6-31G(d) Opt(QST3,Noeigen,CalcFC)  

 A+B-->C Reactant //title section  

 0 1  

 structure of A+B  

 A+B-->C Product  

 0 1  

 structure of C  

 A+B-->C TS  

 0 1  

 guess structure for the TS  

 Note:the corresponding atoms need to appear in the same order within all the molecule specifications.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寻找 transition stat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11:10:02 2002)  

找 TS 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 我试了一下用 QST2 优化一个光环化反应的 TS 用 PM3 方法，竟然 out 文

件有 240M！ 而且 link died at L9999 ft 死了  

仔细想想，其实也就是对反应物分子和产物分子的 Redandunt coordinate 按照设定的 path＝N 做 N 等分，

从这条路径找到一个近似的 TS 如果用 Z-matrix 一般都不会收敛 然后再逐步调整，根据 Hessian 判断是

否到达了真正的 TS 我试过这样做，不知道是否有用，大家讨论讨论吧： 用 WinMopac2.0 也可以做半

经验的 IRC 计算，但不一定要从 TS 开始 可以选定 Reaction Coordinate，让他从反应分子变到产物分子  

例如对某个键断裂反应，选键长为反应坐标 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1.5,1.6,1.7,1.725,1.75,...,3.4,3.6,4.0,...  

在可能的 TS 附近可以写多一点 然后开始 IRC，这样能够得到每个反应坐标处的一个初始构型 当然也

有能量，键级等等 Winmopac 做这个非常方便，只要吧要做 IRC 的设为-1，不优化的设为 0，优化的设

为 1 利用这些初始构型，固定每个反应坐标，用比较高的基组进行优化 比如 B3LYP/6-31G* 这样得到

一系列构性，其基态能量 高者是否就是 TS？ 当然许多情况下还应该计算激发态，比如光反应。  

3.31 : opt 中 maxcycle 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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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opt 中 maxcycle 的用法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Feb 25 14:52:37 2002)  

Gaussian 在 OPT 中的 大轮数的限制默是变量的两倍，在有选项 Maxcycle 时，Gaussian 认为前一个限

制已经够大了，因此以为 Maxcycle 总是小于默认值，在达到 Maxcycle 时就结束优化。如果要使轮数大

于默认值，只能在计算几轮后人为地停掉，再用 opt(restart,Maxcycle = >默认值），才有效果，否则在达

到默认值时就断掉了。 

 
3.32 请问优化后算频率出现一个虚频该怎么处理？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优化后算频率出现一个虚频该怎么处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22 10:10:47 2002), 站内信件  

hehe,u have found a transition state which is much harder than an optimized strucutre to find  

en...have u tried changing ur initial strucuture a little bit 

    Re: 请问优化后算频率出现一个虚频该怎么处理？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优化后算频率出现一个虚频该怎么处理？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23 09:48:41 2002), 站内信件  

【 在 archie (archie) 的大作中提到: 】  

: 但是如果按照虚频振动的模式去调节结构的话，就会使得得到结构不是我想要的对称点群  

: 另外，听说还可以通过调节轨道来处理，请问该怎么调节？  

调节轨道方法有二：  

  一是直接交换电子的占据，在 gauss 中用 guess=alter  

 二是用 chk 文件读出轨道组成系数，进行交换。  

降低对称性，可能就消除你的虚频 

 
3.33 ccsd(t),mp4 使用的一点技巧。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ccsd(t),mp4 使用的一点技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Nov  1 09:18:19 2002), 站内信件  

在 G98 的使用手册上说 ccsd 可以作单点计算，MP4(sdq)可以做结构优化。一般对于十个原子以下的体

系，有时想进行较高级别的计算，对于采用这两种方法，也是一个选择。 其实 ccsd(t)是可以进行结构

优化的，和 MP4(SDQ)一样，都有变量数限制。因而在你做结构优化时，你要用 z-matrix 格式，减少变

量数，方可进行。 如对 CH4 进行 MP4 优化，用直角坐标，不能优化，用内坐标即可。 

 
3.34 请问在结构优化时能量出现振荡该怎么办？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在结构优化时能量出现振荡该怎么办？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Nov  3 15:00:40 2002), 站内信件  

【 在 archie (archie) 的大作中提到: 】  

:  能量一直上下摇摆，按振幅在 0.00*位处，请高手指点  

在 opt 中用 gdiis,tight or verytight,提高积分精度来实现；  

或者先在水平或收敛精度低一些的情况下优化，再继续。 

3.35 过渡金属频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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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过渡金属频率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12 00:10:41 2002)  

【 在 matrice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也常碰到这种问题，很可能波函数本身不稳定，计算力常数就不对，好像没有什么好 : 办法解决。

过渡金属簇实在是难算呀  

: 【 在 xflying (过渡金属) 的大作中提到: 】  

: : 过渡金属原子团簇算完几何构型优化，在算频率时，有时会出现一个虚频，  

: : 请问大侠们，应该加什么关键词，或是作些什么使再优化后作频率计算时:不会出现虚频啊？  

你们得到的不是 local minimum 嘛，而是过渡态。前面已经有讨论这个问题，以及遇到这个问题的处理

方法，请翻上去看看。  

另外，对于过渡金属体系，建议不要用 gaussian, 我觉得 好用 adf，当然还有我没有用国的软件不好评

论。如果没有，我觉得用 gamess 也比用 gaussian 好些。  

-- Re: 过渡金属频率问题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过渡金属频率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12 09:49:54 2002), 站内信件  

我觉得 GAMESS-US 和 G98 相比，问题也是蛮多的。比如用 ROHF/SBKJC 算 InI+，得到一个非稳态。

而 G98 就能得到束缚态。再比如，用 GAMESS 扫描双原子分子的势能曲线，结果经常是锯齿状或阶梯  

状的，加大收敛标准也不管用。 我用 Dalton，G98，GAMESS 进行双原子分子势能曲线计算的测试， 通

过对比 Hartree-Fock 的计算结果，发现 Dalton 好，GAMESS 差。 G98 结果和 Dalton 差不多，但是

对于大键长难收敛。 
     Re: 过渡金属频率问题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过渡金属频率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12 14:32:39 2002), 站内信件  

我没有用过 gamess，反映还是 gamess 计算金属很难收敛。 另外 ADF 我算过，它好像只给出一个多

重度的态的平均。（具体原理不清楚） 而 gaussian 可以算到很多电子态出来。 同时我认为这也是

gaussian 计算金属簇的一个问题，金属能级间隙非常小， 反映为能带，而 gaussian 计算得到的仅仅

是对应其中一格的电子态，我们应该怎么得到基态（一般情况）来说明问题？ 

      是啊，每个程序都有它的问题。看来没开始一个课题，都得把每个程序都试验一遍，看那个好再用。

gamess 我近来很少用了，以前用它主要是针对对称性比较高的体系，计算速度和收敛情况都比

gaussian 好不少。近来开始用 turbomole 后就很少再用它。turbomole 我觉得表现还行，不过缺点和

gaussian 相比缺少不少高级别的方法。算性质方面也不如 gaussian 的多。一个大大的问题就是

turbomole 可能是使用 麻烦的量子化学程序了把。哎，我们教授说他曾经问那个设计程序的教授为

什么不把它搞得好用点，那个家伙回答说他就要故意不让它太好用，要让做计算时每步输入时都好

好想想，明白自己再做什么才能继续。他老人家的话或许是不错，但每次都这样也太烦人了把。  

对于重金属，我一般不用 gaussian,因为提供的基组比较小，比较少，还得自己找基组。一般都用 adf

和 turbomole，主要用 adf,我个人觉得 adf 的相对论校正比 gaussian, turbomole 里的相对论赝势基组要

好些。 dalton 这个程序怎么样，你有什么使用心得啊 

      Re: 过渡金属频率问题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过渡金属频率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12 19:52:08 200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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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wangshun (wshun) 的大作中提到: 】  

: 看大家都提到了 ADF  

: 这个是商业软件把  

: 有用于学习的测试版吗？  

http://zorkov.diy.163.com/download/index.html  
从北大偶然下载的，Windows 版，图形界面的，入手比较容易，不用考虑格式问题。  

但是只能做分子计算。算周期体系要用 BAND。 

 
3.35 Help!! A question about optimization. 

发信人: lijiyang (goettinge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elp!! A question about optimizatio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Nov 14 00:56:11 2002)  

I want to get equilibrium geometry of MnCl2 and (C2N2C)FeCl2 (note: carbene co  

ordinated to FeCl2)by PM3 or HF methods. But there is wrong: SCF did not conve  

rge after  50 cycles- abort optimization. How can I do? I use Spartan '02 for   

windows, and I can not change the parameters. 

     Re: Help!! A question about optimization.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elp!! A question about optimizatio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Nov 14 18:53:27 2002), 站内信件  

Check the manual of your program for scf converge problems.  

Be care of these ionic systems. The simpl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is for  

gas phase molecules, therefore for ionic system the calculate results  

are not for solid state. Some people use madelung(I am not sure this word  

is correct) poteltial to fit the lattice field, then the calculation become   

more reasonable. This methods is not widely used as it is a tideous work,  

and somebody fell the charges use to fit the poteltial seems artificial 

 
 
3.36 收敛限 

 发信人: patricia (苦丁 ),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收敛限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26 14:22:53 2002)  

进行 MP2 作优化和频率的时候，为什么第三个  Maximum Displacement 不收敛，但是 后的输出

为 Normal termination of Gaussian 98. 请指教，谢谢  

-- Re: 收敛限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收敛限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7 00:54:05 2002), 站内  

refer to Gaussian manual for its convergence critiria there is one criteria   

When the forces are two orders of magnitude smaller than  

the cut off value,then the geometry is consideredconverged  

even if the displacement is larger than  

the cutoff value. Maybe you have a very flat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s near the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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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对用 g98 进行局域结构优化的一点疑问  

标  题: 对用 g98 进行局域结构优化的一点疑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Dec 24 10:41:34 2002), 转信  

用 g98 进 行 结 构 优 化 ， 只 有 当 Maximum Force 、  RMS Force 、  Maximum Displacement 、

RMS Displacement 都满足条件后，才得到优化的结果。 但是对某些非常大、非常松弛的体系，当力的

值已经低于域值两个数量级，而取代值仍高于域值，系统也认为找到了 优结构。对我要优化的体系，

没有进行全体优化，而是固定部分原子，只进行部分优化。这样得到的结果，力的值已经低于域值两个

数量级，而取代值仍然高于域值。不知道算不算是已经找到局域 优了？各位在进行部分优化时，遇到

过类似的情况没有？是怎样处理的？希望得到指教。 
     Re: 对用 g98 进行局域结构优化的一点疑问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对用 g98 进行局域结构优化的一点疑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Dec 24 18:00:59 2002), 站内  

你这是对分子动力学的要求，对 ab initio 和 DFT 这种基于第一原理的计算来讲，不太现实。当体系变

的松散时，ab initio 和 DFT 基本上得不到 稳定的结构，你可以先用分子力学去优化一下。或者你需

要固定的原子是不是太大，如果可以作为环境处理的话，可以考虑 QM/MM。另外，初次优化基组不

要用太大，逐步提高。 

 

3.38 虚频 

前段时间作频率计算时发现所计算分子有一个-6 的小虚频。用 SCF=tight 处理后能量

由          -1443.29499783 降为-1443.29499825，但仍有一个-4 的小虚频；用 INT=ultrafine 关键词

处理后虚频到是消去了，但能量升高了：-1443.29498750。很明显第三次所找到的稳定点是另外一个稳

定构型，因为对应虚频的这个稳定构型（如果我们能把它找到的话）肯定会有一个更低的能量值。也试

过将虚频所对应的坐标加到输入构型中，但能量在降低一段时间后（比 -1443.29499783 低）出现了明

显的逆转，能量反而升高了，高到一定程度在两个值附近循环，一直不收敛。我现在想的是在 小值那

一点用 opt=calcfc 再重新优化试试。再可能用的方法就是 SUPI 说过的：将虚频所对应的坐标值的二分

之一加到输入构型中。 后可能用的方法是；将二的结果反复用 SCF=tight 处理。小虚频真是令人头疼

呀！现在是想请教各位：1。能否说一些关于处理小虚频的个人体会，是怎样解决问题的？2。这么小的

虚频是否有意义？也就是说它所代表的结构能对应一个过渡态吗？多谢！   
  这么小的虚频可以忽略不计 
 
3.39 error termination request processed by link 9999.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C:\G98W\l9999.exe. 

 

我把 maxcycle 改为 2000 还是这个出错消息。到底是什么问题呀，谢了！ 

    
   把结构重新作一下，再计算。一般 maxcyc>200,没太大的作用 
    
   有道理,在论坛里看过类似的帖子,L9999 出错就是说在默认的循环次数里未完成所要求的工作,无法写

输出文件.要不检查完构型后,先预优化一下(用 PM3),再用你所用的方法.祝好! 

 
3.40 l202 错误请教 

   202 这一模块的作用是定义坐标和对称性，在这报错，应该是你的输入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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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opt 是可以 restart，前面的中间文件是少不了的。 

1,  

%chk=... 

# .. opt  

Stopped  

2, 

%chk=... 

#.. opt(restart) guess=read geom=allcheck  

3.44   对于一般的有能垒的化学反应，由于可以找到 tight 的过渡态，所以利用 gaussian 的 
IRC 计算可以很方便的计算出反应途径，其原理我理解是这样：对于 tight 的过渡态，其

对应于势能面上的鞍点，有且只有一个虚频，它对应的是反应坐标相应的那个反应体系

自由度，也就是说，将反应势能空间中反应坐标的那一维取一系列值，而在少一维的势

能子空间里对构型进行优化，以得到反应途径中的一系列结构。在 IRC 计算里，过渡态

虚频的作用就是用来判断哪个是反应坐标的。  但是对于某些反应，比如稳定分子分解

为两个自由基的反应，由于其反应途径上的 
 势能曲线是一直上升的，也即没有鞍点，所以，也没有有且只有一个虚频的 tight 的过

渡态，而是代以 loose 的过渡态，它的特点是在反应途径中处于体系态密度变化曲线的

小点，但没有对应于反应坐标的虚频。这样，IRC 就无法确定反应坐标，也就无法计

算了。所以，想问问各位精通 gaussian 的大虾，有没有办法可以计算这样的反应的反应

途径？ 
    对于没有过渡态的反应，一是从化学背景上可以判断是没有过渡态的，二是计算中确实找不到，若满

足这两个条件，则可以肯定其是没有过渡态了。这时就不用作 IRC 了！用 SCAN 直接对断裂的键（比

如稳定分子分解为两个自由基的反应）进行扫描。 

     

3.45 出错消息？：  

Optimization stopped. 
   -- Wrong number of Negative eigenvalues: Desired=  1 Actual=  4 
   -- Flag reset to prevent archiving.  

以下是输入命令 

%Chk=guotudai 

#T RHF/6-31G(d) Opt(CalcFC,TS) Freq Test 

见 G98 使用手册 104 页（OPT：过渡态和高阶鞍点的优化，G03 上也应该有），有解释:number of Negative 

eigenvalues =1,超出范围既认为是错，可你的实际值 Actual=  4  use keyword:noengen 

3.46 一般地，优化所得驻点的性质（极小点还是过渡态）要靠频率来确定；而对过渡态，要确定反应路径

（即到底是哪个反应的过渡态）必需要做 IRC 了，不然靠不住的（往往用 QST 找到的过渡态并不一

定就是连接输入反应物和产物的过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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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用 QST2 或 QST3 来优化过渡态时，需输入反应物和产物，实际上反应物和产物的输入顺序是没

有关系的。就是说，先输反应物后输产物和先输产物后输反应物得到的是同样的过渡态。这也好理解，

QST2 里对过渡态的初始猜测实际上是程序自动将输入的反应物和产物的各变量取个平均，所以输入顺

序是没有关系的。对 QST3 和 TS，需人为指定过渡态的初始猜测。  

上面说的反应物和产物的输入顺序没有关系，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反应物和产物的自旋多重度一致。对

QST3，因为是人为指定过渡态的初始猜测，所以没有影响；而对 QST2，过渡态的自旋多重度默认和后

面输入的一致。如果反应物和产物的自旋多重度一致，那随便先输哪个都没关系；而如果反应物和产

物的自旋多重度不一致，这时该怎么办？？？  

  当反应物基态多重度为 1，产物基态多重度为 3时，到底将过渡态的多重度定为 1还是 3？还是两个都

试，哪个能量低取哪个？假如取 1，在下来做 IRC 验证时，Reverse 还好办，Forward 却是按多重度为

1做的，这样怎么能和多重度为 3的产物连接起来？  

  要将其关联起来，需有一个为激发态，这样才能在自旋多重度上保持一致。可这种处理对吗？还有更

好的思想吗？另外，我觉得 IRC 难用得很，很难控制，也不知自己钻进了哪条死胡同！！ 

   

  一直对此很迷茫，希望各位大侠援助啊！ 

     对于这点确实很迷茫，我觉得好像得用 cas 解决，有看过类似的文献，上面有用 cas 得出过反应物基

态经激发态再回到基态得出产物的反映路径。我没有试过，对于 cas 我很是头疼，理论和实践都一无

所知。 

    这儿实际上是怎么样才能将不同自旋多重度的反应物和产物关连起来。除非有一步是专门的跃迁，要

不怎么将自旋变得一致？用 QST 或 TS 方法也能优化出过渡态，问题是在多重度不一致的情况下怎么

将 IRC 做通？  

  做 CASSCF，主要是想包括更多的组态，特别是在反应物和产物的主组态不一样的情况下，这时单组态

的 SCF 必然出错。但用 CASSCF 在做 IRC 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呀？ 

3.47 Predicting Conical Intersections. Including Opt=Conical keyword in the route section changes the job from 

an optimization of the specified state using CASSCF to a search for a conical intersection or avoided 

crossing involving that state. The optimized structure will be that of the conical intersection or avoided 

crossing.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se two possibilities may be accomplished by examining the final 

eigenvalues in the CASSCF output for the final optimization step (it precedes the optimized structure):  

FINAL EIGENvalueS AND EIGENVECTORS 

VECTOR EIGENvalueS     CORRESPONDING EIGENVECTOR  

    State  energy 

    1  -154.0503161      0.72053292         -0.48879229 ... 

                       -0.16028934E-02      0.31874441E-02 ...                  

    2  -154.0501151      0.45467877          0.77417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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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two eigenvalues (the first entry in the lines labelled with a state number)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then the energies of the two states are the same, and it is a conical 

intersection. Otherwise, it is an avoided crossing.  

我不是很明白，但希望对你有帮助。  

很感谢 vliant 的帮助！ 

  一般地，有不同自旋多重度或不同空间对称性的势能面（或势能曲线）可以通过圆锥相交连接起来，    

丁二烯光激发反应的实际途径就是通过圆锥相交使激发态转变为基态而完成的。 

  北师大的方德彩教授这方面很有经验；我目前还没有做过！哪位大侠可以详细谈谈？？ 

3.48 我对一个分子进行几何优化,运算过程中报错: 

   -- Gradient out of range. 

   -- Maximum allowed force =    0.100E+21 

请问如何修改使得优化继续? 

1、 增大迭代圈数，opt(maxcyc=200) geom=allcheck guess=read（意为接着优化） 。 

2、 如果不行，就调整初始输入的结构。 

   优化计算需要一个初始构型，初始构型越好就越容易优化。 

你先用简单的方法优化得到一个不错的构型再接着优化，当然很好 

    改变收敛限 
 

3.48  INDO 算大分子出错 
RHF-INDO calculation of energy. 
MO and density RWFs will be updated. 
ZDOMap failed -- possible missing parameters. 
CINDO calculation failed.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C:\G98W\l402.exe. 
是不是由于我的体系中含有 P 元素？ 

 

分子的结构不大合理,调整结构试试看. 

  

3.49  gaussian 中的部分优化，就是固定体系的一些结构参数，然后对剩下的部分 

进行优化。对此我有一些疑问。  

      首先我们考虑自由的反应体系具有 N 个自由度，那么，固定一个结构参数， 

就相当于在体系中引入一个约束条件，于是此时体系的自由度应该就是 N-1 个。 

也就是说，这样的部分优化的结果，是在 N-1 维的空间中寻找到的一个势能极小 

点。但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 stational point，是在 N 维的反应自由度空间中 

  的势能极小点。N-1 维的空间中寻找到的势能极小点在 N 维空间中并不一定也是 

  一个极小点，也可能是一个坡点。那么，部分优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要再经过一遍 

  全优化才能确定是一个 stational point？  

这个和你研究的关键点有关,有时候我们只关心某些变量对物质分子结构的及其能量的影响,我觉得

即便是全优化,因为程序自身的限制所得到的也未必就是 低点,只有经振动分析后才能知道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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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点,还有令人郁闷的是有时候因为诸如 H之类的原子的某些振动或转动会引起或大或小的虚频,

只能调整输入重头算,因此我觉得部分优化未必得不到稳定点,是否全优化不是判定稳定点的依据. 

这正好说明部分优化时对固定的变量一定要有可靠的理由啊！！ 

  有时做优化时，全优化机子做不了，就改成部分优化：先固定一些变量做优化，然后再将得到的

其它变量固定来优化第一次固定的变量；如此反复，直至达到自洽！！！当然这也是机子配置的限制

或程序的限制迫不得已才采用的办法！！！ 

3.50 在运行 Gaussian 中出现 convergence fail 有那些解决办法！谢谢！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一般来说:1 如果能量一直在变小,可以通过增大循环次数来解决:2 如果能量出现

了震荡,则需要调节轨道;3 如果能量有跳跃,则表明初始构型可能有问题;4 如果用了弥散函数而出现收

敛失败,可通过加强收敛条件来试一试 

 

3.51 我们在做计算是经常需要用 guess＝alter 调轨道，可是有时挺好调的，有时却非常费力气，老是调不

动，即使是能量比较接近的也调不了，调轨道要注意什么？有什么经验？请在做的各位大侠谈谈看法

吧！ 

     调轨道的技巧性不太高,在 Guassian 中,具有相同对称性的轨道是调不动的,一般都是对称性不同的轨

照你调轨道所得的,这是因为有些自己认为存在的结果并不满足自洽的原理,自洽的结果可能给出其

它的一些电子组态. 

   理解可能有误,欢迎大家补充! 

     我的体系因为含有金属,所以能级差很小,容易成功,而你的有机小分子不一定能使用调轨道这种方法,

这样用的话,相当于在算激发态了,而一般应该用 CASSCF 来研究这种体系的激发态吧 

 

3.52 结构优化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即构型在两个或几个结构循环变化，总也不能达到终点 

可能出现么？如果这样的话该如何处理？非线形搜索？ 

多谢！ 

     “构型在两个或几个结构循环变化，总也不能达到终点，可能出现么？”这个问题是你实际遇到的，

还是凭空想出来的？几个结构在势能面上对应着局部 小，自洽场的结果是会到达一个局部 小值，

而不会出现在几个个结构循环变化。我觉得你想说的是收敛振荡的问题吧？ 

     他指的可能是结构优化振荡，我曾经用过 iop（1/8）里的一些选项，对控制结构优化有一定帮助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优化了很多圈，但每次的能量总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起伏 

只能在 Force 上达到两个 YES，而 Displacement 上总是 NO,我觉得就象是在几个结构中振荡一样，这 是

所谓的优化振荡么？ 

     iop（1/8）里有设定优化步长的功能： 

0 DXMAXT = 0.1 BOHR OR RADIAN (L103, Estm or UnitFC). 

        = 0.3 Bohr or Radian (L103, Read or CalcFC). 

        = 0.2 Bohr or Radian (L105). 

        = 0.3 Bohr or Radian (L113, L114). 

N DXMAXT = 0.01 * N 

    多谢 supi!使用了 iop(1/8=1)结构终于优化完了，但这说明什么呢？体系的能量对于结构的微小变化很

敏感？还是说势能面比较平坦？ 

    版上的今天刚贴的 Guassian tips 这篇贴子中 后有提到收敛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taking large jumps".

对于优化默认采用的步长为 0.3Bohr 对你优化的结构来说太大,所以你看到结果能量总是在很小的范围

内起伏.因此你使用 IOP(1/8=1)设置步长为 0.01Bohr,而达到收敛的 终结果,说明这个结构的势能面是



 223

起伏不平的,对结构的变化非常敏感.  

   不过,这种情况也像是 oscillating,建议用 SCF(Vshift=300)试一下,看能不能收敛到同一结果? 

    试了好几次,总觉得使用二次收敛方法 scf=qc,对收敛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反而不如以前. 

    而且对于 oscillating 采用 SCF(Vshift=N)来说,由于 DFT 已经使用 N=200,即使增大 N 的值对收敛的结果

也无明显效果,比不上减小优化步长.但是对于减少步长来说,机时消耗太大,虽然在能量上比前者来得低,

但是仍可能达不到收敛的预期效果,因此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The initial guess isn't very good.关于如

果处理这些问题,《计算化学》上给出了一些更好的建议。我碰到过好多次这样的情况，一般通过改变

步长，改变猜测初始结构等都可以解决的。 
    其实在 g98 中,使用 opt=(stepsize=N),在 03 改为使用 opt=(maxstep=N),可以查看手册,与使用 IOP(1/8)是

一样的,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使用 opt=(maxstep=1)达到了收敛.谢谢大家的帮助. 

 

3.53  Optimization stopped. 
    -- Number of steps exceeded,  NStep=  55 
    -- Flag reset to prevent archiving.  

如果这是个出错消息的话，有医治的方法吗。哪位老大说说看，小弟就此谢过 这应该是

优化的问题，还没有到 IRC 的步骤呢！ 是优化循环次数到了，这时如果有 chk 文件

的话，可改命令行为：opt(restart,maxcyc=300)。成功做完优化后，再分析频率，然后作 
IRC 才有意义！ 

 

3.54 现有的计算结果应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吧？可是里面哪些内容是可用的呢？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进

行？  

注： 
我是先扫描了势能面，然后在势能面 高点做的过渡态优化，可是出现了两个虚频的结

果。另外，我先扫描势能面时步长设为 0.1，待搜到 高点后，我想在 高点附近进行

更仔细的搜索，可搜索结果显示不出来 高点，很郁闷。我的反应是三原子的：A＋

BC=AB+C。当步长设为 0.1 时，随着 B..C 键的增大，A...B 键长减小，我认为这是合理

的。而后来把步长设为 0.01 后，扫描结果显示，随着 B..C 键的增大，A...B 键长也增大，

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于是我就用了步长为 0.1 时扫描出来的 高点坐标为初始坐标，

进行过渡态优化，出现了上面所述的问题，请问势能面扫描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 
我的过渡态计算下一步应该怎么进行？谢谢指教！  
可以先分析这两个虚频所对应的简正模式,看那一个是对应你所想要的反应物和产物,然
后固定它,消去另一个虚频,消去虚频的具体办法可在版内以"虚频"搜索得到. 
"我是先扫描了势能面，然后在势能面 高点做的过渡态优化， 
"能否解释一下这个方法,对这样做的理由一直不是很清楚. 
作 ts 的时候，初始结构怎么写啊？我是外行，没有概念，所以就先做 pes，这样心里对

ts 的结构就有个大概认识，在进行 ts 计算，说归说，我总是算不出来 
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在上诉计算上再进行 opt=(readfc,ts)运算。然后再算频率。如还有

一个以上虚频，就再重复此运算。如此往复，一般都能得到过渡态结构的，你可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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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频率计算 

1.频率计算： 

1.1 目的 

1。红外和拉曼光谱. 能量计算和优化计算用了理想的观点，忽视了分子体系内的振

动。而事实上，分子中的核始终处于运动中。在平衡情况下，这种振动是有规律的，也是可

以预测的。我们可以通过特征振动来确认分子的结构。高斯可以计算处于基态和激发态的分

子的振动光谱（谱线的位置和强度）.分子的频率取决与能量对核位置的二阶导。HF DFT MP 

和 CASSCF 方法可以进行分析二阶导，还有一些方法也可以进行数值二阶导。注意：分析二

阶导的计算是不能 RESTART 的，也就是说上面那四种方法在计算频率时如果因意外终止计

算，就只能重算。此外，高斯还可以预测其他和能量二阶导及高阶导相关的性质[如极化率

和超极化率，取决于能量对电场的二阶导，自动包括在 HF 计算中. 

2。为难进行的优化计算力常数；力常数是能量对坐标的导数。从数学的角度我们知道

导数显示着函数的变化趋势（可以根据导数值确定函数在某个范围内是变大还是变小）。优

化的目的是寻找对应能量 低的构型。所以对难进行的优化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力常数值来指

引优化的方向，使优化能够顺利完成。 

3。确认所优化构型的性质，频率计算结果中所得结构无虚频表明所得结构是具有极小

值的构型，一个虚频表明优化得到的是过渡态，两个以上的虚频表明优化所得到的是高阶鞍

点，就以我们目前的计算来看，只关心前两个。 

4。计算零点能和热能（用于对总能量的矫正）以及其他的如熵和函等热力学性质。据

说这些热力学性质是用正则系综理想气体展开求解得到，在高斯的白皮书中有介绍。 

 

1.2 输入格式和结果解释 

1.2.1 输入格式： 

在命令行中添加 FREQ 关键词即可（关于 FREQ 详细用法见高斯手册）。其他部分与前面介绍

的相同。 

#T RHF/6-31G(D) Freq Test 

注意：频率计算只能在优化好的结构上进行，只能使用与优化方法同样的方法来做频率计算。

上面这个练习就是在 RHF/6-31G(D 方法优化好的结构上进行的频率计算。需要注意的是频

率计算会产生很大的临时交换数据，所以对于大的分子有时会因为程序默认的 RWF 空间不够

而报错（主要是看报错时 RWF 文件的大小，如到 2G，则表明出错可能是由 RWF 空间不够引

起的） 

这时可用以下命令增大 RWF 空间 

%rwf=e:\1,2gb,e:\2,2gb,e:\3,2gb,-1 

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在 e 盘下建立四个 RWF 文件，前三个的容量大小均为 2G，名字分别为

1.2.3。 后-1 表示 e 盘下所剩的可用空间为第四个 RWF 的空间。不过高斯对单个 RWF 文件

的大小有限制，所以第四个 RWF 的空间也应该不超过 2G 才对。如果将 e 改为 F，则表示在

F 盘下建立一个 RWF 文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分区下建立 RWF 文件了。 

1.2.2 输出的解释 

                  52                     53                     54 

                     A                      A                      A 

 Frequencies --   776.8162               822.8023               840.2458 

 Red. masses --     2.3453                 4.5204                 1.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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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c consts  --     0.8338                 1.8031                 0.5468 

 IR Inten    --    21.0835                22.4745                 3.8452 

 Atom AN      X      Y      Z        X      Y      Z        X      Y      Z 

   1   6    -0.03  -0.05  -0.03    -0.05  -0.03  -0.02     0.01   0.00   0.01 

  

 52，53和54 表示是计算出的第几个频率值，本例中就是第52个频率值，第53个频率值和第

54个频率值。 

A 表示对称性，Frequencies 表示的是计算的频率值，由于计算方法自身的误差造成计算结

果和实验值之间有差距。通常通过矫正因子来矫正这种偏差。方法不同，矫正因子不同。矫

正因子是由特定的体系来确定的，所以在算我们自己的分子时，即使是作了矫正，和实验值

还是会有一定差距。 

Red. Masses？不太清楚。 

IR Inten  红外强度，应该是用于确定峰高的。和Frequencies确定峰位结合在一起，就可

以得到红外谱图。 

Atom AN      X      Y      Z        这是对应第52个振动时分子所处的坐标。其用途是 

   1   6    -0.03  -0.05  -0.03     和分子的Standard orientation相比较，确定分子

的振动方向，通过相应坐标的数值变化来实现这一

点。如有Gview，可通过它观看分子的振动模式，

清楚，直观，很好。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消去虚频。我们说过任何一

个优化计算都需要频率计算来证实所优化的结构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基态和激发态无虚频，

过渡态有一个虚频。如果频率计算的结果与上不符，表明计算结果不合理，就要消去虚频。

消虚频的方法很多，有 OPT=TIGHT，SCF=TIGHT 或增加积分格点等，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调节分子结构，就是将虚频所对应的结构和分子的 Standard orientation 加在一起除以 2

以调整分子结构，具体解决方法的还是要自己试，没有万能的方法，只有对症下药。 

 
热化学 
据说热化学性质是根据正则系综理想气体展开得到的。在大话西游论坛上看到过这样一种说

法：气相下计算的能量（SCF 能量）是在真空状态下计算的体系的能量，而热化学性质是在

298.15K 一个大气压下条件下计算得到。 
所有频率计算都包含有体系的热化学分析。默认是在 298.15K 一个大气压下条件下计算得

到。对每一种元素都使用含量 高的同位素。下面是热化学的输出部分 
- Thermochemistry - 
 ------------------- 
 Temperature   298.150 Kelvin.  Pressure   1.00000 Atm.   计算的具体条件：温度，气压 
 Atom  1 has atomic number 35 and mass  78.91834         计算所用元素的确切质量 
 Atom  2 has atomic number 16 and mass  31.97207 
 Atom  3 has atomic number  8 and mass  15.99491 
。。。。。。。。。。。。。。。。。。。。。。。。。。。。。。。。。。。。。。。。。。。。。。。。。 
可以通过参数 ReadIsotopes（见 Freq 关键词，矫正因子可以加也可以不加）根据自己的具体

需要设定计算条件 
 Zero-point correction=                           0.318636 (Hartree/Particle)  零点能 
 Thermal correction to Energy=                    0.342790 
 Thermal correction to Enthalpy=                  0.343734 



 226

 Thermal correction to Gibbs Free Energy=         0.260712 
 Sum of electronic and zero-point Energies=          -4014.081556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Energies=             -4014.057402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Enthalpies=           -4014.056458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Free Energies=        -4014.139480 
 零点能是对分子的电子能量的矫正，表明了在 0K 温度下的分子的振动能量对电子能量的

影响。当比较 OK 时的热动力学性质时，零点能需要被加到总能量中。同频率计算一样，零

点能也需要根据所用的算法采用不同的因子进行矫正。可用 ReadIsotopes 命令实现。据说优

化所得的能量是在真空下进行的，所以有必要进行零点能矫正。 
在较高的温度下预测体系能量时，要给总能加上内能项。内能包括特定温度下的平动能，转

动能和振动能，这些因素都受到具体条件的影响。注意计算内能时已把零点能考虑进去了。

不要重复计算。在考虑内能对总能的影响时，要用 Readlsotopes 命令指定矫正因子，否则

就要自己手动处理，很麻烦。因为内能中只有零点能需要矫正，如果自己动手，就需要将内

能各项分开，算好后再加合到一起。而用命令，程序自动就把一切做好了。  
 
                     E (Thermal)             CV                S 
                      KCal/Mol        Cal/Mol-Kelvin    Cal/Mol-Kelvin 
 Total                  215.104             90.314            174.735 
 Electronic               0.000              0.000              0.000 
 Translational            0.889              2.981             44.059 
 Rotational               0.889              2.981             37.244 
 Vibrational            213.326             84.353             93.432 
                      内能              恒容热容            熵 
现在来看几个公式： 
E0=Eelec+ZPE  表示零 K 时体系的能量等于 Eelec（就是优化计算中所得的 SCF 能量）和零点

能之和。 
E= E0+ Evib+ Erot+ Etransl= E0+ E (Thermal) 
 表示在某一特定温度和压力下体系的能量等于零 K 时体系的能量加上内能

值。 
H=E+RT 表示在某一特定温度和压力下体系的焓等于在这一条件下的能量和RT之和。 
G=H-TS      表示在某一特定温度和压力下体系的自由能等于在这一条件下的焓和 TS 的

差。S 表示熵 
以上所有的输出值无特殊说明外都以 HARTREE 为单位。 
极化率和超极化率 
频率计算还可以计算极化率和超极化率张量 
极化率输出：在偶极矩输出后，频率输出前。 
Exact polarizability: 388.371 -33.283 323.010  26.433  -6.254 106.235 

 Approx polarizability: 535.170 -75.810 524.524  52.244 -23.993 164.499 

Approx polarizability是用SUM-OVER-STATE（态求和）扰动方法算出的，这是一个比较老的方

法，只有在较老的文献中才能找到。 

用#P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二者的输出信息。 

张量以lower triangular（tetrahedral）format，expressed here in the standard orientaiton。 

确认静态点 
也就是说优化结束并不意味着计算的结束。在量化计算中，优化和频率计算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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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化计算，就必须要有一个频率计算来确认优化计算的结果是否对：无虚频的是 小点，

对应的是基态或激发态的结构；有虚频的是一阶鞍点，对应的是过渡态的结构。这一点一定

要牢记。如果有虚频的话，频率输出部分的第一个频率值就是负值。如果第一个值不是负值，

则表明无虚频。 
有虚频只是表明我们找到了一个连接两个极小值（如反应物和产物）的结构，但是否我们所

想要的过渡态结构，还需要验正，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用 QST2 方法寻找过渡态，这种方法

无须人的参与，程序自动找，所以有可能出现程序找到的过渡态与所设想的过渡态不一致的

情况，用 TS 或 QST3 方法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要优化的过渡态结构是我们指定的。 
Gview 在此时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可视化计算所得的结构，并和预期的结构

作以比较。此外，IRC 计算也可帮助我们确定所找到的过渡态到底对应什么样反应物和产物。

详细情况在第八章介绍。 

下面列出了需要描述稳定点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目的 虚频数 显示 应该 

寻找极小值 0 个 是极小值 比较其他异构体，得到 小值 

寻找极小值 1 个 不是极小值 继续寻找，尝试改变对称性，或按虚频的

振动模式修正分子结构 

寻找过渡态 0 个 是极小值 尝试 Opt=QST2 或 QST3 寻找过渡态 

寻找过渡态 1 个 是过渡态 判断其是否与反应物，产物相关 

寻找过渡态 多个 是高阶鞍点，不是

连接两点的过渡

态 

尝试 QST2，或者检查虚频对应的振动模

式，其中之一可能是指向反应物和产物，

在该点的过渡态方向下修正分子，重新计

算 

 

所谓按虚频的振动模式修正分子结构是指：将虚频所对应的结构和分子的 Standard 

orientation 比较作适当修改，如加在一起除以 2 以调整分子结构，具体解决方法的还是要

自己试，没有万能的方法，只有对症下药。 

 

2.高斯中自带的练习 

Example 4.2 确认几个异构体的静态点。注意有虚频表示所得的是过渡态而不是极小值。

虚频所对应的过渡态的结构可从虚频值下的分子坐标得到。导致虚频的位置可由过渡态的分

子坐标和分子的标准坐标对比得到，根据差异可看出过渡态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连接什么样

的反应物和产物（在这方面 GVIEW 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可视化后看的更直观）。 

Exercise 4.1 频率计算 

Exercise 4.2 频率计算 

Exercise 4.3 频率计算 

Exercise 4.4 考虑取代基的影响 

Advanced exercise 4.5。张力体系的计算。 

Advanced exercise 4..氢转移（涉及到过渡态的计算）主要是两者结构间的对比以判断变

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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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坛上与频率计算有关的讨论 
严格来说，在频率计算中除了内存不足或 RWF 文件空间不够外，一般不会报错。所以在

这部分关于出错信息的比较少。 
3.1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发信人: duaj (Adra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8 09:25:08 2002)  

1、什么是 IR 和 Ramman 光譜？二者有何区别？  

2、能不能解释一下分子的多极矩？ 

    Re: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8 10:14:33 2002)  

1) IR 光谱是指由于分子振动和转动而产生的吸收光谱（一般是吸收谱，也可以是发射谱）；  

2）Raman 光谱是发射谱，用某入射光照射分子的时候由于分子的偶级矩变化与入射光耦合而产生发射

谱线对入射光波长的偏移，频率比入射光小的为 Stocks 线，反之为反 Stocks 线。总之，Raman 光谱是

和分子的偶极矩变化相关的。多级矩和电荷在分子中的分布有关，和偶极矩相同，都是从 Hessian 矩

阵里面衍生出来的 

 
3.2 如何在 GAUSSIAN 计算结果中获得热力学函数？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如何在 GAUSSIAN 计算结果中获得热力学函数？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9 09:37:57 2002)  

在一些文章中常看到通过计算一些热力学函数，标准摩尔熵和标准摩尔焓，标准摩尔热容。如请问

GAUSSIAN 计算结果中如何获得热力学函数，是通过换算吗，还是直接得到？谢谢！ 

    Re: 如何在 GAUSSIAN 计算结果中获得热力学函数？  

发信人: vh (堂堂),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在 GAUSSIAN 计算结果中获得热力学函数？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9 10:14:06 2002)  

Nod. You can do opt+freq to get those thermal properties at 1atm and 298K.  

 If you want to get those properties other than 1atm and 298K, you need to  

 use freqchk and write a hyperchem file. Anyway, it's very convenient to do that. 

    Re: 如何在 GAUSSIAN 计算结果中获得热力学函数？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在 GAUSSIAN 计算结果中获得热力学函数？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9 10:29:16 2002)  

necessary?I think it can be done with the keyword ，freq(readisotope) to specify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3.3 又一个问题  

发信人: winsocks (GreenHand),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又一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r 11 22:00:24 2002)  

我看到说判断一个构型是不是能量 低，要看存不存在虚频，究竟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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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频”呀？怎么从 Freq 的计算结果中看存不存在虚频？多谢！ 

    Re: 又一个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又一个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r 12 01:47:44 2002)  

频率为负的就是虚频 

 
3.4 请教  

发信人: winsocks (GreenHand),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r 21 09:49:32 2002)  

在 539 文“弱相互作用力的计算中”有人提到： “将优化好的构型进行频率的计算处理。 计算结束会

给出频率的数值，还有体系各个分子的热能 Etherm 和熵值 S。 按照下面的简单公式可以求得体系的

热力学参数：内能的变化 ∆Einter,焓变 ∆H， 熵变 ∆S 和自由能变化 ∆G。这些常数一般用来解释体系

作用的类型等。  

A＋B D―－A…B（复合物）  

∆Einter＝Einter（复合物）－Einter（A）－Einter（B）；  

∆Etherm=。。。。  

∆S＝。。。。  

∆H=∆Einter+∆Etherm+∆(PV),  

∆G=∆H－T∆S  

” 我是新手，已经做完了 freq，但是如何从计算结果中找到这些参数呢？我在计算结果中 找到如下的

行  

Zero-point correction=                           0.119794 (Hartree/Particle)  

 

 Thermal correction to Energy=                    0.128009  

 Thermal correction to Enthalpy=                  0.128953  

 Thermal correction to Gibbs Free Energy=         0.086483  

 Sum of electronic and zero-point Energies=           -496.045746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Energies=              -496.037531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Enthalpies=            -496.036587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Free Energies=         -496.079057  

他们那个对应那个呢？  

请大虾指点  

      Re: 请教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r 22 03:49:07 2002)  

Zero-point correction=                           0.119794 (Hartree/Particle)  

Thermal correction to Energy=                    0.128009  

 Thermal correction to Enthalpy=                  0.128953  

晗  

 Thermal correction to Gibbs Free Energy=         0.086483  

Gibbs 自由能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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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 of electronic and zero-point Energies=           -496.045746  

零点能校正后能量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Energies=              -496.037531  

这个好像是几个加起来，已经包含了零点能校正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Enthalpies=            -496.036587  

呵呵，欧不是学化学的，这个不熟  

 Sum of electronic and thermal Free Energies=         -496.079057  

    Re: 请教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23 09:58:00 2002)  

后一个是 G，以此往上是 H，E，ZPE  

做 freq 的时候 好用#p 这样 E（内能），CV（等体积摩尔热容），S（熵），Q（配分函数）以及  

每个振动（包括平移，转动）对他们的贡献都会列出来 

 
3.5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gaussian 说明书中的 IR 和 Raman 谱都分别指的是?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22:06:00 2002)  

如果从对称性来看：IR 的振动模式是不对称的，而 Raman 是对称的。 用 GaussView 可以对 Freq 计算

结果非常直观和形象的显示 

 
3.6 发信人: alb (hop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欲求大分子的振动谱，能否固定其中一部分原子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6 13:37:17 2002)  

gaussian 计算的频率都是属于驻点的振动频率，对于非驻点的频率高斯处理的并不怎么样。因此固定某

几个键长后得到的频率的可信度并不怎么样。 

 
3.7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频率计算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Apr 26 00:46:04 2003)  

1. it often shows up if your structure is not a minumum  with respect to all non-imaginary modes. You should 

go back and re-optimize your strusutre, since all the thermochemistry based on this structure is likely to be wr

ong.   

2. It may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internal rotations in your system. You should correct for errors caused by this s

ituation.  

你的问题有以上两种可能，请看《 Therochemistry in gaussian》 

 
3.8  xxzhang (芝麻开门),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求助]计算分子在金属簇上吸附后的光谱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20 22:19:58 2003), 转信  

freq 好象是全部原子都要计算的，而且只有整个体系完全优化后在没有虚频（过渡态是一个虚频）。

你优化时固定了一部分原子，它们得不到优化，整个体系不是处于能量 低点，自然要出现很多虚频。 

 
3.9 计算频率（如红外，紫外 ，拉曼和核磁），计算值和实验值差距为多大时才可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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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或者说相对误差为多大才可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或是合理的？因为上次我用 B3LYP/6-31G（d）

算振动频率，计算值和实验值差距为 50-70 个波数，相对误差为 5%左右，老师认为这个差距太大，

所以我才想到用更大的基组再算一次。可以告诉我：判断计算结果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什么吗？ 

     如想计算拉曼，是不是必须用 freq=raman，上次我以 B3LYP/6-31G（d）freq 计算时，在 GVIEW

只有红外图谱，没有拉曼图谱，真是很奇怪，手册上说计算红外和拉曼是默认的呀。 

     计算紫外光谱，就是计算激发态（CIS TD CASSCF 均可用），计算结果怎样转化为谱图？在 Gview

里好象没有看到这个功能。谢谢！ 

      

“计算值和实验值差距为 50-70 个波数，相对误差为 5%左右，老师认为这个差距太大，所以我才想到用

更大的基组再算一次。可以告诉我：判断计算结果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什么吗？” 这个误差不算大。如

果想考察计算结果的合理性， 好比较所有的振动频率，不要只对一个。 顺便问一下，你计算的是哪

一个振动模式？ 算的是红外,该看光谱书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都不知道,您说的振动模式是指红外，紫

外 ，拉曼和核磁这四种吧?.计算拉曼，是必须用 freq=raman(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谢谢! 

gaussian reply: 

                   what I want to express is: what is the criteria that judg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mputation result? eg,.I computes the freq of C19H18N5OSBr,but how does I know that the 

computation result is reasonable or unreasonable? So I must has a criteria.In addition, you say:but  

     with DFT is is normally much smaller, maybe around 1% or even less than experiment.  

    I use B3LYP/6-31G(d) to compute the frequency of C19H18N5OSBr (optimized in the  

    same method and base set), but my result is 5% larger than the experiment  

    frenquency value.Obviously my work isn't satisfactory. May you give directions 

    to me about how to improve my work?  

     There are two basic answers to this.  One is that the B3LYP/6-31G(d) method 

fully describes the calculation so that someone else can repeat it.  Then you 

can compare how well it performs with respect to experiment to get a measure of 

how well it will do on related compounds, i.e. other brominated compounds.  

     The other is to try modifying the model chemistry to get a result closer to  

experiment.The two options here are modifying the basis set and the second is changing the 

method.  There is no clear path to doing this.  Larger basis sets will help up to 

the point where you hit the basis set limit.  DFT functionals have no clear progression 

for the energy and even if you go to traditional correlation methods where there 

is an order this affects the energy and only as a secondary effect properties.  This 

approach can give very accurate results but possible lead to a method too expensive to 

apply to a wide range of molecules.  

     So my recommendation is to pick a model chemistry which gets close but is now how far you 

can trust it.  There is no external way of testing property measurements like there is for 

energy where the variational principle can let you define an absolut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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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对弈 freq 的 restart，是要采用数值计算方法才可以 restart。 

（以下我省略 chk 和方法的输入，自己加上） 

1, freq(numerical)  

2, freq(restart,numerical) guess=read   

   十分感谢各位的指点,高斯的答复如下: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option for restarting an analytic  

FREQ calculation.  Most of the calculation is done and the result 

summed directly into the final result without writting information  

to allow a restart.  

   The FREQ=RESTART option is for use with the FREQ=Numer option 
which does the second derivative by repeated gradient calculations 
 with atoms displaced to generate second derivative information. 
 Here Gaussian can restart after the last completed gradient calcu 

 
3.10 我优化了一个分子，然后再计算频率，但是一算完 Link 1002 就停止了，给出信息如下： 

**** Warning!!: The largest alpha MO coefficient is  0.84395302D+02  

Leave Link  801 at Mon Dec 15 12:51:04 2003, MaxMem=   12582912 cpu:       0.0 
(Enter d:\g98w\l1002.exe) 
Minotr:  Closed-shell wavefunction. 
         Direct CPHF calculation. 
         Solving linear equations simultaneously. 
         Using symmetry in CPHF. 
         Requested convergence is 1.0D-08 RMS, and 1.0D-07 maximum. 
         Secondary convergence is 1.0D-12 RMS, and 1.0D-12 maximum. 
         Differentiating once with respect to electric field. 
               with respect to dipole field. 
         NewPWx=F KeepS1=T KeepF1=T KeepIn=T MapXYZ=F. 
         MDV=      12582912 
         Using IRadAn=       2. 
Integrals replicated using symmetry in FoFDir. 
MinBra= 0 MaxBra= 2 Meth= 1. 
IRaf=       0 NMat=   3 IRICut=       1 DoRegI=T DoRafI=F ISym2E= 2 JSym2E=2. 
         There are   3 degrees of freedom in the 1st order CPHF.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0. 
AX will form   3 AO Fock derivatives at one time.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1.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2.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3.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4.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5.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6.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7.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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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9.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10.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11.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12.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13. 
  3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14. 
  2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15. 
  1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16. 
  1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17. 
  1 vectors were produced by pass 18. 
Inv2:  IOpt= 1 Iter= 1 AM= 9.26D-16 Conv= 1.00D-12. 
Inverted reduced A of dimension  50 with in-core refinement. 
Leave Link 1002 at Mon Dec 15 15:03:31 2003, MaxMem=   12582912 cpu:    7946.0 
这是什么意思呀？应该如何解决？ 

    看看 rwf 文件的大小，是否超过了 2G    

没有呀，才 72MB 

加大内存,用%mem=200mb 试试看. 

谢谢大家了，按照 vliant 的建议，确实可以运行了，结果已经算完了。谢谢。但是偶有一点不明白

的地方是，你们是怎样判断出是内存不够呢？文件中好像没有给出错误信息呀，也许是我没有看出

来，请大家指教。 

3.11 在优化过程进行完了, 低构型也出来了,Freq 也算完了,任务就要结束了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Ox77f52322"指令引用的"OxOd373031"内存 

该内存不能为"read" 

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 

要调试程序,请单击"取消" 

请问只是程序的错误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错误? 

 
是由于计算量太大引起操作系统的崩溃，换 XP 试试。 
 

3.12 在做频率计算时，在给出频率力常熟和振动方向的上面，有这么一些数据，平常我没怎么去注意，仔

细推敲后，我发现我真的不明白这些数据的具体意义： 

Full mass-weighted force constant matrix: 

Low frequencies ---   -3.5625   -0.0461   -0.0422   -0.0422    4.0963    4.0963 

Low frequencies ---  470.5996  551.4394  551.4394 
 

我记得上次谁的贴子说这是平动和转动的频率 

 
3.13 频率分析中能量分布问题   

我在做频率分析时,得到各种振动的频率,我想得到这些振动的能量分布,但不知道怎样计算,请各位大侠

帮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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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动频率（cm-1）本身也就是一种能量单位，振动频率越大，振动能量越大。 
    能量/频率 

Units     Hartree  kcal/mole  e.v.     cm-1     K        kJ/mole  Hz 
--------------------------------------------------------------------------- 
1         1.00000  6.27510    2.72114  2.19475  3.15773  2.62550  6.57968 
Hartree   E+00     E+02       E+01     E+05     E+05     E+03     E+15 
--------------------------------------------------------------------------- 
1         1.59360  1.00000    4.33641  3.49755  5.03217  4.18400  1.04854 
kcal/mole E-03     E+00       E-02     E+02     E+02     E+00     E+13 
--------------------------------------------------------------------------- 
1         3.67493  2.30605    1.00000  8.06554  1.16045  9.64853  2.41799 
e.v.      E-02     E+01       E+00     E+03     E+04     E+01     E+14 
--------------------------------------------------------------------------- 
1         4.55634  2.85914    1.23984  1.00000  1.43877  1.19627  2.99792 
cm-1      E-06     E-03       E-04     E+00     E+00     E-02     E+10 
--------------------------------------------------------------------------- 
1         3.16683  1.98722    8.61738  6.95039  1.00000  8.31451  2.08367 
K         E-06     E-03       E-05     E-01     E+00     E-03     E+10 
--------------------------------------------------------------------------- 
1         3.80880  2.39006    1.03643  8.35935  1.20272  1.00000  2.50607 
kJ/mole   E-04     E-01       E-02     E+01     E+02     E+00     E+12 
--------------------------------------------------------------------------- 
1         1.51983  9.53708    4.13567  3.33564  4.79922  3.99031  1.00000 
Hz        E-16     E-14       E-15     E-11     E-11     E-13     E+00 
其中，1 kcal = 4.184 J，E 是以 10 为底的指数。 

  
    也就是反应振动的强弱，如果你要根据振动能量做统计分步，那要用统计热力学的方法了。 

 

Molecular frequencies depend on the second derivative of the energy with repect to the nuclear positions. 

 
3.14 在计算结果中,振动频率栏里有一项是力常数,它的实际用途是什么,能用它来算能量分布吗 

     

 力常数就是计算频率的公式里的那个 K，与体系的能量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说的能量分部指的是什么

呢？ 

     

 计算结果中的频率都是代表这个分子的正则振动,有关内容可以看一下群论, 后计算出来的能量同

supi 说的一样是同振动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要进行零点校正的话,就必须加上零点时的振动能作为

整个体系的能量. 

 

我的意思是各种振动所占的比例,比如在 C5H12 分子中,对应于某一频率的可能是几振动的偶合的结果,

我想知道哪一种所占的比例是 大的,也就可以得到对应这种频率的主要振动模式,不知道这种想法是

否正确. 

    
 力常数是指这个振动频率的强弱，你只能说哪几个频率强，哪些频率弱，频率是不可能耦合的。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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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都是独立的。你注意到频率下面的坐标没有？它指的是这个频率振动的方向，我想你可能指的是这

个。 

      

是啊,下面的坐标中包含了各个原子的坐标,我曾算过它们的平方和约为 1,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原子来

说,都会有一定的振动模式,频率不偶合,但振动是可能偶合的,也就是说其中一种振动是占主要地位的,

但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理论依据. 

      

从群论上说，频率振动属于分子的不可约表示的基，也就是它不可能表示为其他振动的耦合，所以

你这样讲不对。 

       

但是如果分子有两个相同的不可约表示，或者说这两个振动模式的对称性相同，那么，从理论上说

应该是可以耦合的吧    

      
说到各种振动所占的比例，大概可以使用统计里的方法，就是说对于具有固定的振动总能量的分子，

认为每一种能量分配方式的几率是一样的，再把能及简并的因素考虑进去，大致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一般在谐振子近似的情况下还比较简单，但若考虑振动的非谐性，就复杂一些了 

 

supi,其实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同时也谢谢各位,频率栏里的 Red.Mass 应该怎么理解呢,是不是整个分子

的,而不考虑某个原子啊. 

 

reduced mass，但不是整个体系的，是这个振动相关的原子的。这个可以在结构书上看到相关的东西。 

 

3.15  对虚频的理解?  

 请大家各自谈谈对虚频产生的理解,即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虚频或是跟电子云分布或是成键情况有

关系?个人总是觉得出现虚频总是对应于体系有不利于成键的因素,因此过渡态的能量会比对应的产

物或反应物高,不知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向虚频方向振动，能量下降 

 
我觉得未必是不利于成键的因素，处于始终态之间的过渡态的能量都高于始终态，所以虚频或许预

示着某种变化的趋势或者方向。比如旧键的断裂和新键的生成，而其振动方向就是反应活性位点在

反应过程中相对运动的总和。 

 
预示着某种变化的趋势或者方向。比如旧键的断裂和新键的生成"是否就说明了体系存在不稳定的因

素呢?因此旧的键才会断裂,新的键才会生成,隐藏在键生成断裂后的本质原因又是什么呢?因为键只

是电子云重叠的表观反应吧.如是要从电子云的角度考虑呢？ 
 
同意 valint 和混沌的观点。  

体系的能量和分子构型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矛盾。在稳定态时， 稳定的构型对应于 低的能量，在过

渡态时，旧的键断，新的键生成，构型的不稳定导致能量的变化出现不确定性。虚频的方向正是指明

了能量随构型变化的可能方向。由于在确定的反应途径上方向只有一个，所以真正的过渡态的虚频一

般也只有一个 

 

虚频是能量和简正坐标的二次导数，关键是与分子的构型有关，与电子云似乎无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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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子云就要观察过渡态时的波函数。其平方就是电子云的数学表达。 

 

我的意思是想从过渡态的波函数来讨论虚频产生的原因,即从化学意义上来讨论体系的不稳定性,而

并非从"能量和坐标的二次导数"来说明. 

 

3.16 过渡态优化中出现 
    错误信息如下: 
 
       Item               value     Threshold  Converged?              
Maximum Force            0.000415     0.000450     YES                  
RMS     Force            0.000253     0.000300     YES                  
Maximum Displacement     0.007616     0.001800     NO                   
RMS     Displacement     0.005035     0.001200     NO                   
Predicted change in Energy=-7.220995D-06                                
Optimization stopped.                                                   
  -- Wrong number of Negative eigenvalues: Desired=  1 Actual=  0      
  -- Flag reset to prevent archiving.                           
   
  负本征值数目不对，我做过渡态优化时也常遇到。我加上了 noeigen，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也还可

以。可是不知道根据是什么，请各位大虾指点。 

 

过渡态的频率应该只有一个负的本征值,但你的计算结果里有 0 个,所以这个构型不是过渡态.所以你应该

调整你的过渡态构型 

  

过渡态优化中默认是要在每一步都检查虚频数，如不等于 1，程序就会自动停止，用 noeigen

命令禁止这项检查，所以计算能够计算下去。 

 
3.17 我算 H——H——F 

     A     B  

  用 lanl2dz 基组优化 

  键长 A＝0.8128  B=1.3357  

然后我在这个基组上加 d极化，用的键长 AB 不变， 

我的 ctrl 行输入 

#mp2/gen pseudo=read  opt=(noeigentest,ts)  nosym freq=noraman pop=full 

结果出现这样的错误： 

后几行 

Full mass-weighted force constant matrix: 

Low frequencies ----1713.4952   -9.1991   -9.1991   -0.0020   -0.0009   -0.0009 

Low frequencies ---  453.6113  453.6113 2708.6434 

Molecule is non-linear but NTrRo=5.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home/lcsong/g98/l716.exe.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11.6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20 Int=    0 D2E=    0 Chk=   11 Sc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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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he reason: "Molecule is non-linear but NTrRo=5.".    

这里 NTrRo 指的是平动和转动自由度之和，程序判断的 NTrRo=5 说明分子应为直线型分子，与“molecule 

is non-linear“冲突。  

 
3.18 谢谢^_^ 

不过我还是有些疑问： 

我初始键长设定使得程序计算后出现 non-linear，但我微调调一下或者改一下 opt 算法就不会了，这是

不是说对于像 F 这样电负性极大的体系的优化，对初始输入特别敏感？ 

而且我后续的价键计算发现 lanl2dz 加 d 极化效果很不好，而后续的 CL，Br，I 效果却很好，说明这

种基组并不适用于含电负性很大的小原子体系。所以老师劝我改用了 D95v，不过这样会不会破坏我

研究整个主族的规律性？我一直想用一种基组研究整个主族，看来作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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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单点能计算（SP Calculation） 

1 简要介绍 

单点能计算是指在给定的构型上计算分子的能量和相关性质（包括电荷密度，偶极距和

分子轨道）。所谓的单点是指这个计算分子势能面上一个点上进行的（势能面对应着该分子

所有可能构型的集合；点对应着其中一个可能的构型）。能量计算结果的正确与否由分子构

型的合理性程度来决定的。所以能量计算也是在优化好的结构上进行的。同频率计算一样，

一般的出错都是由于内存不够或 RWF 文件空间不够引起的。级别越高的算法对内存和 REF

文件空间的要求就越高。 

单点能计算可适用于各种级别的计算。其算法的设置和结果的解释和我们作为示例给出

的模板是类似的。能量计算时量化计算中 基本的一步，如 OPT 计算中 SCF 计算就是一个能

量计算，这其实也是为什么《Explorer Chemistry with Electronic Structure Methods》

中首先介绍能量计算的原因。 

   与频率计算不同，单点能计算可以在一个用低的方法优化的构型上用一个高的方法来算

能量。 

 

2. 能量计算的格式和输出解释 

2.1 能量计算的格式 

chk=pm3      表明检查点文件名字为 pm3（无此项也可计算，只是不保存检查点文件而已） 

%mem=52MW 表明在该计算中指定的内存为 52 MW*8M=496M（1MW=8M），如不限定则使用程序

默认的内存值 48M 

%nproc=1 表明使用了一个处理器，对于单机版来说：此项无用（主要是针对有多个处理

器使用，需要注意高斯程序也分为很多版本，我们使用的是单机版） 

# pm3 路径行。表明在 pm3 水平上进行能量计算（SP 可加也可不加，如无任何工作类型

的限制，高斯默认进行能量计算。如想在其他水平上进行能量计算，用该关键词代换 pm3

即可） 

 

pm3 opt 工作的标题，其有无对计算无影响。只是一个提示以便于以后查询。 

 

0 1 0 表示计算的体系是中性的；1 表示自旋多重度为 1（一般来说等于自旋多重度体系中

的单电子数加一，注意有可能出现体系的电子是偶数但电子分布是单占据的，金属配合物易

出现这种情况） 

C  这部分是分子结构的说明部分，是用内坐标来说明的（也可用直角坐标说明）。B

表示键长（B1 表示与第一个原子成的键，余次类推）；A 表示键角（A1 表示 C 与第一个 C 和

第二个 O 所成的角度）；D 表示二面角（D1 表示 C 与第一个 C，第二个 O 和第三个 C 所成的

二面角） 

O 1 B1 

C 1 B2 2 A1 

C 3 B3 1 A2 2 D1 

C 4 B4 3 A3 1 D2     

 

路径行中常使用的一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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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Reg        显示能量 高的五个占据轨道和能量 低的五个空轨道。用 Pop=FULL 命

令显示所有轨道。   

Units            指定所使用的单位（默认使用原子单位）。 

 

SCF=TIGHT 对波函数使用更严格的收敛标准。通常在默认收敛条件下，波函不收敛时。使

用详细用法参见 exercise 2.6 

 

2.2 输出说明 

输出结果的说明可看前言部分相关介绍。在更高级别的能量计算中，能量部分的输出以

从低到高的部分进行的。 后一个能量值是我们在这个级别上计算所要得到的能量值。 

以下是有关与分子轨道的介绍： 

Molecular Orbital Coefficients 

                      (A)--O    (A)--O    (A)--O    (A)--O    (A)--V 

     EIGENVALUES --    -0.23813  -0.22429  -0.21261  -0.20884  -0.06724 

   1 1   Br 1S          0.00000  -0.00001   0.00001   0.00002   0.00024 

   2        2S         -0.00001   0.00004  -0.00010  -0.00013  -0.00154 

   3        3S          0.00004  -0.00005   0.00012   0.00012   0.00175 

   4        4S         -0.00001  -0.00008   0.00019   0.00033   0.00344 

   5        5S         -0.00062   0.00076  -0.00059   0.00042  -0.00134 

   6        6S          0.00198  -0.00247   0.00107  -0.00188  -0.00827 

   7        7PX         0.00955   0.00094   0.00017  -0.00415   0.00440 

1．程序默认的是不显示这些信息，只有在用了 Pop=Reg 或 Pop=FULL 命令，这些内容才能被

显示出来。所以如果想做轨道分析，就必须加上上面的命令；2。括号里的 A 表示的是轨道

的对称性；3。括号后面的 O 表示的是占据轨道，V 表示的是空轨道。 后一个占据轨道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HOMO轨道，第一个空轨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LUMO轨道[见黑体部分]。

LUMO 轨道的能量为负表示易得到电子，有较强的反应活性，对于亲电反应，反应活性中心

是分子轨道中电荷较大的部分（可参看结构化学书关于前线轨道部分的介绍）；4。

EIGENVALUES 这一行对应的是轨道的能量值，以 HARTREE 为单位。5。在能量值下面给出的

是分子轨道中每个原子的各个原子轨道对分子轨道所做的贡献（因为分子轨道是原子轨道线

性耦合成的），大小可有数值看出，数值越大，该原子轨道对分子轨道所做的贡献就越大。

由此可看出分子轨道的主要成分。 

除了可以得到轨道信息外，还可以得到分子的能量，电荷分布和偶极矩（关于输出解释参见

前言） 

 

在单点能计算中，除了可以获得以上信息外，还可以通过添加 NMR 关键词计算分子的核

磁性质 

#T RHF/6-31G(d) NMR Test     #T 表示以程序默认的简洁方式输出 NMR 表示计算核磁 

 

Methane NMR @ B3LYP/6-31G(d) Geometry  关于任务的解释，可有可无 

 

0,1 

C 

H,1,R 

H,1,R,2,109.4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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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R,2,109.471221,3,120.,0 

H,1,R,2,109.471221,3,-120.,0 

     Variables: 

R=1.09349799 

Variables:表示下面的量是变量。有时为进行部分优化或 SCAN 计算，可用 constant （格

式类同 Variables），在它下面的量全为常量，在计算过程中这些值不变。 

输出中出现 GIAO 部分的内容既是我们所要算的核磁性质（按原子顺序给出） 

Isotropic 后的值就是该原子的核磁数据。（可以用 Gview 显示计算的结果） 

GIAO Magnetic shielding tensor (ppm) 

1 C Isotropic = 199.0522 Anisotropy = 0.0000 

实验的核磁数据是在 TMS 作基准的基础上得到的。因此计算结果要与实验值作比较的话，也

必须要计算 TMS 的核磁数据。要算出分子的核磁数据和 TMS 的核磁数据的差值，这个值和实

验值才具有可比性。单位是 ppm 

 

3. 高斯中自带的练习 

Exercise 2.1 文件 2_01 丙烷的单点能 

练习要点：寻找分子的标准坐标，寻找单点能，偶极矩的方向和大小，电荷分布 

Exercise 2.2 文件 2_02a (RR)，2_02b (SS)，2_02c (RS) 1，2-二氯-1，2-二氟乙烷的能

量 

练习要点：比较该化合物三个旋光异构体的能量和偶极矩差异 

Exercise 2.3 文件 2_03 丙酮和甲醛的比较 

练习要点：比较甲基取代氢原子后带来的影响，说明能量比较必须在有同样的原子种类和数

量的情况下进行 

Exercise 2.4 文件 2_04 乙烯和甲醛的分子轨道 

练习要点：寻找 HOMO 和 LUMO 能级，并分析能级的组成情况 

在分析分子轨道时要注意：HOMO 中相邻 C 的 PX 的系数符号相同，所以在它们间形成的是成

键Л轨道，而在 LUMO 中相邻 C 的 PX 的系数符号相反，所以在它们间形成的是反键Л轨道。 

Exercise 2.5 文件 2_05a，2_05b，2_05c 烷，烯，炔的核磁共振比较 

碳的核磁数据与其所处的具体化学环境关系很大，在观察输出结果时要注意这一点 

Exercise 2.6 文件 2_06 C60 的单点能 

在高斯计算中，出错是很常见的事，象下面的出错信息可通过 SCF=Tight 来解决。 

‘Convergence failure—run terminated’ 

这个错误表示薛定谔方程自洽失败，方程不能收敛。用 SCF=Tight 提高收敛标准，在某些时

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还不能解决问题，就要尝试调整分子构型（因为分子构型对应着薛

定谔方程，构型不合理，方程不合理，也就无法得出合理解。技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 

Exercise 文件 2_07 计算大小的 CPU 资源比较 

本练习比较不同基组函数数量，SCF 方法对 CPU 时间，资源的占用情况。 

比较传统 SCF 方法(SCF=Convern)，直接 SCF 方法(Gaussian 默认方法) 

  

 传统 SCF 直接 SCF     

基组函数数量 int 文件大小(MB) CPU 时间 CPU 时间     

23 2 8.6 12.8     

42 4 11.9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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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6 23.2 38.8     

80 42 48.7 72.1     

99 92 95.4 122.5     

118 174 163.4 186.8     

137 290 354.5 268.0     

156 437 526.5 375.0     

175 620 740.2 488.0     

194 832 1028.4 622.1   

很显然，基函数数量对资源占用和 CPU 时间都有很大影响，基函数越多，资源占用越大，CPU

时间越长。理论上来讲，认为 CPU 时间和基函数数量的四次方成正比，但实际上没有这么高，

在本例中，基本上和基函数数量的 2.5 次方成正比。 

一般的讲，直接 SCF 方法的效率要比传统 SCF 方法（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的数据交换在程

序和内存间进行，而后者的数据交换在程序和硬盘间进行。当内存不够用时，直接 SCF 方法

会自动转化为传统 SCF 方法）要好（当基函超过 120 时），在本例中，当基函数数量比较大

时，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所研究体系的基函数量来大致估计所需的计算时间。

450 个基函，机子配置为主频 2.4G 内存 500 兆（总共 256+512，为高斯运算设定的内存是

500 兆），优化和频率计算约 6 天左右。 

练习 2.8 文件 2_08a (O2)，2_08b (O3) SCF 稳定性计算 

SCF 稳定性分析原理：分子结构对应波函，波函的本征值是能量；如在 SCF 方程的解中还有

对应能量更低的波函，则表明这个波函是不稳定的（也就表明分子本身是不稳定的，这样的

分子在自然情况下不可能大量存在，也就不具有代表性），这样在这个波函基础上所进行的

任何有关分子性质的计算都是无效的。对于未知的体系，SCF 稳定性是必须要做的。用 DFT

方法做的计算也需要做 SCF 稳定性分析。SCF 稳定性分析通过能量计算和比较寻找是否存在

比当前状态能量更低的分子状态。关键词有：Stable。程序在默认情况下通过放松对分子的

限制（如由闭壳层改为开壳层及改变轨道对称性等）来计算这些状态下的能量，看能否能找

到一个更低的能量。 

Stable=OPT 这一选项设定，当发现不稳定的时候，对新的状态进行优化。这种做法一般是

不推荐的，因为所得到的新的状态的几何形太接近原来的几何构形。Stable 优化与下一章

构型优化的区别：Stable 优化的是波函，它确保所找的波函是波函空间的 小值。而构型

优化找的是势能面（在分子不解体情况下所有可能构型所对应的能量组成的面）上的 小值。

这二者具体的区别我不是很清楚，但在简并态情况下，不同的波函可以对应同一本征值。 

本例中首先计算闭壳层的单重态的氧分子。很显然，闭壳层单重态的氧分子不应该是稳定的。

在输出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句子： 

The wavefuction has an RHF --> UHF instability。 

这表明存在一个 UHF 的状态，其能量要比当前状态低。出现这种情况时一般有以下这几种可

能：1.在单重态情况下能量 低的状态不是闭壳层的；2. 还存在有更低能量的三重态；3.

所计算的状态不是能量 低点，可能是过渡态。 

对氧分子在三重态情况下重新计算，也进行稳定性验证，可以看到如下的句子 

The wavefunction is stable under the perturbations considered。 

对臭氧分子稳定性的测试。臭氧分子是单重态的，但有不一般的电子结构。采用 RHF 

Stable=Opt 可以发现一个 RHF-->UHF 的不稳定性，在所得到的 UHF 状态下进行稳定性检验，

采用 UHF Stable=Opt，发现体系仍然不稳定。 

The wavefunction has an inernal instability 

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优化，体系又回到了 RHF 的状态。这时，就需要在进行 SCF 前的构性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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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电子状态猜测上进行改动，使用 Guess=Mix，在初始猜测中混合 HOMO 和 LUMO 轨道，从而

消除空间对称性，然后进行的 UHF Guess=Mix Stable 表明得到了稳定的结构。确定电子状

态还可以采用 Guess=Alter 详见 Gaussian User's Reference 

后需要强调：HF 方法用小基组找到波函不稳定的可能性大的多，因为有时可能是自旋污

染的结果，忽略电子相关也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同样的分子用大基组，DFT 或考虑

电子相关效应的 MP 方法也许就不会出现波函不稳定的情况。但是对于未知分子，即使是在

用了以上那些方法时，SCF 稳定性分析还是很有必要的。 

 

4 论坛上与能量计算相关的讨论 
 
4.1 一个很菜的问题，但我不懂  

发信人: nkyx (nkyx),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一个很菜的问题，但我不懂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10 09:52:35 2002)  
我想知道某个原子占 HOMO 或 LUMO 的密度，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原子的所有轨道的系

数平方和  
除以 HOMO 的所有系数平方和。但我发现 HOMO 的系数平方和不等于 1。请高手指点。

谢谢！  
Re: 一个很菜的问题，但我不懂  
发信人: landau (waw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一个很菜的问题，但我不懂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10 13:17:03 2002)  
由于 gaussian 基是非正交基组，所以系数平方和不为 1， 其实要看某原子轨道在 HOMO
中所占的比例 只要看他的系数就大体上知道了 – 

 
4.2 弱作用力的计算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弱作用力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17 14:46:59 2002)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的计算是 近比较热的一个方向。包含 H 键的作用,π 键的作用， 离子与芳香体系

的作用等。在生物体内，和游离态的分子不同，弱的相互作用显的十分重要， 通过这种相互的作用，

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基元体系，可以将分子结合成为超分子。 由于体系的大小不一，所以计算

时选择的方法就不同。虽然分子力学在计算比较大的体系时取得了成功。  

但是，要想精确的得到分子的电子结构方面的性质，必须进行必要的量子化学计算。一 般的步骤可

以分为几个部分。  

1 计算方法的选择，ab initio 方法和 DFT 方法。其中，有考虑 correlation 的方法和 HFscf 方法等。  

对于精度要求高的，必须要考虑相关效应。再加上基函数迭加误差(basissetsuperposiionerror,BSSE)和

大小一致性误差 (size-consistencyerror，SCE)， 近 DFT 方法由于节省计算机时，所以比较多被使用。  

2 模型的构造，这一部分是很关键的，模型选择要有代表性， 好能反映全部的结构情况， 当然是指

极端的情况。例如：NH4＋与 Ph 的作用，可以用 4 中构型来代替，即 NH4＋中的 H 指向苯环的个数

和位置， 其中 2 个 H 指向时共有 2 中不同的结构。而且，在选择模型时，主要考虑两种体系间的距

离 大小等，这个很关键。  

3 模型的优化。将设计的构型在一定基组和方法上进行优化。这是一个苦差事，因为很多东西不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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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这就需要处理， 而且 Gaussian 在寻找 低点时有时不容易找到。  

4 将优化好的构型进行频率的计算处理。 计算结束会给出频率的数值，还有体系各个分子的热能

Etherm 和熵值 S。  

按照下面的简单公式可以求得体系的热力学参数：内能的变化 ∆Einter,焓变 ∆H，  

熵变 ∆S 和自由能变化 ∆G。这些常数一般用来解释体系作用的类型等。  

A＋B――－A…B（复合物）  

∆Einter＝Einter（复合物）－Einter（A）－Einter（B）；  

∆Etherm=。。。。  

∆S＝。。。。  

∆H=∆Einter+∆Etherm+∆(PV),  

∆G=∆H－T∆S  

5．在求频率计算时，还可以进行电子结构的计算，  

主要是静电势，HOMO 和 LUMO 等分子轨道，电荷的分布， 通过分析体系的电子结构，可以得出许

多重要的信息。同时，还应当对分子的结构进行分析，键长，键角等。  

6．热力学参数的分析，对于得到的热力学常数，可以决定体系的作用类型等。  

而且选择时 好是找有实验结果的东西，当然，实验上的争论越大越好。显的你的计算  

有意义，哈哈。 实际上，这些东西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关键在分析，仁者见仁。 

     Re: 弱作用力的计算  

发信人: nkyx (nkyx),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弱作用力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17 17:22:37 2002)  

好象国内上海药物所蒋华良研究组就是做这一方向的 

 
4.3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人: brucewu (bruc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16:38:02 2002)  

比如氢键等分子间作用如何用 gaussian 计算, 在构造分子过程中怎么表示呀? 计算中应该注意什么? 

    Re: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人: xzhgok (x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18:37:55 2002)  

氢键方面的话，可以用一个较长的键来表示如 2。0 埃，键长键角，自己作相应的调整。电荷为 0，多

重度为 1。我曾计算过乙醇分子间的氢键，键长计算为 1.8 多埃，与实验值非常接近。 

     Re: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人: nighter (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22:45:57 2002)  

  Gaussian 不是可以自动拟合吗？采用分子 佳空间构型， 输入的原子位子坐标可以随便选取吧，只要

大致对就可以了， 我一直这样干的。 精确的键长会在输出文件中显示的。 

  Re: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人: gauss98 (高司),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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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22:10:17 2002)  

哎呀，大牛！  

偶今天算一个 H2O...H2O  

结果右边的那个水的氢跑了(O-H 约为 5 埃了，结构达不到收敛）！死活算不出“合理”的结构！  

能帮我诊断一下么？  thanks a lot !!! 我的输入文件是：  

%chk=H4O2_opt  

#p hf/6-31g**  opt(Maxcycle=400) SCF=tight  

 water2  

 0 1  

   O1  

   H2 O1   .943  

   H3 O1   .943    H2  106.  

   H4 O1   2.0     H2  110.  H3 -120.  

   O5 H4   .943    O1  180.  H2 0.  

   H6 O5   .943    H4  106.  H3 120.  

 Re: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22:42:32 2002)  

比较小的分子，可以考虑先用 hf/sto-3g 试验一下，看那一种构型较接近， 如果不行，在考虑用 Mp2/6

－31g*计算，你的方法即使计算收敛，也不行的。 没有考虑相关能的影响。构型要经常调整一下。 

  Re: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人: bolong (longlong),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非键作用如何在 Gaussian 中表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Jan 16 06:09:43 2002)  

常见分子之间的氢键相互作用可以用 Chemical Office 中的半经验方法先做一些初步的计算。 得到一个

大体的构型，在利用 Gaussian 做具体的计算。 （H2O）2 之间的氢键参数可以参考  

Andrew R. Leach   Molecular Modelling: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1996  

P126, Fig 2.26 

 
4.4 CCSD(T)的问题？  

发信人: cluster (并行计算),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CCSD(T)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Feb 28 09:48:01 2002)  

输入文件 13 个 N  

%chk=n13a1  

%mem=512Mb  

%rwf=1,2gb,2,2gb,3,2gb,4,2gb,-1  

%nosave  

#ccsd(t)/6-31g* test  

算了 4 个小时 Link Died  

输出文件是  

 Spin components of T(2) and E(2):  

     alpha-alpha T2 =       0.9446262428D-01 E2=     -0.2826126118D+00  



 245

     alpha-beta  T2 =       0.4554465643D+00 E2=     -0.1404372050D+01  

     beta-beta   T2 =       0.8921226140D-01 E2=     -0.2677052047D+00  

 ANorm=    0.1280281785D+01  

 E2=       -0.1954689867D+01 EUMP2=       -0.70936075818186D+03  

 (S**2,0)=  0.22142D+01           (S**2,1)=  0.19265D+01  

 E(PUHF)=      -0.70755514094D+03        E(PMP2)=      -0.70950384824D+03  

 Iterations=  50 Convergence= 0.100D-06  

 Iteration Nr.   1  

 **********************  

 readwa-lseekm  

这个是不是说明硬盘不够？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Re: CCSD(T)的问题？  

发信人: Denny (Denn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CCSD(T)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r  1 22:01:21 2002)  

老兄，13 个 N 用 6-31G*，恐怕是内存的问题计算 ccsd(T) 

 
4.5 why the energy is the same?  

发信人: nighter (虫虫~等 off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why the energy is the sam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r  6 09:20:29 2002)  

我使用下列三种关键字,为什么 Gaussian 98 输出的能量结果完全相同? 依我 初的想法,希望能量分别是

考虑和不考虑电子关联效应的,数值上应该有些差异.  

 # MP4/6-31G(d) SCF=Tight Pop=Full GFInput  

 # QCISD/6-31G(d) SCF=Tight Pop=Full GFInput  

 # HF/6-31G(d) SCF=Tight Pop=Full GFInput 

      Re: why the energy is the same?  

发信人: Denny (Denn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why the energy is the sam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r  6 10:16:28 2002)  

ft，你看错能量了吧？别看 scf()里的值 

    Re: why the energy is the same?  

发信人: nighter (虫虫~等 off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why the energy is the sam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r  7 09:31:16 2002)  

是呀，我看的是各壳层的 EIGENVALUES，也是完全相同 

    Re: why the energy is the same?  

发信人: dreamroma (梦回罗马),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why the energy is the sam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r  7 10:13:02 2002)  

各个壳层的 EIGENVALUES 本来就是 HF 的结果，肯定是相同的。其他更高阶的方法是在此基础上用

微扰或考虑电子关联，得出的总能量会发生变化，但是不会影响原来 HF 得出的 EIGENVALUES。除

非你用高阶方法重新优化，才可能有不同的轨道能。 

     Re: why the energy is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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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nighter (虫虫~等 off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why the energy is the same?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r  7 11:02:47 2002)  

那么如果我想得到 CI 波函数（即考虑了电子关联的）怎么办？我用 Gaussian98 输出的只有 SCF 波函

数 

 
4.6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Aug 30 17:16:03 2002)  

在 G98 中用 MP2/6-311+G**计算时，提示以下错误：  

Erroneous write during file extend. write 98303 instead of 4096  

Probably out of disk space.  

我曾使用：maxdisk=6GB，还是提示一样的错误。 请教解决办法！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人: qc (小迷糊),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Sep  1 20:19:50 2002)  

如果你用的是 WINDOWS 版本的 GAUSSIAN 98，可能原因是计算时的 Sratch 文件超过了 4G。而

windows 不能管理超过 4G 的文件。换成 LINUX 版本试试。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人: yxqiu (杨宇),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3 08:56:24 2002)  

由于受到操作系统和 CPU32 位的限制，不论是 windows 还是 Linux，对所能管理的文件大小的限制

均为 2G。在这种情况下，检查一下 Gaussian 读写文件.rwf 的大小，如果发现文件为 2G，则说明计

算终止是由于.rwf 文件所致。你可以在输入文件中将 rwf 文件分割： %rwf=1,1990MB,2,19990MB,....  

在这种情况下，文件 1.rwf，2.rwf，...会写在 Stratch 目录（Windows）或当前目录（Linux）。你也可

以明确说明 rwf 文件的存放路径。因此你要给相应的目录留出足够的空间。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人: yxqiu (杨宇),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3 08:58:19 2002)  

写错了，应该是：%rwf=1,1990MB,2,1990MB,....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20 18:22:46 2002)  

可以直接用 GB 来表示，每一个 4G 就可以了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人: yxqiu (杨宇),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20 18:40:28 2002)  

呵呵，有意思。 你用这种方法试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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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wf 文件可以写到 4 个 G?  

2. 我为什么不写成 rwf＝1，2GB,... 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所说明的写法成功过，希望你能再次确认；如果你的写法没有试过，请试试看。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人: yxqiu (杨宇),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20 21:49:54 2002)  

: : 2. 我为什么不写成 rwf＝1，2GB,... 是有道理的!  

: ~~~~~~~~~~~~~~~~~~~~~~~~~~~~~~我一般是这样写的.  

  我曾经这样写过一次，但 Gaussian 在将第一个文件写满 2G 后，无法继续写第二个文件， 程序就

死掉了，具体原因不明。因为进行一次类似的实验很花时间，以后就再也没有做过  

  按照我前文说得方法，可以写 6 个文件，总量大约 12G，一般来说足够了。即使你可以提供足够的

空间，恐怕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她。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人: kkkil (大鹏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MP2 计算 out of disk space 问题的解决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20 23:24:34 2002)  

我这儿有 Gaussian 公司技术人员的一段来信：  

The practical limit on individual files is less than 2GB and I recommend 

245MW for most purposes.  There is some overhead for the file system and  

using 2GB has failed from time to time.  Values between 245MW and 256MW  

generally work but I have seen failures where moving down to 245MW worked.  

好象在写 RWF 文件时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太过接近 2G 就可能出错。还是用 245MW 作上限好 

 

4.7  mp2 问题？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mp2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 21:08:02 2002)  

在 RedHat Linux 系统下使用 Gaussian98 mp2 计算时出现如下问题，好像是磁盘空间问题， 请问系

统如何设置？512Mb 内存，硬盘 60Gb.  

输入：  

%Mem=256Mb  

#P MP2=GEN Pseudo=Read Pop=Full Polar MaxDisk=14gb  

输出：  

Leave Link 1002 at Mon Sep 30 14:29:36 2002, MaxMem=   33554432 cpu:    1259.0  

 (Enter C:\G98W\l811.exe)  

 Form MO integral derivatives with frozen-active canonical formalism.  

 MOERI=1 MOERIx=0.  

 MDV=    33554432.  

 Discarding MO integrals.  

 MO basis two electron integral derivatives will not be stored on disk.  

 IAlg= 3 DoFC=T DoPWx=T Debug=F.  

 Frozen-core window:  NFC=  56 NFV= 128.  

             Reordered first order wavefunction length =    1254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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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sed=     82981642 WInt=        937984 WEnd=      80950784  

 Dk804=    137998080 Dk1111=           0 Dk1112=   476720640  

 MaxDsk=  1879048192 LAFull=   125452800 LimDsk=  1879048192  

 NUsed= 1540439306 1236857546  894362506  879608426 -113432233  656196426  

 In DefCFB: NBatch=  1, ICI= 60, ICA=132, LFMax= 30  

             Large arrays: LIAPS=   307169280, LIARS=    38396160 words.  

Erroneous write during file extend. write 212991 instead of 4096   

Probably out of disk space. 

        Re: mp2 问题？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mp2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 21:40:41 2002)  

看来是你的临时文件超过了 2G 的问题。处理方发可以把临时文件分成几个文件：  

例如：  

%rwf=temp1.rwf,2000MB,temp2.rwf,2000MB,temp3.rwf,2000MB  

设到够用为止 

      Re: mp2 问题？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mp2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2 08:08:27 2002)  

出现新问题，提交任务后如下提示：  

PGFIO-F-231/formatted read/internal file error on data conversion. 

In source file intkmc.f, at line number 36  

 

Re: mp2 问题？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mp2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2 10:41:45 2002)  

你可以试试这样：  

 %rwf=a,2000mb,b,2000mb,c,2000mb 类推，好像不能换行。  

      Re: mp2 问题？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mp2 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3 08:44:57 2002)  

还是有问题。  

输入：  

%chk=Au2  

%Mem=384Mb  

%rwf=a,2GB,b,2GB,c,2GB  

 

结果出现如下提示：  

Erroneous write during file extend. write 212991 instead of 4096  

Probably out of disk space.  

Write error in NtrExt1: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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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文件:  

...........  

 Inv2:  IOpt= 1 Iter= 1 AM= 4.78D-16 Conv= 1.00D-12.  

 Inverted reduced A of dimension  33 with in-core refinement.  

 Saving first derivative matrices.  

 Leave Link 1002 at Wed Oct  2 21:15:12 2002, MaxMem=   50331648 cpu:    12457  

 (Enter /home/gaussian/g98/l811.exe)  

 Form MO integral derivatives with frozen-active canonical formalism.  

 MOERI=1 MOERIx=0.  

 MDV=    50331648.  

 Discarding MO integrals.  

 MO basis two electron integral derivatives will not be stored on disk.  

 IAlg= 3 DoFC=T DoPWx=T Debug=F.  

 Frozen-core window:  NFC=  56 NFV= 128.  

             Reordered first order wavefunction length =    125452800  

 In DefCFB: NBatch=  1, ICI= 60, ICA=132, LFMax= 33  

             Large arrays: LIAPS=   307169280, LIARS=    38396160 words.  

Erroneous write during file extend. write 212991 instead of 4096  

Probably out of disk space.  

 

ls -l   

 

-rw-r--r--    1 root     root     2147483647 10 月  2 21:15 a.rwf  

-rw-r--r--    1 root     root       757760 10 月  2 21:15 Au.chk  

-rw-r--r--    1 root     root        47095 10 月  2 21:15 Au.out  

-rwxr-xr-x    1 root     root         1884 10 月  2 17:28 Au.txt  

-rw-r--r--    1 root     root            0 10 月  2 16:41 b.rwf  

-rw-r--r--    1 root     root            0 10 月  2 16:41 c.rwf  

-rw-r--r--    1 root     root            0 10 月  2 17:28 Gau-1625.d2e  

-rw-r--r--    1 root     root            0 10 月  2 17:28 Gau-1625.int  

-rw-r--r--    1 root     root       524288 10 月  2 21:15 Gau-1625.scr  

 

好像还是没有真正的分配给其他 rwf 文件.  

请指点!谢谢!  

     Continue increase the number of RWF file. 

 

4.8 请问  

发信人: nadine (nadin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Oct 13 22:31:44 2002)  

在文献上看到用 MP2（Full)/6-31G(d), 其中 Full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指 Pop=full?  

Re: 请问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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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请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Oct 14 08:07:43 2002)  

是 pop=full 的意思。 MP2(full)中的 full 是全部电子都进行相关能的计算。相应的 MP2(FC)则内层的  

不进行。     

 

4.9 各位大虾，SCRF 的问题  

发信人: shalene (aa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各位大虾，SCRF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10 22:20:07 2002)  

近日本菜鸟遇到一个没法解决的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 一化合物 30 原子，PCM 优化通过，但算其二

聚体时总是无法完成。 错误表现为 RMS 收敛已达到预定值时仍继续收敛（结果文件里能看到）  

然后就中断计算。 让我好郁闷！！！ gaussian98A6A7 均这样 
   Re: 各位大虾，SCRF 的问题  

发信人: fog (花斑虎),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各位大虾，SCRF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1 08:51:17 2002)  

这个好象有两项判据吧，都达到才算收敛。 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处理方法：  

1，修改收敛标准，一般 opt 默认都是 tight ,即收到 10E-8,可以修改稍高一点。  

2，在输入中加入 iop(5/13=1)，即便 scf 不收敛仍然会进行下一步优化。  

这两种方法也可以结和在一起使用，但是使用时要比较小心，有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果。   

   Re: 各位大虾，SCRF 的问题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各位大虾，SCRF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1 16:09:47 2002)  

scrf 的计算非常难与收敛，我在计算的时候碰到好多。你可以参考 Dave Young 的 computat ional chemistry

化学一书。  

 

4.10 怎么办？  

发信人: oldelf (oldelf),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怎么办？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Oct 16 10:33:04 2002)  

Leave Link  801 at Tue Oct 15 20:51:26 2002, MaxMem=    6291456 cpu:       0.0  

 (Enter D:\G98W\l804.exe)  

 Closed-shell transformation, MDV=     6291456 ITran=4 ISComp=2.  

 Semi-Direct transformation.  

 ModeAB=           2 MOrb=            21 LenV=       5642720  

 LASXX=     56451255 LTotXX=    56451255 LenRXX=    56451255  

 LTotAB=    57383991 MaxLAS=    72976680 LenRXY=    72976680  

 NonZer=   112902510 LenScr=   174996485 LnRSAI=           0  

 LnScr1=           0 MaxDsk=          -1 Total=    304424420  

 SrtSym=           F ITran=            4  

 JobTyp=0 Pass  1:  I=   1 to  21.  

 Complete sort for first half transformation.  

 First half transformation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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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 second half transformation for I=  10.  

 writwa  

我用 mp4 做单点能，硬盘上还有 50G 的空间，竟然说写不下。我做的分子基函数为 188。  

    

方法 1 再做 MP4 sp  

方法 2 切割 rwf file.    

 

4.11 何处理未能达到收敛的问题  

发信人: tofly (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如何处理未能达到收敛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5 11:30:33 2002)  

小弟 近作了个运算。可惜 7 个 cpu Hour 之后  

Gaussian 提示 convergence failure--run termineted  

请问应该怎样才可以降低收敛标准来使计算正常完成阿？ 多谢了  

我的任务很简单的 #p hf/3-21g field=z=800 

    Re: 如何处理未能达到收敛的问题  

发信人: matrice (matrix isolatio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处理未能达到收敛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5 12:32:47 2002)  

scf(conver=N) or IOP(1/8=10) 

     方法有三：  

   第一如前一位所答，改变收敛精度。  

   第二在为收敛的基础之上，继续进行，此时用 chkbasis geom=allcheck guess=read 关键词，或只用结

构不用其波函数。  

  第三重做。 

      Re: 如何处理未能达到收敛的问题  

发信人: tofly (飞),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处理未能达到收敛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5 16:46:16 2002)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 scf(conver=N)中的 N 是什么意思？ IOP 我在帮助文件里面找到的有意义消息也

不多 可以解释一下(1/8=10)是什么意思吗？  

还有怎样才可以控制收敛的精确度？ 感激不尽！ 

  

4.12  关于分子能量的问题。  

发信人: supi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关于分子能量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29 10:17:42 2002), 转信  

做完分子 opt 后给出分子能量，是不是等于各个分子轨道能量的加和？ 
 Re: 关于分子能量的问题。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分子能量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29 15:05:18 2002), 站内信件  

【 在 eric (格格巫~~~日以继夜的想你~~~飞猫刷刷) 的大作中提到: 】  

: + nuclear repulsio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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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样的。 一个体系的计算所得的能量，也是我们常用的能量为电子的总能量。其数值不是简单

的轨道能量本征值的加和，但轨道能量是一部分。而是要减去电子的排斥能，由于在计算每个电子

的轨道能量时都考虑到其他的电子的排斥作用，在全部电子轨道能量之和中，每对电子的排斥都计

算了两次。实际上一个体系的能量等于其核与核，核与电子，电子与电子之间各项能量之和。 

 

4.13 Re: 关于高斯输出文件的一个小问题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关于高斯输出文件的一个小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29 08:08:28 2002), 站内信件  

【 在 tofly (飞) 的大作中提到: 】  

: 1。输出文件中的布局分析部分的如下部分  

: **********************************************************************  

:             Population analysis using the SCF density  

: **********************************************************************  

:  Alpha  occ. eigenvalues --  -11.16699 -11.16595 -11.15000 -11.14969  -4.24578  

:  Alpha  occ. eigenvalues --   -4.24498  -4.22964  -4.22747  -4.21636  -4.21554  

:  Alpha  occ. eigenvalues --   -4.19421  -4.19416  -2.74757  -2.74682  -2.74673  

: 这些部分是什么意思？？  

: Occupied ? ?  

这是计算得到的轨道能量本征值，无穷远为零，所以都是负值，occ 表是占据轨道，  

virt 表示空轨道。  

 

2.          Condensed to atoms (all electrons):  

              1          2          3          4          5          6  

  1  Ag  18.341637   0.089800   0.090546   0.093366   0.324853  -0.040521  

  2  Ag   0.089800  18.476235   0.173162   0.154803   0.006593  -0.002418  

  3  Ag   0.090546   0.173162  18.405787   0.172420   0.005950  -0.002398  

          7          8          9         10         11         12  

  1  Ag  -0.012663  -0.004826  -0.000079  -0.000070  -0.000067  -0.004186  

  2  Ag  -0.000250   0.000021   0.000016  -0.000015   0.000008  -0.000078  

  3  Ag  -0.000264   0.000015   0.000009  -0.000004   0.000011  -0.000067  

这一部分是对什么东西进行的分析？？  

这是 mulliken 布居分析，表示原子上的电子数和原子间的电子数，也即表示了它们之间的  

重叠程度。  

 

3。  

Total atomic charges:  

              1  

  1  Ag   0.122213  

  2  Ag   0.102125  

  3  Ag   0.154832  

  4  Ag   0.017328  

这一部分应该是电荷密度吧？ 数值正与负是不是表示电贺数量的多与少?这部分是电荷，正与负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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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正负电荷。 

 

4.14 Gaussian 默认的单点能收敛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 默认的单点能收敛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Dec 20 20:32:25 2002), 站内  

 

Gaussian 中 HF，B3lyp 在计算能量时默认的收敛标准为 10－6，但 Mp2 为  

10－8，当优化结构时 B3lyp 和 HF 为 10－8，真 TMD 

 

4.15 想分析分子的轨道，用关键词：POP=（full，bonding）。再看输出文件时，发现 the sum of mulliken charge 

等于 27.8。这意味着什么？计算结果不合理还是 mulliken 方法不合理？此外还有一项 APT 电荷分析：

the sum of APT charge ，这一项是等于零的：the sum of APT charge =0。APT 指的是什么？实在不明白

这个电荷分析的结果是什么意思？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在还未算完，我是从输出文件中看到的这个结

果。 

    Mulliken 肯定不对，但是没看到前面，不知道那里出错了。  

APT 是 Atomic Polar Tensor 的所写。因为可以从每个原子的极化张量得到一套原子电荷，这套电荷

就称 APT charges。  

参考文献： 

W. B. Person, J. H. Newton, JCP, 1974, 61, 1040.  

4.16 scf 不收敛 
      都迭代了 1000cycles 了，还是不收敛，算的是有机较小的分子，怎么办？ 

      

 试试 scf=qc 

       

有机小分子收敛应该是相对容易的,盲目的增大 SCF循环次数是没有必要的,一般如果二百次内没有收

敛就不单纯的是循环次数的问题.我觉得不收敛的原因可能是你分子构型有问题,可能你的输入构型

和真实的相差太远.可以先尝试改变一下构型. 

     scf(maxcyc=****) 

       

出现振荡除了与你的输入构型有关以外，还与你的 opt 或 scf 参数的设置有关，至于你选择的算法和

基组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没碰到过，不好说 

       

opt 不收敛，是不是和初始构型有关啊？可以用 b3lyp 优化好的构型做初始值让 mp2 优化。 

 

不过好像一般认为 b3lyp 的优化构型是 准的吧？ 

       

优化是对构型作改变,收敛不收敛是自洽场的过程有没有达到预定的标准,微扰是在自洽场的结果上

作能量校正,并不能优化.不过听 jdz 说新版本 g03 有此功能,不知道是否? 

       

优化过程中能量和构型是紧密相关的，能量有所改变，分子的几何构型也会相应微调，所以 MP2 也

是可以做优化的，jdz 上次说的是 mp2 在 PCM 中无法优化，你没有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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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对于几何优化 scf 如不收敛，听我的师兄说有以下几种对策： 

1、调整你 初设想的构型； 

2、调整键长、键角。其中键长对体系能量的影响是主要因素； 

3、降低收敛限； 

4、调整对称性。 

 

4.18 都说 MP2 是研究弱作用的 好方法，这种弱作用一般是指分子内部的弱作用吧，如内氢键等。要研究

两个分子间的弱作用，比如范德华力用什么比较好？介绍说 DFT 也包括有电子相关能的计算，为什

么说用它来研究弱作用得不到好的结果呢？我用 DFT 作过两个分子间的作用，与实验结果吻合的比

较好。但听大家这样一说，心里好象有没了底一样。 

     说说我的看法，不一定对： 密度泛函是用电子密度取代电子作为波函数的函数，从本质上看，这是

一种电子高度离域的模型方法，而氢键是在电负性高的原子和几乎是裸露的 H 原子之间的静电作用，

电子分部高度的不均 ，这样的话密度泛函给出的结果就有些勉强了 
 

4.19 什么时候应该考虑电子动态相关能？   

有个高人给我说“电子相关能=电子的动态相关+电子的非动态相关，其中分子体系的非动态相关能受

环境的影响较大，但一般体系中能量接近的组态不会太多，因此非动态相关比较容易处理。。。“  

我还不是很明白，在我们平时用 HF 的一些方法来处理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怎么没有考虑电子相

关能也十分的精确啊（大部分情况下）  

问题 1。 什么时候该考虑电子相关能？什么时候不用考虑？ 问题 2。DFT 怎么样？精度如何，是否可

以用来处理自由基（激发太）？  

    1.电子相关能不是什么时候考虑的问题，而是要尽可能的考虑，因为相关能考虑的越好，能量就计算

的越准确。 

2.DFT 比起 HF 方法来讲，在能量的计算上更准确些，因为 HF 方法完全忽视了电子的库仑相关，而 DFT

则考虑更周详一些。 

   “我们平时用 HF 的一些方法”你的一些方法是指什么方法啊？“怎么没有考虑电子相关能也十分

的精确啊”，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呵呵，我想要问的事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用 HF 的时候就没有考虑相关能，不是一样可以算的很好吗？说

句实话，从我第一次看到 CASSCF，CI 等相关的名称到现在还不到 2周。以前我联系用的就只有 HF，或

者的 DFT（B3LYP），MPn。  

高人说如果想在 G98 算自由基础，就得用 CAS，所以我开始注意它 

“为什么我们平时用 HF 的时候就没有考虑相关能”，这是方法本身的问题，在 HF 的框架下，理论上很好

地考虑了电子的费米相关作用，也就是自旋平行电子的作用，但是完全忽视了电子的库仑相关作用，

反平行电子的相互作用。因此导致了计算能量不够准确，如果我们要考虑的话就要选择合适其它的方

法。“不是一样可以算的很好吗”，如果只是一般的能量计算也许是够了，可是 HF 的误差跟化学键的

键能是一个级别，因此在处理一些反应化学问题的时候导致 HF 完全失败，不能说很好。 

   “如果想在 G98 算自由基，就得用 CAS”CASSCF 是在 HF 基础上更高水平的一种方法，要求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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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基础，我也不会用，这点惭愧地很。  

  

4.20 自旋污染一般如何解决？ 

用 RO－DFT 计算可以避免自旋污染，但是有时会 The wavefunction has an RHF -> UHF instability. 

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小自选污染？ 
   
    下面是别人已经总结很清楚了，我就不画蛇添足了。再一个对你这么小的体系 HF 级别显然是不够的。 

也就没有必要追究 RHF -> UHF instability 的问题。不过，象你这么严谨的，在学生中感觉很少了：） 

另外很多问题可以自己找文献看看，其中都会说的很清楚的。 

＝＝＝＝＝＝＝＝＝＝＝＝＝＝＝＝＝＝＝＝＝＝＝＝＝＝＝ 

自旋污染  

   自旋污染是在非限制从头计算中的误差，通常在总能量中轻微出现。这是由于基态波函和更高能态发生

混合。高的自旋污染会影响结构和布居数分析，并极大地影响自旋密度。它还会影响收敛，特别是 MPn 任

务。  

   可以通过比较总自旋 S 的预期值和计算值验证自旋污染。S 应当等于 s(s+1)。对于有机分子，偏差不超过

正确值 10%的计算通常是可接受的。  

   自旋污染经常在非限制 Hartree-Fock (UHF)计算以及非限制 Møller-Plesset (UMP2, UMP3, UMP4)计算中

遇到。而在 DFT，CI 或 CC 计算中几乎见不到任何显著的自旋污染。在包含金属原子的体系中和在过渡结

构中，出现高自旋污染是很平常的。  

   非限制计算经常与自旋猝灭步骤结合，它能从某些点计算的波函中删除相当比例的自旋污染。这使得自

旋污染 小，但不能彻底防止。在 Gaussian 中，选项"iop(5/14=2)"通知程序使用猝灭波函产生布居数分析。  

   可以进行自旋限制开壳层计算(ROHF, ROMP2)。它的优势是没有自旋污染。缺点是需要额外的 CPU 时间，

用于正确控制单占据轨道和双占据轨道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 这个数学方法的结果是，ROHF 计算给出很

好的总能量和波函，但是单占据轨道能量不严格服从 Koopman 理论。前 RO 可以用在 HF，所有的 DFT

方法，AM1，MINDO3，MNDO，和 MP2 波函中。ROMP2 方法尚不支持分析梯度。  

   另一个方法是运行非限制计算，在获得波函(即 Gaussian 输出文件中打印的 PUHF 和 PMP2 值)之后，接

着投影除去自旋污染。这给出的是对能量而不是对波函的修正。自旋投影结果不会给出使用限制开壳层计

算得到的能量。这是因为优化的非限制轨道描述污染态而不是自旋投影态。  

   半经验程序经常对原子团计算使用半电子方法。半电子方法是一种数学技巧，用于处理 RHF 计算中的单

占据轨道。这个结果依靠近似波函和轨道能量，与总能量一致。由于使用了单重行列式计算，所以没有自

旋污染。总能量的一致使得它可以对单重态用 RHF，对三重态用半电子计算单重-三重裂距。半电子计算不

服从 Koopman 定理。同样，也不能得到自旋密度。而 Mulliken 布居数分析通常还算是合理的。  

   如果自选污染小，对自旋猝灭波函和自旋投影能量更适宜使用非限制方法。不要对 DFT 使用自旋投影。

其中自旋污染的总和对使用限制开壳层方法更加重要。  

   参见：  

J. Baker, A. Scheiner, J. Andzelm, Chem. Phys. Lett. 216, 380 (1993).  

M. W. Wong, L. Radom, J. Phys. Chem. 99, 8582 (1995).  

H. B. Schlegel, "Encyclopedia of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4, 2665,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1998).  

 
DFT 计算，有时还是会有污染的。这是我的一个 B3LYP 的计算结果。 

S**2=0.75 为期望值。  

SCF Done:  E(UB+HF-LYP) =  -285.787103904     a.u. after    1 cycles 

          Convg  =    0.9549D-07                      1 Fock 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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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hilation of the first spin contaminant: 

S**2 before annihilation     1.5983,   after     0.7914  

我想问一下，这里给出的能量，是 S**2 before annihilation 时候的值，还是 after 以后的值？ 

对于 DFT，如果有污染， 好的方法就是用 RODFT， 

可是这时我遇到两个收敛问题：对 B3LYP 是收敛的情况下，用 ROB3LYP 

1.stable=opt 时不收敛。 

2.TD 算激发态时不收敛。 

作 ro 计算的很少（据我所知），大都做 U（非限制）的，这样变量多了，能量会更低！ 对于小体系我个

人觉得没有必要考虑 spin contamination，在做金属团簇的可能就要考虑了，因为其能级近乎

简并。 在计算过程中近似是难免的，（本身就是个近似解）。所以不要顾小失大：） 

 

做个比较研究吧，看 spin contamination 到底在你的体系有多大影响。 

你这个体系很小，只有一个金属原子。我所说的金属团簇是指 nAu 等，这样多金属团簇就有点象大块金属，

能级近乎简并，表现为能带性质。 

看不出来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 RO 的计算我还没有收敛。  

但是我想“S**2 before annihilation     1.5983,   after     0.7914  

”总算比较大了。——当然，我是计算结果和实验差别较大（0.4eV）,我才想到会有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 HELPME 计算时选择的三原子体系与实验的实际体系有较大的差别（实验中很难得到单个的二氧化金

分子吧）是产生误差的原因之一，与算法的关系好象不大。 

刚看了我用 Gaussian 算的一个体系，我没加任何关于自旋方面的关键词，显示的结果格式

和你的一样，所以我相信得到的能量结果肯定是做 annihilation 前的结果。因为做了

annihilation 后必然涉及多行列式问题。不过我不知道 Gaussian 中怎么得到这个 annihilation
后的 S^2 值的。 事实上用 UHF 或者 spin polarized 方法处理开壳层体系肯定都有 spin 
contamination 的，因为这样得到的自旋 alfa 轨道和自旋 beta 轨道是不一致的。当然，这个

差别越小，spin contamination 越少。事实上，要真的消除 spin contamination，一般只有采用

多行列式方法，计算量会大很多。通常在单 Slater 行列式框架下都不太考虑这个问题。 另
外，你说的结果差 0。4eV，这是什么能量？如果是轨道能级，用 DFT 计算的轨道能级本来

就不准。如果是键能或者激发能，用 DFT 计算 TM，我看这个结果还算凑合了吧。这是开

壳层体系，你考虑旋轨耦合没有？DFT 处理 TM 本身就误差比较大。你比较的实验值是气

态 AuO2 分子吗？量化计算中计算的就是气态分子的结果。如果你的结果和实验值真吻合到

0。1eV，我看是你运气不错的原因，碰上了。 
 
谢谢指点。  

我和实验比较的是从 AuO2 的电子亲和能。我觉得 stable 以后的结果虽然数值上要好  

一些（但还是差 0.4eV,我觉得还是差了些），但是很明显地引入了自旋污染，而且，  

我发现这时的电荷分析和自旋分析也是很诡异：    

电荷分析：  

 1  O   -0.47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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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O   -0.562566  

 3  Au   1.033487  

自旋分析：  

Total atomic spin densities:  

 1  O    1.270956  

 2  O   -0.614955  

 3  Au   0.343999  

两个 O 上不一样。（当然也不是太奇怪，因为 stable 以后波函数已经不具有 Dh 对称性了。）  

真是晕掉了！  

你说得到的能量是“做 annihilation 前的结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有个疑惑：为什么还要做这个

“annihilation”呢？只是想让我们看看 spin 的大小，心里有个底吗？ 

 

另外补充一点：  

jdz 说过：  

  另一个方法是运行非限制计算，在获得波函(即 Gaussian 输出文件中打印的 PUHF 和 PMP2 值)之后，接

着投影除去自旋污染。这给出的是对能量而不是对波函的修正。自旋投影结果不会给出使用限制开壳层计

算得到的能量。这是因为优化的非限制轨道描述污染态而不是自旋投影态。  

 

我检查了一下我的 MP4 计算，结果如下：  

MP4(T)=   -0.24713713D-01  

E3=       -0.10020243D-01        EUMP3=      -0.28463832968D+03  

E4(DQ)=   -0.39722673D-02        UMP4(DQ)=   -0.28464230195D+03  

E4(SDQ)=  -0.25978099D-01        UMP4(SDQ)=  -0.28466430778D+03  

E4(SDTQ)= -0.50691812D-01        UMP4(SDTQ)= -0.28468902150D+03  

Largest amplitude= 3.74D-02  

 

S**2, projected HF & approx projected MPn energies after annihilation of  

unwanted spin states (see manual for definitions):  

 

spins       (S**2,0) (S**2,1)    PUHF        PMP2        PMP3        PMP4  

annihilated  

s+1         0.64933  0.71197 -284.179372 -284.647865 -284.657596 -284.708288  

s+1,s+2     0.75213  0.74947 -284.169744 -284.638434 -284.648331 -284.699023  

s+1 to s+3  0.74998  0.75002 -284.169966 -284.638652 -284.648545 -284.699237  

s+1 to s+4  0.75000  0.75000 -284.169963 -284.638650 -284.648543 -284.699235  

s+1 to s+5  0.75000  0.75000 -284.169963  

s+1 to s+6  0.75000  0.75000 -284.169963  

 

我想问一下，我要取的能量，是 UMP4(SDTQ)= -0.28468902150D+03，  

还是 spin annihilated 的 -284.699235？  

我发现用后者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我想这里用了和 DFT 不同的去除自旋污染的方法。 

 

是的，比较 annihilation 前后的值就能明确知道自旋污染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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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旋污染较为严重的体系，你不妨统一使用 PMP4 的能量值． 

 

非常感谢！  

那么，对于这样的体系，如何做激发态计算呢？  

B3LYP 算误差太大，  

MP4 又不能算激发态。  

Do you mean AuO2?  First I don't think the ground state of this molecule would adopt a linear geometry like 

O-Au-O. Instead, it would prefer triangle or bent geometries like Au-O-O. I believe in these latter forms there 

wouldn't be too severe spin contamination. So the linear O-Au-O form appears to be an excited state of AuO2. For 

simple system like AuO2, CASSCF, CASPT2 and QCISD(T) and CCSD(T) calculations with moderate basis sets 

are all affordable even using a P4-based PC.  

 

I guess most DFT-based methods are capable of predicting a reasonable value for the electron affinity of 

AuO2.  Please check the ground states of AuO2 and AuO2-. 

 

你说的太对了！对于中性的 AuO2 分子，确实是 bent geometries like Au-O-O 的能量 低。  

可是因为做得是阴离子的光电子谱，所以应该采用阴离子的构型，而对于阴离子，确实是直线型的 O-Au-O

的能量更低(0.2eV)。如果采用 bent geometries like Au-O-O 的构型，得到的 EA 会小 1.0eV，而且振动频率

也和实验差太多。  

Have you considered the triagular form of AuO2-, which can be regared as the combination of Au cation plus a 

peroxy anion? What's the energy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form and the O-Au-O form?   

 

谢谢提醒。不过我已经考虑过了，三角形的能量要高大约 1eV。  

看起来有四重态的贡献很大。 

你这个 AuO2的波函数不对，如果要与实验对应的话，实验的光电子谱给出的是 AuO2
-的第一电离势，也就

是说，是将 AuO2
-的 外层的一个价电子电离到真空这一过程所需的能量(VDE)，此时，中性 AuO2会取与

AuO2
-一致的构型，所以，此过程取走的应该是负离子体系中 高占据的 PIG 轨道的电子，而非 SGU 轨道

电子，从你计算得到的自旋密度分布来看，你的中性体系的计算对应的恰是取走负离子体系的 SGU 轨道

(alpha)电子，因而在你的中性体系中实际出现了三个未成对电子，两个 alpha 自旋的 PIG 轨道电子和一个

beta 自旋的 SGU 轨道电子。这样一来，自旋污染很严重不说，物理意义也不对，这也可能是的你所计算得

到的电离势高于实验值的真正原因。对初学者而言， 常出现的现象是当使用一种低级别算法无法得到合

理的结果时，会盲目地追求高等级算法和大基组，却不去考究问题的物理或化学内涵(事实上，部分有相当

经验的研究者仍然会忽略这一关键步骤），到头来时间和精力浪费了，仍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有时候侥幸

得到了一个似乎与实验结果相符的计算值，但因为物理内涵不对，尽管结果可能得以发表了，但显然会误

导读者，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指出了问题的根源。我试试看怎么解决。您要是有什么方法，请指教！ 

 

4.21 消除自旋污染： 
   算一个分子的 mp2 能量，得到一组值：E(PMP2)、E(UMP2)、E2。到底我是该取 E(PMP2)
呢还是该取 E(UMP2)呢，PMP2 是不是 UMP2 经过投影消除自旋污染后的能量？E2 又是什

么冬冬，二级能量修正？ 好像跟你不太一样，我记得 mp2 计算结果给出的是： 
HF=-100.4887501\MP2=-100.5907177\PUHF=-100.4957468\PMP2-0=-100.5957042 
我一般取的是第二个数值，至于 PUHF，PMP2 指的是什么？你真的把我考倒了，我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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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啊，哪位大侠说说看？  
 
我前几天查文献，知道了 PUHF，PUMP2 的确指的是利用投影方法消除自旋污染，因为在

UHF，UMP2 方法中，会产生自旋污染，而这在有些计算中是不能容忍的。就必须采用投影

方法消除自旋污染。  
被这个菜问题困扰了好长时间，真是笨呐。 
 
4.22 MP4 计算的 stable 问题 

MP4 计算之前，好像要做 stable 测试。可是我现在做东西遇到这样的情况，对同一个键

长进行优化，结果如下：1.不做 stable 测试，直接用 MP4 优化，键长 1.85A,E（HF）＝－

284.168(Ha),E(UMP4SDTQ)=-284.8543. stable 测试(实际上是测试 HF 波函数的稳定性），在

stable 以后的波函数的基础上，做 MP4 的优化，结果是：键长 1.91A, E（HF）=-284.251, 
 E(UMP4SDTQ)=-284.8227  
1 的 HF 能量高于 2，但是 MP4 能量小于 2，而且我觉得键长也是 1 好一些(B3LYP 优化 
的键长是 1.86A)。所以我想采用 1 的结果，但是是不是理论上应该用 2 呢？请行家 
指点，谢谢！  
 
以前听我一个师兄说，MP4 的 stable 测试是必须做的，呵呵！ 不过我想请教你一下，这种

测试具体是怎么做的?  
 
就是在命令行加 stable=opt，这样测试是否 stable，如果不 stable，就会自动调整波函数。 
如果只写 stable，那么就只测试，而不做调整了。  
 
不做 stable，不能确定 MP4 的结果就真正优于 MP2 的结果。 
如 not stable，则可能 MP4 的结果比 Mp2 的结果还差。 
ps:个人理解 另外你这个计算是否 stable？  
 
我做了两个计算，第一个没有用 stable 测试，第二个用了。但第二个的 MP4 能量高于第一

个。  
 
再仔细看下结果，用“wavefunction” 查下， 
看是否有类似的语句： 
“The wavefunction has an RHF -> UHF instability.” 
"The wavefuction is stable under the perturbations considered."  
 
我算的是三重态，用 stable 测试时，会有 
The wavefunction has an internal instability.  
Basis set superposition error 
 
4.23 谈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及其统一问题  

转自 http://phypro.org  

一、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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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物质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支配着物质的运动和变化。物质之间的相互作

用十分复杂，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按照目前的认识，它们可以归纳为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早被人们认识的相互作用是电磁相互作用。公元前 6世纪古希腊的泰勒斯用琥珀和毛皮摩擦，开始

认识摩擦生电现象。公元前 3世纪我国《吕氏春秋》中就有关于磁石吸引铁的记载。但真正对电磁规律作

定量描述还是 近二三百年的事情。麦克斯韦总结了前人一系列发现和实验成果，于 1875 年提出了描写电

磁作用的基本运动方程式，后来称为麦克斯韦方程。这是第一个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它把两类作用——

电与磁——统一起来了，定量地描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变的规律。麦克斯韦方程还揭示了光的

电磁本质：光本身是一定频段的电磁波。  

  1900 年瑞利(Rayleigh)和金斯(Jeans)根据经典物理学推导出关于黑体辐射强度的所谓瑞利—金斯公

式。这公式在长波部分与实验符合很好，但在短波部分辐射强度不断增大，称为紫外困难。这种紫外困难

反映了经典物理学的困难。面对这一困难，普朗克勇敢地放弃了经典物理的能量均分原理，提出了电磁波

的能量子假说，电磁波的能量只能不连续地、一份一份地被辐射或吸收。1905 年爱因斯坦从光电效应的分

析中提出光量子理论，光不仅在能量组成上是不连续的，而且在结构上也是不连续的。爱因斯坦第一次把

两种对立的观念——粒子和波动——统一了起来：光在传播过程中突出地表现了它们的波动性，它有干涉、

衍射和折射等现象；但光在与物质相互作用中突出地表现了它的粒子性，光量子带有一定的能量和动量，

可以与其他物质交换，发生相互作用。列别捷夫的光压实验证实了光量子的能量动量与光的频率波长的关

系式。  

  还是在 1905 年，爱因斯坦分析了几个与经典物理尖锐对立的光及电磁现象的实验，提出了狭义相对论，

从而开始了 20 世纪物理学的第一场革命。狭义相对论改变了牛顿的时空观，开始认识到时间空间是物质的

存在形式，时间空间与物质不可分隔。狭义相对论是描写高速运动物体运动规律的理论，而牛顿力学只是

它的低速近似。  

  1911 年卢瑟福(Rutherford)通过 a 粒子散射实验揭示了原子核的存在。1913 年玻尔把普朗克的量子

化概念引进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提出了原子结构的量子化轨道理论。1924 年德布洛意(de Broglie)假

设粒子性和波动性的统一不是光的特有现象，微观粒子可能也存在波动性。他模仿光量子能量动量与频率

波长的关系，提出物质波的假说。经过一系列物理学家的努力，例如海森堡(Heisenberg)、玻恩(Born)、

薛定格(Schr dinger)、狄拉克(Dirac)等，量子力学建立起来了。量子力学开始了 20 世纪物理学的第二场

革命。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理论，而牛顿力学是它的宏观近似。过去人们对光的认识过分

强调了它的波动性，原来光在波动性上还迭加有粒子性；过去人们对电子等微观粒子的认识过分强调了它

们的粒子性，原来电子在粒子性上还迭加有波动性。一切物质都是粒子性与波动性的统一。  

  低能微观粒子与光子还有实质性的不同，光子在与物质相互作用过程中可以产生和消灭，而低能过程

电子只能改变运动状态，不能产生和消灭。产生这种不同的根源在于光子的静止质量为零，而电子的静止

质量不为零。按照狭义相对论，有静止质量的粒子带有一定的静止能量。只有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能量传递

超过粒子静止能量时，才有可能发生粒子的产生与消灭现象。因此，在研究高速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时，

两大革命统一起来了。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结合起来，形成描述高速微观运动规律的量子场论。量子场论中

成熟的是描述电子的电磁作用过程的理论——量子电动力学。特别是 40 年代发展起来的重整化理论，消

除了量子电动力学中出现的发散困难。量子电动力学关于电子反常磁矩和氢原子能级拉姆位移的计算结果，

以 7位以上有效数字的精度与实验符合，使量子电动力学站稳了脚跟。人们对电磁相互作用的认识得到了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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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认识的第二种相互作用是引力作用。在哥白尼(Coper-nicus)，开普勒(Kepler)，伽利略(Galileo)

等科学家对天体运行的大量观测和归纳基础上，牛顿(Newton)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它很好地解释了与引

力有关的大量实验。物体间的引力作用是很弱的，只有涉及星体这样的庞然大物，实验上才能感受到引力

作用；引力作用又与电磁作用不同，任何物质间都存在引力。因此，在许多电中性物体的运动中，例如宇

宙中星体运行、地球表面物体的运动等现象中引力会占有优势。  

  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以后，与实验一直符合得较好，长期以来没有人想到要修改这一定律。19 世纪

实验观测到的水星近日点的进动，根据牛顿定理计算，尚有每世纪 43 秒的差异，但这矛盾还没有尖锐到必

须修改理论的程度。爱因斯坦(Einstein)在提出狭义相对论后，对牛顿引力定律发生了怀疑。他从在局部

时空引力和加速坐标系的惯性力间的等价原理出发，认为引力作用是和空间弯曲相联系的。1916 年爱因斯

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牛顿引力定律成为广义相对论在弱引力条件下的近似。广义相对论不仅解释了水星

近日点进动的 43 秒偏差，而且预言了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转和在引力场中光谱的红移现象。不久，后两个

预言都得到实验验证。近年来，随着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发展，又提出了一系列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方法，

如无线电波传播中的时间延迟，脉冲星的研究，黑洞的探索，宇宙起源等问题。广义相对论把人们对引力

相互作用的认识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两类相互作用都是短程作用，只在微观现象中才显示出来，因此人类认识它们的时间不长，认识

的深度也远远不及前两种作用。从放射性原子核的β衰变中人类开始接触到弱相互作用，以后在观测微观

粒子衰变现象中丰富了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实验积累。因为作用比较弱，通过这种作用衰变的过程寿命大致

在亿分之一秒的量级，比起典型的通过电磁作用衰变的过程要慢七、八个数量级，所以这种作用命名为弱

相互作用。  

β衰变涉及四个粒子，费米提出用四费米子耦合形式来描述β衰变。1957 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弱相互作

用过程中的宇称不守恒现象，引起人们在观念上的突破，从而使对弱作用的认识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不

久，从实验中总结出弱作用是(V-A)型矢量与轴矢量耦合作用，其中矢量流耦合是守恒的，称为 CVC；轴矢

量流耦合是部分守恒的，即只在高能现象中才守恒，称为 PCAC。弱相互作用的矢量流部分和电磁作用的同

位旋矢量流部分有一定联系，它们构成同位旋三重态，这又反映了弱作用和电磁作用的内在深刻联系。这

些对弱相互作用的认识在实验中得到很好证实。1964 年实验又发现弱相互作用有很小的 CP 破坏，即对电

荷共轭变换和宇称反演的联合变换不变性有微小破坏。  

  四费米子耦合的弱作用理论只是一种低能近似，在很高能量它会与一种基本原则——么正性条件——

发生矛盾。人们猜测弱相互作用可能和电磁作用类似：电磁作用通过光子传递，弱相互作用通过某种中间

玻色子传递。经过格拉肖(Glashow，S.)、温伯格(Weinberg，S.)和萨拉姆(Salam，A.)的努力，在 1967—

1968 年期间提出了弱作用与电磁作用统一理论，把人类对弱作用与电磁作用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人类对强相互作用的认识也是从核力作用开始的。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原子核大小在十万亿分

之一厘米的数量级，每个核子的平均结合能为 800 万电子伏特。原子核在裂变和聚变反应中，结合能发生

变化，可以释放大量能量，这就是原子能的理论基础。质子和中子能以如此大的结合能来束缚在如此小的

范围内，它们之间必须有很强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开始称为核力，后来发现它不仅存在于核子之间，也

存在于其他一些微观粒子之间，故统称为强相互作用。存在强相互作用的粒子称为强子。强相互作用比电

磁相互作用又强了许多倍，微观粒子如果通过强相互作用衰变，它的寿命的数量级比典型的通过电磁作用

衰变过程快六七个数量级。人类对强相互作用的理解还是极其初步的。70 年代初提出的量子色动力学是目

前相对比较满意的强作用理论。但是还有许多不清楚的问题等待人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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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实验能达到的能量范围内，微观粒子之间的引力作用一般可以忽略。只有在各种守恒定律禁戒

强作用和电磁作用的过程中，弱作用才显示其重要性。而相对强作用来说，电磁作用又是很小的修正，只

有在强作用禁戒的过程中电磁作用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强相互作用是目前认识的 强的作用。  

  除了这四种相互作用外，目前粒子物理理论中还提出超强相互作用，标量粒子间和标量粒子与费米子

间的直接耦合作用等，这些还停留在理论的假设阶段，尚未得到实验的充分证实。   

二、规范相互作用  

量子力学中系统状态由波函数描写。波函数通常为复数，复数的幅角称为位相因子。另一方面，一切实验

观测量必须为实数，让所有波函数共同变化一个位相因子，在实验中是无法观测的。公共位相因子的不可

观测性，表现为量子理论的运动方程式对波函数共同的位相变换保持不变，这称为第一类规范不变性。这

种规范变换的不变性是与电荷守恒相联系的。  

  根据狭义相对论的观点，一切能量的传播速度存在上限，即不能大于光速。让所有空间点的波函数同

时作相同的相因子变换，就涉及信号的无穷大传递速度问题。为了协调这种矛盾，引入波函数的局域相因

子变换，即变化的相因子与时空坐标有关，这样的变换称为第二类规范变换。为了使动力学方程对第二类

规范变换保持不变，必须相应地引入静止质量为零的规范场，称为电磁场。第二类规范变换不变性严格地

规定了各类物质场与电磁场的相互作用形式。描写电子场的电磁作用的理论即量子电动力学，正是建立在

这种第二类规范变换不变性的基础上，称为 U(1)规范作用。量子电动力学取得惊人的成功，使规范不变性

成为探索新的运动规律的一种重要方法。对于人类尚未充分了解的新的相互作用，例如强相互作用和弱相

互作用，规范不变性可以作为探索相互相作用具体耦合形式的依据。  

  1954 年杨振宁和米尔斯(Yang-Mills)提出了对同位旋场规范化的 SU(2)规范理论，称为非阿贝尔规范

理论。这是规范理论向前发展的决定性步骤，SU(2)规范理论很容易被推广到各种复杂形式的规范理论中去。

当时 SU(2)规范理论中遇到的一个重大困难是，严格的规范不变性要求规范场的量子是零质量的矢量粒子。

作为 U(1)规范场的电磁场，它的量子是光量子，静止质量为零。但是，实验上再没有发现其他零质量的矢

量粒子，这是非阿贝尔规范理论（non-Abeliangaugetheory）提出以后没有迅速得到应用的根本原因。但

是，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一定会有顽强的生命力，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通

过不同方法克服零质量矢量粒子的困难，在规范场论基础上，弱作用与电磁作用统一理论提出来了，描写

强相互作用的量子色动力学提出来了，它们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通过这两次成功的突破，统一各种相互

作用的愿望又一次得到鼓舞和促进。   

三、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理论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朴素的愿望，世界是统一的，各种基本相互作用应该有统一的起源。许多著名

物理学家，例如爱因斯坦、海森堡、泡里（Pauli）等，在晚年致力于统一理论的研究，但是没有取得成功。

规范理论提供了各种相互作用统一理论的诱人的基础。  

  1964 年黑格斯（Higgs，P．W．）提出一种克服规范场粒子零静止质量困难的方法。他引入一种标量

粒子，后来称为黑格斯粒子，通过这种粒子的真空自发破缺，可以使与被破缺的规范对称性相对应的规范

场获得静止质量。1961 年格拉肖曾在 CVC 和 PCAC 理论基础上提出过一种基于 SU（2）×U（1）规范作用的

弱电统一模型，这模型的零质量规范粒子的困难依然存在。1967 年温伯格和萨拉姆在格拉肖原始模型的基

础上，利用黑格斯机制，发展和完备了 SU（2）×U（1）弱电统一规范理论。弱电统一理论取得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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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预言与实验符合得很好，特别是它所预言的新的规范矢量粒子于 80 年代初期在西欧联合核子研究中心

（CERN）的实验中观测到了，它们的质量与主要性质都和理论的预言符合得相当好。  

  麦克斯韦方程统一了电和磁两种相互作用，这种电磁作用理论是一种阿贝尔的规范理论。现在，温伯

格—萨拉姆模型又在非阿贝尔规范理论基础上把弱作用和电磁作用统一了起来。这模型的成功加深了人类

对弱作用和电磁作用本质的认识，也推动人们在规范理论基础上把各种相互作用统一起来的努力。  

  弱电统一理论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理论，它的 大困难在于黑格斯场至今没有发现，这理论引进的

一些参数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甚至这理论尚未解释弱作用所有主要性质。例如与奇异粒子弱作用

过程有关的卡皮波（Cabibbo）角，在弱电统一理论中是作为外来因素放进去的，理论无法提供任何解释。  

  量子色动力学沿着另一条途径来解决规范粒子零质量问题。早在 50 年代末，日本的坂田昌一（Sakata）

领导的小组提出强子存在着 SU（3）对称性。60 年代初，对称性理论吸引了粒子物理界浓厚的兴趣。1964

年盖尔曼（Gell-Mann，M.）提出强子由夸克（quark）构成的设想。1966 年北京粒子物理理论组提出强子

的层子模型，并对强子结构进行了具体的定量计算。“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科学研究停顿下来了，

但国际上恰正处于十分活跃的时期。一系列实验证实了强子的夸克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描写强相互

作用的量子色动力学（Quantum Chromo-dynamics）。按照这一理论，夸克带有两种量子数，分别称为味道

和颜色。当然，它们与通常的味道和颜色概念毫无共同之处。根据目前的实验，共有五种不同味道的夸克，

很可能会有第六种味道，每种味道的夸克有三种不同的颜色。各种颜色夸克之间存在强相互作用，这是一

种 SU（3）规范作用，传递规范作用的规范粒子称为胶子（gluon）规范理论严格地规定了强相互作用的耦

合形式。这种非阿贝尔规范作用有十分奇特的性质：耦合强度随能量增高而减弱，高能粒子间的作用变得

很弱，可用微扰论来计算，称为渐近自由现象，这也在实验中观测到；相反，随能量降低，耦合强度不断

增强，以致要把带颜色的夸克分割开需要无穷大的能量，称为颜色禁闭现象。由于颜色禁闭，在目前能量

的实验中只能观测到没有颜色的状态，即颜色中性状态。因为夸克带有颜色，作为规范粒子的胶子也带有

颜色，所以目前实验无法直接观测到单独的夸克和胶子，这就解释了目前实验没有发现这类零质量规范粒

子的原因。  

  量子色动力学解释了强相互作用的一些实验现象，但也还存在许多困难。例如在低能情况耦合系数较

强时，如何按照这理论作外微扰计算问题，又如颜色禁闭性如何从理论上作严格论证问题。  

  既然弱作用和电磁作用在非阿贝尔规范理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了，而且强相互作用也是一种非阿贝尔规

范作用，一个诱人的想法是它们能否在一个更大的非阿贝尔规范理论下统一起来，这就是所谓大统一理论

的基本想法。 简单的大统一理论是 1974 年乔奇和格拉肖提出的 Georgi-GlashowSU（5）大统一模型。  

  大统一理论把夸克和轻子看成一种粒子的不同状态，用数学的话来说，大统一理论把夸克和轻子填在

同一线性表示里，通过 SU（5）规范作用把它们联系起来。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在非

常高的能量（百万亿倍质子的静止能量级，质子静止能量约为 10 亿电子伏特。）下统一成一种 SU（5）规

范相互作用。随着能量下降，通过黑格斯场的第一次破缺，描写强相互作用的 SU（3）对称性和描写弱电

相互作用的 SU（2）×U（1）对称性分开来了。能量继续下降，在 100 倍质子静止能量量级，黑格斯场发

生第二次破缺，电磁作用和弱作用又分开了，形成目前实验观测到的三种相互作用。在大统一理论中，夸

克和轻子可以通过 SU（5）规范场相互转化，原则上层子不再是稳定的，它可能衰变成介子和轻子。尽管

黑格斯场第一次破缺的能量标度非常大，质子衰变的寿命非常长，但是质子不稳定造成原子核不稳定，由

原子分子构造起来的物质都将是不稳定的。大统一理论引起了观念上的突破。作为规范理论的大统一理论，

它对质子衰变的寿命有相当明确的预言。80 年代初，人们密切注视着实验的发展，但是实验没有观测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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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理论所预言的质子衰变现象。当然这实验比较难做，有很强的背景干扰，目前还有人在不断地改进设

备和方法，努力寻找质子衰变的事例，现在只能说目前实验不太支持 SU（5）大统一模型。  

  大统一理论还有两个重要缺点。一个称为能量阶层问题。大统一理论中引入两次黑格斯自发破缺，破

缺发生的能量标度相差 12 个量级，在两次破缺之间这么大的能量范围内，大统一理论认为不会有重大物理

现象发生，称为“物质沙漠”，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另一个称为代的问题。SU（5）大统一模型只容纳一

部分夸克和轻子，而把其他夸克和轻子重复地构成相同的 SU（5）模型，称为代。目前实验发现有三代粒

子。为什么会形成代的结构？一共会有几代粒子？大统一模型都没有提供解释。此外，大统一模型中的黑

格斯场相当任意，与它相关引入了许多可以调节的参数，大大减少了大统一模型的预言能力。  

  为了克服大统一模型的缺点，70 年代后期又提出了超对称（super-symmetry）理论。按照这一理论，

费米子和玻色子都填入同一线性表示中，通过规范作用可以互相转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理论不得不在

已知的微观粒子基础上引入大量配偶粒子。超对称理论形式十分美妙，可惜这些配偶粒子至今都没有找到。  

  大统一的能量标度离完全由普适常数构成的普朗克能量只相差几个量级，进入超对称理论后，能量标

度更加接近，因此，再把引力作用排除在外已不太合理。为了把引力也统一进来，把引力作用也理解为一

种规范作用，建立了超引力（super-gravity）理论。  

  近三年来，一种新的统一理论正在兴起，称为超弦（super-string）理论。这理论认为微观粒子不是

一个点，而是一条弦，并在弦的基础上形成一套量子化方法。这理论宣称这是第一次得到的可重整化引力

理论，这理论只有几个基本参数，其他参数原则上都可以在理论中计算得到，只是由于数学上的困难，暂

时还算不出来。人们期望这一理论可以统一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当然，目前困难还很大，对这理论持批评

意见的人也很多。  

  用规范理论统一四种基本相互作用是一种诱人的因素，但是在前进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困难，也有可能

会遭到失败。也许人们还会寻找新的途径去统一各种基本的相互作用。通过一系列探索、失败、成功，再

失败，再成功，不断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每一次循环都在加深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   （马中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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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化学 
介绍： 

对于体系某个性质的研究很少是一步就能完成的。如以一个专门的能量计算为例：1。
用中等尺度的基组[如 HF/6-31G（D）或 DFT/6-31G（D）]完成一个构型优化。对于特别大

的体系，从时间上来考虑可能要用的基组还要更小些；2 在优化构型的基础上用同样的方法

作一个频率计算，以获得零点能或内能的数值[注：在气相计算中这两个计算可通过 OPT 
FREQ 关键词一步完成，但在溶液中不行，要分开做]；3。如果计算资源允许的话，用更大

的基组或更高的方法（如 MP 方法）对 1 所得的结构作进一步的优化；4 作一个高水平的单

点能计算（如在 MP4 或 QCISD（T）方法）。详细内容在第七章介绍。 
所有步骤完成后，所求的能量可由 后算的单点能和前面的零点能或内能的和得到。

在这里我们所使用的这些方法[HF/6-31G（D）]如就被称为模型，也就是为研究某一特定问

题所采用的特定手段。 
模型化学 
     我们所说的模型化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理论方法和基组（前者相当于给出了方程，

后者相当于给出了解方程所需的尝试波函）。每一种这样的模型化学都表示了对薛定谔方程

所做的特定的近似，从而也就表示了计算的精度。不同模型化学的精度可通过计算同一体系

并和实验值比较计算结果而得到。一个针对自己体系的合适的方法总是要在计算耗费和精度

上取一个平衡，不能盲目的追求大方法，但在自己计算资源允许的情况下用过小的方法也是

对资源的浪费。 
常用的一些表示：如 HF/6-31+G（D，P）//HF/6-31G（D）表示的是在 HF/6-31G 优化的结

构上用 HF/6-31+G（D，P）方法进行能量计算。注意频率计算必须要在与优化同样的方法

进行计算，而能量核磁等性质可以在较低的方法上用较高的方法来算，也就是所用的模型化

学可以不一样。 
判断用什么模型来研究我们的体系的办法：1。试算. 用几种认为可能可行的方法对所要研

究的体系做一个优化计算，选取结果吻合 好的那一个；2。通过查阅文献，看别人都是用

什么方法算自己所要研究的体系。通常很难找到完全一样的体系，这时可以看看类似的体系

使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的。其实试算中所用的几种认为是可行的方法一般都是通过看文献来确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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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基组 

1．基组介绍 
基组是体系轨道的数学描述，对应着体系的波函。将其带入到薛定谔方程中，就可解

出体系的本征值（也就是能量）。基组越大，所做的近似和限制就越少，对轨道的描述也就

越准确，所求的解也就越准确，当然计算量也就越大。 
电子结构计算的标准基组是用高斯函数的线性偶合来构造轨道。高斯程序提供了许多

已定义好的基组（如 3-21G 等），这些基组可通过他们所包含的基函数目和基函类型来分类。

基组给分子内每一原子分配一套基函用于模拟分子的轨道，而这些基函是由高斯函数线性偶

合成的。这样的基函被称为收缩函数，构成这些收缩函数的高斯函数被称为初始函数。包含

一个高斯函数的基函被称为未收缩函数。 除了使用高斯给的基组外，我们还可以使用自定

义的基组，详见“GEN”关键词。 
小基组 

是指该基组包含描述每一个原子来说是必须的，不可再少的的基函数目。如： 
H ：1S 
C：1S，2S，2Px，2Py，2Pz 

STO-3G 基组是本书中的 小基组，“3G”的意思是每个基函有三个高斯初始函数组成。

STO 是指：Slater-type orbitals。STO-3G 基组就是用高斯函数近似的斯莱特轨道（应该就是

指用斯莱特行列式描述的轨道）。 
劈裂价键基组：基组增大的一个方法就是增加每个原子的基函数目。3-21G 和 6-31G 就

是劈裂价键基组，特点是对每一个价轨道用两个或更多的基函来描述[21 和 31 表示所使用

的基函数目]。如： 
H ：1S，1S´ 
C：1S，2S，2S´，2Px，2Py，2Pz，2Px´，2Py´，2Pz´ 

Double zeta basis set D95 基组。每个原子轨道用两个函数线性偶合成分子轨道。类似的，三

重劈裂价键基组就是指用三个函数描述价轨道，如 6-311G。311 就是指三个函数。 
极化基组：劈裂价键基组可以用于增大所描述轨道的大小（也就是轨道的尺寸），但不

能改变形状。极化函数可以通过给轨道添加角动量来改变轨道的形状（或者说更准确的描述

分子的轨道，因为有些分子有很强的共扼体系，对这样体系的描述加极化函数是非常有必要

的）。极化基组添加 d 函数给 C；添加 f 函数给过渡金属，添加 p 函数给 H。常用的极化基

组 6-31G（D）表明在 6-31G 劈裂价键基组的基础上给重原子（如 CNS 等）添加 d 函数。还

有一个极化基组 6-31G（D，P），表明对重原子（如 C，N，S 等）添加 d 函数。对 H 原子

添加 p 函数。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给 C 添加添加 d 函数？C 的价轨道是 2S，2P。与 d
无关呀？我们在讲轨道偶合的时候，说过所有的轨道对某一个轨道都有贡献，在计算过程中

为了减少计算量，取了近似：将贡献小的取掉。而在计算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

能更好的描述轨道的基函，所以可以考虑极化函数，就是极化基组，还可以考虑弥散函数，

就是含弥散函数的基组。d 函数有卡文迪许型的（有 6 种类型）和纯的 d 函数（有 5 种类型）。

这就是我们在输出中常看到的 5D 和 6D 的由来。同理，f 函数也有 7F 和 10F 这两种类型。 
弥散函数：弥散函数是 S 和 P 型函数的扩大版，允许轨道占据更大的空间，对于弱相

互作用体系（如吸附，氢键等），有孤电子子对的体系，负离子体系，共扼体系和激发态体

系如不用弥散函数分子结构不能得到很好的描述。6-31G+（D）基组是在 6-31G（D）基础

上对重原子添加弥散函数，6-31G++（D）则是在 6-31G+（D）的基础上对 H 添加弥散函数。

不过根据计算的结果，H 上是否添加弥散函数对计算的精度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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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5.1  分别用 6-31G+（D）和 6-31G（D）两种基组计算，目的是比较弥散函数对计

算精度的影响。注意键长和键角的比较。 
    高角动量基组：其实就是在极化基组的基础上给原子添加多个极化函数。如 6-31G+（2D） 
就是给重原子（非 H 的非金属元素）添加两个 D 函数。6-31G++（2DF，3PD）表示在重原

子和 H 原子上添加弥散函数，在重原子上添加 2 个 D 函数和 1 个 F 函数，在氢上添加 3 个

P 函数和 1 个 D 函数。这种基组常用在电子相关方法中描述电子间相互作用。注意：周期表

中默认是从我们常用的第二行开始，H 和 He是不考虑的。 
Example 5.2  研究极化函数对体系键长的影响。 

第三行元素所用的基组（也就是金属所用的基组，我们现在所用的第一行是从 C 开始

的）：这些原子有大的核，所以靠近核的电子（也就是常说的内层电子）用有效核势的方法

进行近似。LANL2DZ 是 常用的基组。我们前面所用的 6-31G+（D）等基组也可以用与金

属的计算。但一般不推荐使用。 

常用基组总结如下： 

基组 应用原子 描述与说明 

STO-3G [H-Xe] 小的基组，适用于较大的体系 

3-21G [H-Xe]  

6-31G(d)（6-31G*） [H-Cl] 在重原子上增加极化函数，用于大多数

情况下计算 

6-31G(d，p)（6-31G**） [H-Cl] 在氢原子上增加极化函数，用于精确能

量计算 

6-31+G(d) [H-Cl] 增加弥散函数，适用于孤对电子、阴离

子和激发态 

6-31+G(d，p)  [H-Cl] 在氢原子上增加 p 函数，6-31G(d，p)基

础上增加弥散函数 

6-311+G(d，p) [H-Br] 三 ZETA，在 6-31+G(d)基础上加额外的

价函数，如果需要也可通过加上一“+”

来实现对氢原子加上弥散函数 

6-311+G(2d，p) [H-Br] 对重原子加上 2df 函数，并加上弥散函

数，对氢重原子加上 1p 函数 

6-311+G(2df，2p) [H-Br] 对重原子加上 2d 和 1f 函数，并加上弥

散函数，对氢重原子加上 2p 函数 

6-311++G(3df，2pd) [H-Br] 对重原子加上 3d 和 1f 函数，对氢重原

子加上 2p 和 1d 函数，并且二者都加上

弥散函数 

 

 

2．高斯自带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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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5.1 文件 5_01 HF 键长 

键长实验值为 0.917.在 MP4 等级进行优化(因为这一体系的电子相关很重要)，比较不

同基组。结果如下 

6-31G(d) 6-31G(d，p) 6-31+G(d，p) 6-31++G(d，p) 

0.93497  0.92099    0.94208     0.92643 

6-311G(d，p) 6-311++G(d，p) 6-311G(3df，3pd) 6-311++G(3df，3pd) 

0.91312     0.91720       0.91369         0.91739 

几乎所有的计算都表明 6-311G 基组可以得到很精确的结果。在其基础上加上弥散函数

能够得到更精确的结果，加上极化函数没有太大的改善。 

练习 5.2 文件 5_02 过渡金属羰基化合物的周期效应 

采用 HF 等级，LANL2DZ 基组计算六羰基铬，钼，钨。 

三个结构在几何上是很相似的。 

练习 5.3 文件 5_03a (C6H6)，5_03b(TMS) 基组对核磁共振的影响。 

采用 B3LYP/6-31G(d)进行优化，采用 HF 方法，不同基组计算核磁共振 

                                   TMS   Benzene   Relative 

HF/6-31G(d) // B3LYP/6-31G(d)       195.120  72.643   122.5 

HF/6-31G(d，p) // B3LYP/6-31G(d)     196.625  72.913   123.7 

HF/6-31G+(d，p) // B3LYP/6-31G(d)    196.064  72.494   123.6 

HF/6-31G++(d，p) // B3LYP/6-31G(d)   197.138  72.744   124.4 

HF/6-311G+(2d，p) // B3LYP/6-31G(d)  188.788  57.620   131.2 

实验值为 130.9. 

高级练习 5.4 文件 5_04 N，N 二甲基甲酰胺的优化 

采用 HF 方法，STO-3G，6-31G(d)，6-31++G(d，p)基组优化其结构，做频率分析。 

三个结果都得到相似的平面结构，键长，键角，二面角的优化结构都比较接近实验值。 

检查频率分析时，有很大差别。STO-3G 的结果中出现了虚频!其相应振动表示的是氮原

子偏出三个碳原子组成的平面。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经常遇到的现象，一个较简单的模型却能够得到更加好的结果。

对于这样体系的研究，就要依赖于更加精确的理论模型了。 

高级练习 5.5 文件 5_05 基组的定义 

用 GFPrint 命令可以打印出所用的基组。不过就以应用的层次来看，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个命令用不上。 

高级练习 5.6 文件 5_06 比较 6-31G(d)和 6-31G+ 

6-31G+基组在完全基组中定义(详见第七章)，这个基组试图弥补 6-31G(d)基组的不足。 

比较两者的基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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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坛上有关基组的讨论 
3.1 Gauss 基组问题求教  

发信人: libing (大夫),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 基组问题求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Feb  1 21:48:40 2002)  

Gauss 中的基函数是否是归一化的？  

如 6-31G 基组，对 H 原子，1S 基函数的各项参数分别为  

  f=1.00  

i         a(i)              c(i)  

1  0.1873113696D+02  0.3349460434D-01  

2  0.2825394365D+01  0.2347269535D+00  

3  0.6401216923D+00  0.8137573262D+00  

1S 基函数应该写成  

y(1S)=  

c(1)*exp(-a(1)*f^2*r^2)+c(2)*exp(-a(2)*f^2*r^2)+c(3)*exp(-a(3)*f^2*r^2)吧？  

则重叠积分<1S|1S>=4*3.1415927*integral(r^2*y(1S)^2, r=0 -> 无穷)  

算出结果居然等于 2.9，似乎应该是 1 才对阿，Gauss 给出的 overlap 也显示  

<1S|1S>=1，我错在什么地方？. 
 Re: Gauss 基组问题求教  

发信人: libing (大夫),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 基组问题求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Feb  2 11:21:54 2002)  

原来是自己量化书看得不仔细，组成 Gauss 基函数的每个简单 Gauss 函数也必须是归一化的，归一化常数

N(i)与 a(i)、l、m、n 有关，在 H 的 6-31G 基组例子中，  

l=m=n=0，所以 N(i)=(2*a(i)/3.1415927)^(3/4)，1S 基函数应该是  

y(1S)=c(1)*N(1)*exp(-a(1)*f^2*r^2)  

     +c(2)*N(2)*exp(-a(2)*f^2*r^2)  

     +c(3)*N(3)*exp(-a(3)*f^2*r^2)  

这样算得的重叠积分<1S|1S>就等于 1 了。 感觉自己很土中......... 

 
3.2 基组问题（1）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基组问题（1）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Feb 27 03:21:29 2002)  

昨天闲着没事打开 631.gbs 看了一下 哈哈，原来只是个文本文件 部分内容如下  

-H  

S    3 1.00  

 0.1873113696D+02  0.3349460434D-01  

 0.2825394365D+01  0.2347269535D+00  

 0.6401216923D+00  0.8137573262D+00  

S    1 1.00  

 0.1612777588D+00  0.1000000000D+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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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    3 1.00  

 0.3842163400D+02  0.2376600000D-01  

 0.5778030000D+01  0.1546790000D+00  

 0.1241774000D+01  0.4696300000D+00  

S    1 1.00  

 0.2979640000D+00  0.1000000000D+01  

****  

...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如果用 6-31 基组的话，就是用一个 3 contracted Gaussian  

和一个 primitive Gaussian 来描述？  

另：Gaussian type orbital 的形式一般是 orbital=Nx^l*y^m*z^n*exp(-a*r^2)  

L=l+m+n is used to classify the GTO as s,p,d-functions.所以每一行中的两个系数又是什么意思呢？ 

  Re: 基组问题（1）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基组问题（1）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Feb 27 13:53:23 2002)  

6-31G 是对于内层轨道用 6 个 Gaussian Type Orbitals(GTO)进行拟合， 对价层轨道分为两层，分别用 3

个 GTO 和 1 个 GTO 进行拟合，然后再线性组合为分子轨道。H 和 He 的 1S 轨道都是价层轨道，因此用

3＋1GTO 拟合 (Contracted GTO,CGTO)  

两种基函数 STO(Slater Type)和 GTO 的表达式：  

STO: f(u)=Nu*r^(n-1)*e^(-ur)*Y  

GTO: f(v)=Nv*r^2(n-1)*e^(-vr^2)*Y  

其中 Nu 和 Nv 是归一系数，Y 是球谐函数  

STO 更为接近于分子轨道，但由于他包含 e^(-r)项，不易收敛  

GTO 包含 e^(-r^2)项，收敛速度快，因此计算是一般采用将 GTO 线性拟合作为 STO 的近似。  

一般只有角量子数 l＝n－1 时，如 1s,2p,3d,...GTO 有确切的表达式  

在笛卡儿坐标下，GTO 可写为  

f(a)=Na*x^k*y^l*z^m*e^(-a*r^2)  

假如 n＝3，则系数 k,l,m=0,1,2,且 k+l+m=2  

这样就产生了 x^2,y^2,z^2,xy,xz,yz 六个 3d 轨道函数  

在你列的系数表里面，前面那个是指数系数 exponent， 后面那个是拟合系数，coefficient 

   Re: 基组问题（1）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基组问题（1）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Feb 28 02:21:54 2002)  

还是有疑问。首先，如果以原子为原点 那么 1S,2S...的中心都应该不是以原点为中心的，而有个偏移量  

也就是说 exponent 上应该是-(x-a)^2 才对； 其次，2S 轨道应该有一个节点才对呀，而 Gaussian 是没有

节点的吧 

   Re: 基组问题（1）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基组问题（1）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Feb 28 02:35:53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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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又糊涂了 应该是酱紫的。这里的 1S,2S 等都是 Gaussian 或 contracted Gaussian  

然后线性组合得到 H 原子的 1S,2S 等轨道 

    Re: 基组问题（1）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基组问题（1）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Feb 28 02:44:25 2002)  

但是这样又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里的2S并不是真正的原子的2S波函数 那么我们在得到分子轨道时

会有如下结果  

     EIGENVALUES --    -0.43129   0.10057   0.57751   1.03494   1.67486  

   1 1   H  1S          0.32459   0.17269   0.74227  -0.90304   0.00000  

   2        2S          0.27078   1.62997  -0.67791   1.48025   0.00000  

   3        3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4        3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61154  

   5        3PZ        -0.01536   0.01056  -0.04102  -0.24849   0.00000  

   6 2   H  1S          0.32459  -0.17269   0.74227   0.90304   0.00000  

   7        2S          0.27078  -1.62997  -0.67791  -1.48025   0.00000  

   8        3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9        3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61154  

  10        3PZ         0.01536   0.01056   0.04102  -0.24849   0.00000  

于是虽然 2S 的系数有 0。27，但是我们不能说是 2S(真正的原子轨道)的贡献  

根据 H 的计算结果  

   1 1   H  1S          0.43091   1.25661  

   2        2S          0.66226  -1.15159  

也就是说 H 原子的 1S(真实)轨道中本来就有很大的 2S Gaussian 的贡献  

呵呵，是否有理？ 

 
3.3 bsse 校正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bsse 校正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Feb 10 15:33:38 2002)  

闭关了一个月了，还是没有对 BSSE 校正一知半解。没办法，自学惹的祸。 哪个大侠能给我详细批讲

批讲？过年饺子的有！ 

    Re: bsse 校正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bsse 校正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Feb 10 15:38:46 2002)  

Basis set superposition error  

1．     什么是 BSSE  

如果我们想计算一个两分子（A 和 B）相互作用生成二聚体（AB）的相互作用能，我们可  

以利用下式进行计算：  

A             +           B        --à          AB  

E(A)                      E(B)                  E(AB)  

DeltaE= E(AB)- E(B)- E(A)  

然后实际情况下 DeltaE 值要真实值，这种差值就称作基函数叠加误差（B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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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SE 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 AB 形成时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存在，两一方面是由于单分子  

A、B 的基组与在 A 存在下 B 的和在 B 存在下 A 的基组不同产生的。这种误差对于使用小基组  

（如 STO-NG）是致命的。  

2．     BSSE 的校正  

BSSE 校正 常用的方法是 Couterpoise correction，即当计算 A 分子的能量时以 B 分子作  

为幽灵原子（ghost atom）存在下进行计算，而计算 B 分子的能量时以 A 分子作为幽灵原  

子。那么 deltaE=E(AB)-E(A/AB)-E(B/AB)  

 

问题： 如果是大于 2 个物质的体系呢？比如 ABC 如何校正？如何在 GAUSSIAN98 中实现 BSSE 校正

呢 ？好象不同版本中 Counterpoise corrections 是不一样的？如果计算相互作用，还需要别的校正吗？  

给我讲讲吧！//bow 

 
3.4 请教请教：怎么用 Gaussian 98 计算 BSSE??急！  

发信人: skyflying (翱迹天空),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请教：怎么用 Gaussian 98 计算 BSSE??急！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23 12:00:35 2002)  

用什么关键字？是 massage 吗？ 哪位大侠研究过？能讲的稍微详细点吗？ 谢谢了！！ 

    Re: 请教请教：怎么用 Gaussian 98 计算 BSSE??急！  

发信人: demm (小米),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请教：怎么用 Gaussian 98 计算 BSSE??急！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Apr 24 15:37:04 2002)  

massage 肯定可以，我以前用过  

再把原子定义为空原子，如 1 Nuc 0.0。 就可以了; 

 
3.5 这是怎么输入的呀  

发信人: nadine (nadin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这是怎么输入的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24 09:32:24 2002)  

我看文献上说用的基组是 6-31+G*/CEP+f 我用了怎么不对呀 应该怎么输入？ 

    Re: 这是怎么输入的呀  

发信人: nadine (nadin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是怎么输入的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Sep 24 17:24:50 2002)  

金属离子与水分子的团簇：  

Cu+(H2O)n  

Ag+(H2O)n  

Au+(H2O)n  

（中间不是加号，是指带一正电荷）  

Ag 和 Au 的原子序数太大，用 6-31+G*基组不行。 但文献上却用了 6-31+G*/CEP+f ，不知道是怎么

用的？ 

    Re: 这是怎么输入的呀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是怎么输入的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25 08:34:0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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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是金属用 CEP《 ?　  

水用 6－31G 的。 

    Re: 这是怎么输入的呀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是怎么输入的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25 08:50:04 2002)  

可能是这样的吧，对于 H and O 用的是 6-31+G*，而 Cu,Ag, Au 用的是 CEP+f 的赝势。  

在 Gx 中是这样写呢：  

           #ub3lyp/gen pseudo=read ......  

 

           （体系部分）  

 

 

           H O 0  

           6-31+G*  

           ****  

           Ag 0  

           (CEP+f)--指外层电子的基组，并加了一个 f 轨道  

           ****  

             

           Ag 0  

           (CEP)--与上相对应 的有效势部分。    

         Re: 这是怎么输入的呀  

发信人: nadine (nadin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是怎么输入的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Sep 25 19:57:23 2002)  

哦，我明白了。 我再试一试就知道了。 

 
3.6  gaussian98 中用什么基组算 Eu(63)  

  发信人: hunterdai (老猎户),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98 中用什么基组算 Eu(63)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1 17:50:06 2002)  

  手册上说 LanL2DZ 可以算到 Bi(83),而且也没说镧系元素不能算，可实际就是不行，  

  不知道哪位老大知道什么基组可以处理 Eu 这个元素，  谢了。 

       Re: gaussian98 中用什么基组算 Eu(63)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98 中用什么基组算 Eu(63)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1 20:00:26 2002)  

你用 GFPrint（或 GFInput）+ IOp(3/18=1)， 把 Eu 的基组打印出来看看。 

      Re: gaussian98 中用什么基组算 Eu(63)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98 中用什么基组算 Eu(63)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1 20:41:13 2002)  

我这里有 turbomole 里的 Eu 的基组，你想不想要，要得话我贴上来，你转换为 gaussian 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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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用 

      Re: gaussian98 中用什么基组算 Eu(63)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gaussian98 中用什么基组算 Eu(63)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Oct 11 22:28:37 2002)  

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基组,尤其是 A7 以前的版本,未必像帮助文件 说的那么全. 

 
3.7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如何为不同原子指定不同基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an  5 03:33:36 2002)  

Answer:  

 We may need a larger basis to describe the atoms involved in reaction, while describing 

the rest of the system with smaller basis sets.  In this case, we need the "Gen" keyword  

 A sample input:  

 #gfinput iop(6/7=3)  

 #B3LYP/Gen Opt  

 ......  

 <blank line>  

 N1 N2 N3 0  

 6-311++G(d,p)  

 ****  

 N4 N5 N6 0  

 6-31G  

 ****  

 <blank line> 

 
3.8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Gaussian 中为半经验方法指定基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8 18:58:00 2002)  

我们知道,gaussian 中半经验方法默认的是 小基组 STO-3G. 但是在能量计算时也可以为这些半经验方

法指定其它的基组:  

# PM3/4-31G* Test  

# RHF/4-31G*//PM3 Test  

# B3LYP/4-31G*//PM3 Test   

 

第一种写法和 PM3 本身是一样的,只是把 STO-3G 换成了 4-31G*,可以做各种 PM3 能做的计算;  

后两种写法只能用于单点计算,对于 OPT,Freq 等等是不能使用的; 后两种方法还是 RHF 和 B3LYP 方法,

只是对重叠积分的计算采用了 PM3 中的近似. 谁有更多的了解请补充 

 
3.9 发信人: libing (大夫),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还是 Gauss 基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Feb  3 21:18:00 2002)  

又被迷惑了，这回是赝势基组 LanL2DZ，以 W 原子为例，前 6 个壳层不是 S 就是 P 型， 没什么问题，

到第 7、8 个壳层变成 D 型，但不同于 6-31G 基组中的 DXX、DYY、DZZ、 DXY、DXZ、DYZ 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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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函数，而是 D 0、D+1、D-1、D+2、D-2 五个基函数，按 Gauss 帮助文件，似乎应该分别对应于 D(z2-r2)、

D(x2-y2)、Dxy、Dxz、Dyz，但具体哪个对应于哪个呢？ 

 
3.10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手工算了一个 overlap 矩阵元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2 06:41:29 2002)  

for padegogical purpose only,hehe  

H2 molecule,3-21G basis for simplicity  

use gfprint to get orbital information  

use iop(5/33=3,3/33=1) to get overlap and Fock matrix  

 

Here is the output from Gaussian  

***************************************************************************  

********************************************************  

 *                                       * FUNCTION    SHELL    SCALE  *      

                                                       *  

 *    ATOM   X-COORD  Y-COORD  Z-COORD   *  NUMBER     TYPE     FACTOR *  EX  

PONENT    S-COEF      P-COEF      D-COEF      F-COEF   *  

 ***************************************************************************  

********************************************************  

 *     H      0.00000  0.00000  0.70317                                       

                                                       *  

+                                                1   S           1.10  

+                                                                      0.450  

180D+010.156285D+000.000000D+000.000000D+000.000000D+00  

 *                                                                     0.681  

444D+000.904691D+000.000000D+000.000000D+000.000000D+00*  

 *                                               2   S           1.10         

                                                       *  

+                                                                      0.151  

398D+000.100000D+010.000000D+000.000000D+000.000000D+00  

 

and here is the overlap matrix from Gaussian  

****** Overlap ******  

             1             2             3             4  

   1  0.100000D+01  

   2  0.645898D+00  0.100000D+01  

   3  0.400371D+00  0.478902D+00  0.100000D+01  

   4  0.478902D+00  0.834305D+00  0.645898D+00  0.100000D+01  

 

U can verify this by manual calculation(I use matlab,the following code   

will do the work)  

Matlab code to calculate overlap between 1S and 2S(namely matrix element (2,1))  

sym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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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4.5018*1.1^2/pi)^(3/4)  

N2=(2*0.681444*1.1^2/pi)^(3/4)  

N3=(2*0.151398*1.1^2/pi)^(3/4)  

G1=N1*exp(-4.5018*1.1^2*r^2);  

G2=N2*exp(-0.681444*1.1^2*r^2);  

G3=N3*exp(-0.151398*1.1^2*r^2);  

S1=0.156285*G1+0.904691*G2;  

S2=G3;  

4*pi*int(r^2*S1^2,r,0,inf)  

vpa(ans)  

4*pi*int(r^2*S2^2,r,0,inf)  

vpa(ans)  

4*pi*int(r^2*S1*S2,r,0,inf)  

vpa(ans)  

 

From output,u can see that <1S|1S>=1 <2S|2S>=1 and <1S|2S>=.64589821  

exactly as Gaussian predicted.  

Hehe,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just to remind everyone--do not use 

Gaussian as a black box and it is nothing mysterious. 

 
3.11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现有的基组不能计算极高的电子态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2 12:15:09 2002)  

 即使用 aug-cc-PVTZ 这样的基组计算第一、二行的元素构成的分子，  

 算到主量子数 N=5 就差不多了，再高就超过电离极限了。  

 对含有重元素的分子，一般都只计算 low-lying 电子态，少数文章  

 再计算几个较低的 Redberg 态。再高的电子态还没见到有计算的。  

 但是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 ZEKE 光谱技术，可以观察到主量子数 N=  

 50，100 甚至到 300 以上的电子态，其中包括像 AgCl 这样的分子。  

 有没有能够计算这些电子态的基组呢？ 

发信人: dreamroma (梦回罗马),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现有的基组不能计算极高的电子态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2 12:49:13 2002)  

关键并不是基组问题，你想，那么高的激发态（如你所说的 ZEKE 谱， 注意不是光谱，而且也不是近几

年发展起来的技术），怎么会不受到连续态的作用，连续态的处理是单纯的组态方法所不能解决的，基组  

本身也并不能改善什么。重要的还是方法。高激发态不管对分子还是原子，都是比较难的问题。 对于原

子而言，可以用经验的量子数亏损的多项展开式，通过对较低激发态能级进行拟合来计算高激发态能级，

我想分子也可以一试。  

文献参见 Chem.Phys.248(2000)37 

发信人: dreamroma (梦回罗马),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现有的基组不能计算极高的电子态吧？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22 13:03:09 2002)  

如果使用 ab initio，键长肯定是在给定的某一构型下计算的（至少目前是这样，如果考虑动态效应，计算

将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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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光谱也可以计算（包括振子强度）， 文献 JCP76(1982)4311  

 

3.12 （二）关于基组的设置  

§2-1.基组  

    基组有两种，一种是全电子基组，另一种是价电子基组。价电子基组对内层的电子用包含了相对论

效应的赝势（缩写 PP，也称为模型势， 有效核势，缩写 ECP）进行近似。以铟原子为例，可以输入

下面的命令来观察铟原子 3-21G 基组的形式：  

# 3-21G GFPrint  

 

In  

 

0,2  

In  

输出结果为：  

3-21G (6D, 7F)  

S 3 1.00                                      N=1 层，s 轨道  

.1221454700E+05 .6124760000E-01  

.1848913600E+04 .3676754000E+00  

.4063683300E+03 .6901359000E+00  

SP 3 1.00                                     N=2 层，s 和 p 轨道  

.5504422550E+03 -.1127094330E+00 .1523702990E+00  

.1197743540E+03 .8344349530E-01 .6096507530E+00  

.3866926950E+02 .9696880360E+00 .3970249500E+00  

SP 3 1.00                                     N=3 层，s 和 p 轨道  

.4702931320E+02 -.2758954250E+00 -.1408484750E+00  

.2249642350E+02 .5977348150E-01 .5290866940E+00  

.6697116970E+01 .1082147540E+01 .6620681110E+00  

D 3 1.00                                      N=3 层，d 轨道  

.1021735600E+03 .1205559000E+00  

.2839463200E+02 .4884976000E+00  

.8924804500E+01 .5850190000E+00  

SP 3 1.00                                     N=4 层，s 和 p 轨道  

.6572360380E+01 .4284830560E+00 .1091304620E-01  

.2502157560E+01 -.4633643610E+00 .5036758870E+00  

.9420245940E+00 -.8219679320E+00 .5581808650E+00  

D 3 1.00                                      N=4 层，d 轨道  

.4535363700E+01 .2508574000E+00  

.1537148100E+01 .5693113000E+00  

.4994922600E+00 .3840635000E+00  

            以上都是内层电子轨道，每个轨道用三个高斯型函数拟合，  

            也就是 3-21G 中的 3。  

SP 2 1.00                                     N=5 层，s 和 p 轨道  

.1001221380E+01 -.4364171950E+00 -.2316333510E-01  

.1659704190E+00 .1189893480E+01 -.9903308880E+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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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价电子轨道，每个轨道用二个高斯型函数拟合，也就是 3-21G 中的 2。  

SP 1 1.00                                     N=6 层，s 和 p 轨道  

.5433974090E-01 .1000000000E+01 .1000000000E+01  

            这是空轨道，每个轨道用一个高斯型函数拟合，也就是  

            3-21G 中的 1。  

可见 3-21G 是全电子基组。再看看铟原子 LanL2DZ 基组的结果：  

LANL2DZ (5D, 7F)  

S 2 1.00  

.4915000000E+00 -.4241868100E+01  

.3404000000E+00 .4478482600E+01  

S 1 1.00  

.7740000000E-01 .1000000000E+01  

P 2 1.00  

.9755000000E+00 -.1226473000E+00  

.1550000000E+00 .1041757100E+01  

P 1 1.00  

.4740000000E-01 .1000000000E+01  

这些都是价电子轨道。在 ECP 上加上了双 zeta（DZ）基组。所以 LanL2DZ 是价电子基组。  

    在 GAUSSIAN 中，CEP 也是很重要的价电子基组，并且 98 版中对元素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 86 号

元素 Rn。需要注意的是，超过了 Ar 元素后，每一种元素的 CEP-4G，CEP-31G，CEP-121G 是等价的

（和加了极化*的 CEP 还是有区别的）。SDD 适用于除了 Fr 和 Ra 以外的所有元素，但是结果的准确

性并不太好。另外，在下面的两个网址，有几乎整个周期表元素的赝势下载，不过我想不出那些短寿

命的超铀元素有什么用：  

http://www.mapr.ucl.ac.be/ABINIT  

http://www.theochem.uni-stuttgart.de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方法不需要输入基组，像各种半经验方法，G1， G2 等等。  

 

3.13 .基组的选择  

    《中国科学》B30（5），2000，419 页的文章给出了一种选择基组的方案，认为基函数的选择应该根据体  

系中不同原子的性质及实际的化学环境：  

    1。描述一般体系时可根据该原子在元素周期表的位置从左到右依次增加基函数用量。  

    2。对核负电原子，使用更多的基函数以及适当的极化函数或弥散函数。对核正电原子，基函数用量可适

当减少。  

    3。对正常饱和共价键原子不需要增加极化或弥散函数，对氢键、弱相互作用体系、官能团、零价或低价

态金属原子等敏感体系，要增加极化或弥散函数。 这样就可以用适中的基组和可承受的计算量的到相当可

靠的计算结果。方案适用于 HF，MPn，DFT 等计算中。  

    在 GAUSSIAN 中有关的关键字是 ExtraBasis 和 Gen。二者都是在 route section 指定基组的基础上，再加

上附加的基函数。不同的是 Gen 可以自己定义基组。实际上可并不那么简单。下面是一个使用 ExtraBasis

的例子：  

# HF/3-21G ExtraBasis  

AgCl  

molecule specification  

Cl 0  

6-311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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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对分子中所有的原子都使用 3-21G，但是对 Cl 原子使用更大的  

 基组 6-311G(d,p)。  

    如果计算过程中报错，一般是由于下面两点原因造成的：  

1。并不是所有的基组都可以用（哪些基组适用于哪些原子需要去参考帮助文件），即使是分别适用于不同

原子的各个基组，放在一起也不一定就行，可能有个匹配的问题。所以需要多试。  

2。基组设置的顺序问题。还是看上面的例子，我认为 route section 一行中设置的基组应该适用于分子中所

有的原子（或者应该是比较小的基组）——虽然在计算中并不对所有的原子都使用这个基组，而在分子坐

标下面定义的基组只要对该原子适用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是大一些的基组）。比如，如果把上面的输入变成：  

# HF/6-311G(d,p) ExtraBasis  

AgCl  

molecule specification  

Ag 0  

3-21G  

****  

虽然都是对 Ag 原子用 3-21G 基组，对 Cl 原子用 6-311G(d,p)基组，但是可能会报错。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总

是如此，Ag 和 Cl 的基组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可能并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有时候注意基组顺序确实可以解决

问题。 

 

3.14 有谁对赝势基组比较感兴趣，come in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有谁对赝势基组比较感兴趣，come i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0 20:23:58 2002), 站内信件  

没有有关赝势基组加极化函数的文章？ 比如在第一过渡系列中加入 f 轨道。 

   Re: 有谁对赝势基组比较感兴趣，come in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谁对赝势基组比较感兴趣，come in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0 21:30:00 2002), 站内信件  

It is by no mean to add a very large polarization function to pseudopoten- tial basus sets.  

As an examples, for first row transition metal ecp basis sets(1s,2s,2p in core),  

if we add 3df(6d, 10f), then we have 28 more functions,  

however, another all-electrons basis sets(single-zeta for 1s, 2s, and 2p)  

polarized by 1df only have 21 more functions than the original ECP basis  

sets. As pseudopotential give some errors,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later one. 

 

3.15 请问：如何计算基函数的个数？  

   发信人: sanwu (sanw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如何计算基函数的个数？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Nov 22 10:57:08 2002), 站内信件  

在使用 6-31G*计算水时，发现计算机的输出结果： 19 个 basis function 36 个 primitive function  

不知 basis function 是不是 STO？ primitive function 是不是 GTO？  

其中 6-31G*中的*是不是表示对于非氢素加上极化函数？ 如果是，那又怎么加，有什么规则没有？  

另外，在使用 6-31G 计算 Se 时发现计算机输出 24 个 basis function  

77 个 primitive function 如果 basis function 就是表示 STO， 且 primitive function 就是表示 GTO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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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用手算出来的是 22 个 STO   100 个 GTO，（应该没算错）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Re: 请问：如何计算基函数的个数？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如何计算基函数的个数？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Nov 22 18:14:51 2002), 站内信件  

For the first question, yes, * means polarization function for non-H atoms.  

One thing should mentioned is gaussian use 6d to calculate. This is just  

technique problems, you can look it as d+s.Therefore for H2o, O:1s2s2p(d)  

1+1*2+3*2+6=15; H: 1*2=2, total 15+2*2=19.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6-31g in gaussian is not exactly 6-31 for atoms   

later than the second row. You can use gfinput to print the basis sets and see  

what it is. Like Se, the basis sets are (14s11p5d)/[6s4p1d], 77 primitive  

function and 24 basis function. 

 
3.15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26 12:06:17 2002), 站内  

在计算含有过渡金属的体系时，基组选择必须要慎重。考虑金属的相对论效应是必须的，然而，在

Gaussian 基组设置时，一般的基组与 Gaussian 中提供的相对论基组混合时。结果一般较差，所以在文

献中很少这样使用。我曾经做过过渡金属与苯环的相互作用，在全价电子的计算中，优化的结构很好。

但利用混合的基组却结果极差。我现在在测试各种组合基组进行计算，等过一段时间将结果贴出来。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7 00:37:47 2002), 站内  

Have you ever checked that for the first-row transition metal, the  

relativistic effect is also quite important? If so, do you mean  

6-311g in gaussian is not a good basis sets for the first row-  

transition metal?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7 00:49:04 2002), 站内  

say for gold...  

I used LAND2DZ,what other choice can u make?  

Can u do all electron calculatin for elements like gold?  

just curious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7 12:04:53 2002), 站内  

For the first-row transition metals, the ECP calculation and AE  

calculation show minial difference. And you can find some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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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he calculation was based on AE calculation. But for other  

transiton metal elements, ECP maybe a better choice. As for first  

row TM elements, most calculation also based on ECP calculation.  

Lanl2dz seems good, but the basis functions are small compare to AE  

calculation. So the CEP121G may better than it.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7 16:47:46 2002), 站内  

The CEP122G included in gaussianare only for H-Cl, is this basis sets   

also available for move heavy atoms? If so, can you give us some reference  

for it? For very heavy atoms, I usually use ADF and turbomole to calculate.  

The package gives triple-zata ecp basis sets(with polarization function) for them.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7 18:22:26 2002), 站内  

For other elements, CEP121G=CEP4G etal,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tirple-zata ecp basis sets in trubomole is TZVP +ECP. As  

for me, the Stuggart ECP 1997 basis sets are well for transition  

metal elements.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混合基组的使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7 19:44:11 2002), 站内  

Gaussian manual said that cep4g is a minimal basis sets. 

Yes, the triple-zata ecp basis sets in turbomole is TZVP+ECP,  

there are also TZVPP+ECP. 

 
3.16 请教有关赝势基组的问题  

发信人: sanwu (sanw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有关赝势基组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Nov 16 12:15:30 2002), 站内信件  

在 ONIOM 中输入赝势时发现总出错，请各位提出好的建议和意见！  

输入文件和输出结果分别如下：  

%chk=c2h5Ni  

#P ONIOM(B3LYP/GenECP:uff)  Pseudo=read   opt  gfinput scfcyc=550  

 

test  

 

0   2    0   2  

Ni   -1.060730   -1.276077    0.936172   H  

C    -0.578796   -0.052841   -0.463043   H  

C     0.787125    0.581635   -0.141830   L   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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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0.516754   -0.590042   -1.409424   H  

H    -1.334473    0.729080   -0.537842   H  

H     1.060730    1.276077   -0.936172   L  

H     0.725113    1.118820    0.804565   L  

H     1.542831   -0.200302   -0.067017   L  

 

 

Ni 0  

 lanl2dz  

****  

2  4  5 0  

6-31G*  

****  

 

Ni  0  

lanl2dz  

 

 

 

 

输出结果如下：  

 

 Leave Link  716 at Fri Nov 15 21:32:54 2002, MaxMem=    6291456 cpu:       0.0  

 (Enter /data/g98/l120.exe)  

 ONIOM: generating new system at layer 1  

 ONIOM: saving gridpoint 2  

 ONIOM: restoring gridpoint 1  

 Leave Link  120 at Fri Nov 15 21:32:54 2002, MaxMem=    6291456 cpu:       0.0  

 (Enter /data/g98/l301.exe)  

 Standard basis: VSTO-3G (5D, 7F)  

 ==============================================================================

=  

====================================================  

 PSEUDOPOTENTIAL PARAMETERS  

 ==============================================================================

=  

====================================================  

  CENTER     ATOMIC      VALENCE      ANGULAR      POWER  

                               COORDINATES  

  NUMBER     NUMBER     ELECTRONS     MOMENTUM     OF R      EXPONENT        COE  

FFICIENT                X           Y           Z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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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F while reading ECP pointer card.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ata/g98/l301.exe.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4 minutes  9.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35 Int=    0 D2E=    0 Chk=   34 Scr=    1 

   Re: 请教有关赝势基组的问题  

发信人: code (蝌蚪),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有关赝势基组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Nov 17 06:31:16 2002), 站内信件  

从你的结果来看，由于 oniom 模型计算 layer 2: uff 不需要赝势， 你只需在调整输入即可。 在 Ni 的基

组前加一空行就可以了 

    

分子坐标之后只能空一行，空两行表示文件结束，不信你把后面的都删掉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 

 Re: 请教有关赝势基组的问题  

发信人: sanwu (sanw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有关赝势基组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Nov 27 08:55:27 2002), 站内  

不完全是，还要将 pseudo=read 去掉，因为 ONIOM(b3lyp/GenECP:UFF)表示只有高精度层用使用外部输

入的赝势基组，而加了 pseudo=read 表示低精度层也要读取外部的输入的基组。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相助！ 

 
3.17 Re: 请高手指点：如何使用 LANL1 与 LANL2 混和基组？  

发信人: hnnew (能带),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高手指点：如何使用 LANL1 与 LANL2 混和基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Dec 27 17:27:13 2002), 站内  

可以这样输入  

Pd  

Pd，1，2.76  

 

1 0  

LANL1MB  

****  

 

2 0  

LANL2DZ  

****  

 

1 0  

LANL1MB  

****  

2 0  

LANL2DZ 

    Re: 请高手指点：如何使用 LANL1 与 LANL2 混和基组？  

发信人: puman (跃马扬鞭),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高手指点：如何使用 LANL1 与 LANL2 混和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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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Dec 29 19:17:48 2002), 站内  

多谢,可是在 L301 died,请教需要哪些关键词? 

     Re: 请高手指点：如何使用 LANL1 与 LANL2 混和基组？  

发信人: puman (跃马扬鞭),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高手指点：如何使用 LANL1 与 LANL2 混和基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Dec 30 18:45:22 2002), 站内  

如果按你说的这样写,结果出现 Warning:  center   2 has no basis functions! 请问在您说的输入文件中,是

否是自己输入 ECP 参数?谢谢你的细致。 其实要将 lanl1 and land2 混合用存在不匹配问题。 

    Re: 请高手指点：如何使用 LANL1 与 LANL2 混和基组？  

发信人: puman (跃马扬鞭),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高手指点：如何使用 LANL1 与 LANL2 混和基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Dec 30 22:16:19 2002), 站内  

没错儿,不是说没有规定基函数,就是说没有势函数.可是已有文献报道有 LANL1DZ 与 LANL2DZ 混和

使用的情况,可怎么也找不到正确的输入方法,给这些作者写信,不理,他们不回信. 您试过对同一元素(过

渡金属)混和 ECP 算法吗?  

您这个输入方法从哪儿体会得到的? 谢谢! 

    Re: 请高手指点：如何使用 LANL1 与 LANL2 混和基组？  

发信人: puman (跃马扬鞭),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高手指点：如何使用 LANL1 与 LANL2 混和基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Dec 31 09:09:42 2002), 站内  

可以加快计算速度,这对于理论计算是很重要的吧,并且混和基组的结果也是很不错的  

【 在 lgn (adf) 的大作中提到: 】  

: 何必呢,我想这种混合基组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3.18 Two-electron integral symmetry is turned on. 

There are 212 occupied orbitals but only 166 basis functions!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f:\G98W\l301.exe.  

用的混合基组计算，LanL2DZ for Pt，6-311++G** for others，就会出错 

如果只用 LanL2DZ 就不出错 

如果用 gen 关键词，后面指定都用 lanl2dz 也是出错 

到底怎么回事呀？  

另外，对于 Pt 用什么样的基组比较合适？  

     你的出错信息中有这么一句话：“There are 212 occupied orbitals but only 166 basis 

functions!” 

看看输入文件有没有错！ 

      势函数未指定 

     vliant   说得很对，就是 pt 的内层电子的赝势函数。 

没有制定势函数，那么 Pt 的内层电子也需要基函数来处理，就会出现基函数不够用的情况“：

“There are 212 occupied orbitals but only 166 basis func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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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势函数是不是就是在 

****后空一行再加 

C 0 

6-311++G** 

H 0 

6-311++G** 

Pt 0 

LanL2DZ  

不行呀，还是出错 

Projected Huckel Guess. 

Unable to project full set of read-in orbitals. 

Projecting just the 212 occupied ones. 

Unable to project read-in occupied orbitals.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G98W\l401.exe.  

  vliant    写的差不多就是对的啊。（命令行加上 Pseudo=Read ）在****后面空行，加上对 Pt

的势函数。注意，lanl2dz 是对 Pt 使用赝势啊，可没有对 C，O。 

  搞定，谢谢,加了这个 Pseudo=Read 后就行了 

 
3.19  我在计算 Y+3 与 F-时 Y 用的基组 Lanl2dz 而 F 是自己拟合的基组但是 g98 出现如下  
问题 
    Warning:  center   2 has no basis functions! 
   There are  23 occupied orbitals but only  22 basis functions!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g98study\l301.exe. 
   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我如何改正这个错误？ 
      

 基函数不夠 

要加赝势的 

       你看看这个  

#p b3lyp/gen opt=z-matrix pop=reg gfinput test Pseudo=Read  

 

testing  

 

0,1  

c  

c   1 cc2      

c   2 cc3        1 ccc3        

c   3 cc4        2 ccc4         1 dih4    

h   1 hc5        2 hcc5         3 dih5    

h   1 hc6        2 hcc6         3 dih6    

h   1 hc7        2 hcc7         3 dih7    

h   2 hc8        3 hcc8         4 di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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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 hc9        3 hcc9         4 dih9    

h   3 hc10       2 hcc10        1 dih10    

h   3 hc11       2 hcc11        1 dih11    

h   4 hc12       3 hcc12        2 dih12    

h   4 hc13       3 hcc13        2 dih13    

h   4 hc14       3 hcc14        2 dih14    

xx   9  1.00000   2   90.000     3 180.000  

pt   9 pth16     15 pthxx16      2 dih16    

pt  16  2.76760   9 ptpth17     15 dih17    

pt  17  2.76760  16   90.000     9 dih18    

pt  18  2.76760  17   90.000    16   0.000  

pt  16  2.57080  17   48.934    18  -58.36  

 

cc2         1.531296  

cc3         1.532905  

ccc3        113.391  

cc4         1.531298  

ccc4        113.391  

dih4        179.967  

hc5         1.094712  

hcc5        111.191  

dih5         59.835  

hc6         1.094699  

hcc6        111.191  

dih6        -59.950  

hc7         1.093619  

hcc7        111.462  

dih7        179.940  

hc8         1.097088  

hcc8        109.126  

dih8         57.680  

hc9         1.097081  

hcc9        109.121  

dih9        -57.740  

hc10        1.097082  

hcc10       109.121  

dih10       -57.740  

hc11        1.097087  

hcc11       109.126  

dih11        57.680  

hc12        1.093618  

hcc12       111.462  

dih12       179.939  

hc13        1.09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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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13       111.191  

dih13        59.834  

hc14        1.094698  

hcc14       111.191  

dih14       -59.951  

pth16       2.087400  

pthxx16      90.000  

dih16       180.000  

ptpth17      90.000  

dih17       180.000  

dih18        90.000  

 

C H 0  

6-311++G**  

****  

Pt 0  

LanL2DZ  

****  

 

Pt 0  

LanL2DZ 

       
     非常感谢！ 

还能请教你一下吗？我见到有人用 scf=sleazy 后面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用啊？并且你上面的输

入中用的 gfinput 在什么情况下用呢？对了， 后输入赝势时是不是与前面空一行就够了啊？谢谢！ 
       我发现有人用赝势法计算 Y,而我自己拟合出了 F 的基组，但是当我计算时又出现了如下问题：

WANTED AN INTEGER AS INPUT. 

 FOUND A FLOATING POINT NUMBER AS INPUT. 

 S 8  

1.0   

  ?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g98study\l301.exe. 

请问这是什么东东啊？怎样改正呢？谢谢！  

Gaussian 的输入里小数点不能乱加或减的  

gfinput 是为了用 molden 分析数据，没什么用的  

其实我不懂的，别人帮我写的 gjf，我就拿来给你看了  

 从这个提示：FOUND A FLOATING POINT NUMBER AS INPUT 可看出你输入的数据有整数，高斯默

认的数据是要有小数点的，你仔细检查一下输入文件吧。 

 你是如何拟合 F的基组呢？讲来听听^_^。  

 

 scf=sleazy 是在 scf 计算的时候放松收敛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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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H 原子计算中关于轨道构成的问题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 原子计算中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Feb 27 03:45:05 2002)  

Alpha  occ. eigenvalues --   -0.31617  

 Alpha virt. eigenvalues --    0.71090  

  Beta virt. eigenvalues --    0.06729   1.07729  

问题一：为什么氢原子中 a 和 b 的轨道能差那么多？偶觉得应该简并才对呀  

     Alpha Molecular Orbital Coefficients  

                           1         2  

                           O         V  

     EIGENVALUES --    -0.31617   0.71090  

   1 1   H  1S          0.43091   1.25661  

   2        2S          0.66226  -1.15159  

问题二：是不是氢原子 1S 的轨道就可以用 0.43091*orbital1+1.25661*orbital2 来表示？  

而 orbital1 和 orbital2 则可以通过察看 631.gbs 文件得到解析形式。呵呵，这样是不是  

就可以得到轨道的解析表达？以后做数值积分就会很方便啦。  

     Beta Molecular Orbital Coefficients.  

                           1         2  

                           V         V  

     EIGENVALUES --     0.06729   1.07729  

   1 1   H  1S          0.19262   1.31440  

   2        2S          0.86264  -1.01025  

     ALPHA DENSITY MATRIX.  

                           1         2  

   1 1   H  1S          0.18568  

   2        2S          0.28538   0.43859  

问题三：这里的 Density Matrix 是什么意思？  

     BETA DENSITY MATRIX.  

                           1         2  

   1 1   H  1S          0.00000  

   2        2S          0.00000   0.00000  

    Full Mulliken population analysis:  

                           1         2  

   1 1   H  1S          0.18568  

   2        2S          0.18786   0.43859  

问题四：这里的几个数又是什么意思？  

     Gross orbital populations:  

                         TOTAL     ALPHA     BETA      SPIN  

   1 1   H  1S          0.37355   0.37355   0.00000   0.37355  

   2        2S          0.62645   0.62645   0.00000   0.62645  

问题五：这个又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填充氢的基态？为什么 2S 上还有电子呀？  

 

发信人: zyli (andrew), 信区: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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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H 原子计算中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Feb 27 15:03:32 2002)  

 

//hehe,这种简单的系统 可以考验我们的概念了  

1.如果不是自旋限制,没有道理 alpha 和 beta 要能量简并吧  

2.应该是 orbital1=0.43091*1S+0.66226*2S, also see the 5 point.  

  gaussian 分子轨道确实可以解析表示出来的  

3.The density matrix is the sum over occupied MO,  

if you have the knowledge on density operator in   

quantum mechanic(sum of |n><n|, remenber now?),   

you can understand the density matrix easily.  

4.the Mulliken population analysis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pruduct of density matrix and overlap matrix.  

Gross orbital populations are the diagonal elements.  

5.you have mis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1S,2S presented  

here. it's just stand for basis function. since g98  

use the analytical basis, it is not a good approximation  

of real orbital even for atoms. so you can consider the   

molecular orbital 1 as the 1S orbital of H. In fact, in  

quantum chemistry package DMol, which use the numerical  

basis, you can get the molecular orbital coefficients  

with one nearly 1.0 and the other nearly 0.0 

 

【 在 zyli (andrew) 的大作中提到: 】  

: 标  题: Re: H 原子计算中的问题  

: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Feb 27 15:03:32 2002)  

:   

: //hehe,这种简单的系统 可以考验我们的概念了  

: 1.如果不是自旋限制,没有道理 alpha 和 beta 要能量简并吧  

我想是因为 H 原子有一个 alpha 电子造成的，如果是 H+离子，应该简并  

 

:   

: 2.应该是 orbital1=0.43091*1S+0.66226*2S, also see  

: the 5 point.  

:   gaussian 分子轨道确实可以解析表示出来的  

用 GFPrint 关键词不就可以了吗？  

 
   : H 原子继续讨论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 原子继续讨论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Feb 28 01:56:10 2002)  

 

我用了 gfprint,得到如下输出  

Standard basis: 6-31G (6D, 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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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TOMIC CENTER             *        ATOMIC ORBITAL       *      

                 GAUSSIAN FUNCTIONS                    *  

 ***************************************************************************  

********************************************************  

 *                                       * FUNCTION    SHELL    SCALE  *      

                                                       *  

 *    ATOM   X-COORD  Y-COORD  Z-COORD   *  NUMBER     TYPE     FACTOR *  EX  

PONENT    S-COEF      P-COEF      D-COEF      F-COEF   *  

 ***************************************************************************  

********************************************************  

 *     H      0.00000  0.00000  0.00000                                       

                                                       *  

+                                                1   S           1.00  

+                                                                      0.187  

311D+020.334946D-010.000000D+000.000000D+000.000000D+00  

 *                                                                     0.282  

539D+010.234727D+000.000000D+000.000000D+000.000000D+00*  

 *                                                                     0.640  

122D+000.813757D+000.000000D+000.000000D+000.000000D+00*  

 *                                               2   S           1.00         

                                                       *  

+                                                                      0.161  

278D+000.100000D+010.000000D+000.000000D+000.000000D+00  

 ***************************************************************************  

********************************************************  

不太好看，大家可以自己 run 一下，就有输出了  

首先偶注意到的事 Gaussian Function 那一栏下面的 Exponenet 和 Coef 一栏中的数字和  

文件 631.gbs 中的一样。所以说这两者好像是等效的。我再试试有 p orbital 的情况。  

其次，针对 zyli 的 density matrix 地解释，量子力学中的定义是 pho=sigma(Wi*|n><n|)  

其中 Wi 是各个态出现的概率。sigma(Wi)=1.不知道和你的定义是否相同  

另外，输出中 Total atomic spin densities:  

              1  

  1  H    1.000000  

是不是 density of spin(a)-density of spin(b)呀？ 
 
3.20 看文献上说 HOMO、LUMO 轨道中哪个原子占百分之多少，或哪个原子的 3d 或其它轨

道后面接括号里面一些数字。  这些百分之几，这些数字是不是就是 从

Molecular Orbital Coefficients 算出来的？ 怎么算？  
好像是用 NBO 做的分析.在关键词中加入 pop=reg 等，就可以看到轨道的 AO 线性组合，

但是里面的原始数据并没有归一化。需要做一下归一化。 
 

是对基组的展开系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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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所有原子轨道（如 3dz, 2px）在形成的分子轨道中的权重（系数）， 
这个 2px 什么的是指 GTO 吧，由于 GTO 不正交，所以系数也就乱七八糟。 
实际上就是 MO 用原子轨道的系数 Ci。只要再归一化就可以了。 
2p 轨道由 2px,2py,2pz 三个轨道叠加形成，这三个轨道的函数形式为：  
C'*x*exp(-alpha*r*r)  
C'*y*exp(-alpha*r*r)  
C'*z*exp(-alpha*r*r)  
alpha 为轨道指数(exponents)，C'为轨道系数(coefficients)，在由  
.chk 生成的.fch 文件中有这些系数，根据这些系数可以写出分子波函数  
详见陈念陔、高坡、乐征宇著：量子化学理论基础（推荐），232 页。 
错了，还得加上展开系数（MO coefficients）才能写出波函数，刚才的只是基组 
建议打开一个 fch 文件（记事本就可以，太大就用写字板 or UltraEdit）看看。  
里面有很多信息。 
那有有没有什么软件来处理这些数据呢？  
我的意思就是打开一个 gaussian 输出文件或.fch 文件就能分析出 HOMO、LUMO 是主要由

哪些  
原子轨道组成？百分比如何？ 
那怎么做归一化呢？  
是不是就是系数的平方和等于 1 
 
3.21 轨道与对称性 
   对于没有接触过群论的同学来说,计算结果中常出现类似于 A1,B2 之类的符号,其实它们

的作用类似于原子光谱和分子光谱中的谱项一样,用来标志体系的电子状态.对于原子,我们

用原子光谱来标志,如 S,P,D 等,对于直线型分子,用分子光谱,而对于非线性的多原子分子,如
果具有对称性的话,就用表示对称性的不可约表示来标志,因为体系的哈密顿和转动算符具有

相同的本征函数,即波函数可作为不可约表示的基.对于以下符号的意义,引自 F.A.Cotton<群
论在化学中的运用>: 
(1)所有一维表示为 A 或 B,二维为 E;三维为 T; 
(2)对于绕主轴 Cn 转动 2pi/n,对称的一维表示用 A 标记,反对称的用 B 标记. 
(3)下标 1 和 2 通常附加到 A 或 B 上,用来分别标志它们对于垂直于主轴的 C2 轴是对称的或

是反称的,如没有 C2 轴,标志对于垂直对称面是对称的或是反对称的. 
(4)'和"附加在所有字符上,用来分别指它们对水平面是对称的还是反对称的. 
(5)在有反演中心的群中,下标 g,u 标志对对称中心是对称还是反对称; 
    在计算结果中,单电子轨道作为不可约表示的基,体系的对称性即所有不可约表示的直积,
这个即是用来标志电子态,而跟所用的计算方法无关,计算方法只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性,而
不会影响对称性.因此对同一个电子态,如 5B2 吧,HF 和 DFT 都可以算得出来.  
有一点疑问，单用不可约表示符号应该是表示的分子轨道的对称性吧？若是表示分子电子

态，是不是在右的,.角还要给个自旋多重度什么的？ 
要在对称性的左上角给出分子的自旋多重度,即 2S+1,S 为体系总自旋量子数,用以标志分子

电子态上 
 [这个贴子 后由 supi 在 2003/09/07 09:25pm 第 1 次编辑] 
 
我补充说几句： 
对于线性多原子分子，它具有轴对称电场，电子轨道角动量的轴向分量是守恒的，因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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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轨道可以计为：σ，δ，π，把电子态记为：∑，∏，∆。线性多原子分子如有对称中心，

就再加上 g，u 来表示 
对于非线性多原子分子，它就不能用一个量子数来表记电子态，由于对称操作是与哈密顿量

对易，因此具有某种对称性的非线性多原子分子可用分子所属点群的不可约表示来把电子态

和轨道分类。一般来说，用大写表记电子态，用小写表记分子轨道。比如，H2O 是 C2V 群

分子，C2V 群有 4 个不可约表示 A1，A2，B1，B2，则电子组态表示为 A1，A2，B1，B2，
分子轨道表示为 a1,a2,b1,b2.原来 O 原子的 s 轨道就是分子的 a1 轨道，而两个 H 的 s 轨道可

以组合成 a1 和 b2 轨道  
呵呵，我想，sym1979 的疑惑可能就在这里  
 
我觉得你还是没有讲清楚。这里有两类标记：轨道的标记和电子态的标记。  
 
谱项代表的是电子态，代表的是一个能级。对于电子谱项是用电子的量子数来标记的；对于

原子谱项是用原子的量子数标记的；对于分子谱项是用由其对称性来标记的。  
 
原子轨道的标记很明显是原子的轨道量子数 L，mL 标记；分子轨道的标记是按对称性标记

的。  
] 
 
   我觉得你不应当把电子谱项和原子谱项,分子谱项严格区分开,原子谱项和分子谱项本质

都是电子光谱,它们都是用电子的运动状态来标志体系的状态,只不过意义上有所不同.对于

多电子原子,在球对称场下,单电子的量子数已经失去意义,只有体系电子总的角动量和自旋

量子数守恒(不考虑磁相互作用),因此我们用总的角动量 L 和自旋量子数 S 来表示原子的状

态,而对于直线性的分子,如 supi 所说,此时体系总的角动量和自旋已经不守恒,而此时磁场还

具有轴对称性,因此角动量和自旋在轴连线的方向上的分量是守恒的,因此我们用此分量来表

示直线性分子的状态.而对于非线性的分子,角动量已失去意义,因此我们用单电子轨道的对

称性的直积来标志体系的状态. 
   也许称多原子谱项为电子谱项是一种习惯吧,我这样认为,但它还是分子谱项啊.  
 是啊，我这里欠考虑，你是对的。纠正如下： 
谱项代表的是电子态（也即电子谱项），代表的是一个能级。对于原子谱项是用原子的量子

数标记的；对于分子谱项是用由其对称性来标记的。  
原子轨道的标记是原子的轨道量子数 L，mL 标记；分子轨道的标记是按对称性标记的。  
 
对于配合物，整个结构单元的自旋多重度一般由金属离子或原子决定，从群论的观点我们可

以得到一定对称条件下该金属离子或原子在该对称性环境中的电子组态及对应的电子谱项，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哪一个谱项是能量 低的？也就是说其基态的自旋多重度应如何确

定？  
 
根据配位场的理论从群论的观点是可以推导出对称场下分裂的电子谱项,但是无法 
准确地确定各个谱项的能级顺序,基态也是可以确定的.但是这种推导仅限于非常简单的配合

物,应用比较有限.  
 
gauss 有时 scf 以后，给出的轨道对称性是？，怎么确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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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 stable=opt 以后，就有一大堆轨道是？了。怎么解决 
 
对称为"?",是程序没有判断出对称性,就是你的输入坐标有问题,如果你的输入一开始对称性

判断正确的话,你的结果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一些低对称性的体系采取一些技巧就可以在直角坐标中保持对称性,如果是高对称性的

体系可能只有用 GAMESS 来产生初始文件的输入坐标.G98 在高对称性的判断上是弱项.  
 
对分子输入采用虚原子固定对称性，以及你在内坐标的输入采用高对称性的输入（输入方式

的不同会对轨道对称性的判断产生影响）会避免这个问题  
如果体系不大，用手工输入， 好不要用 guassianview  
不是这样的。 
初始对称性 g98 给出来的是对的，相应的有初始轨道猜测。 
只是 SCF 以后（不是 opt），它就不能判断轨道对称性了。(就是那些 PIU,PIG,A,等等）。  
  
对称性的利用有两种，一种是在做几何结构优化的时候，要保持体系构型的对称性，Gauss
在这个方面是能做到的。另一种是利用对称性计算电子结构的时候。我只用 Gauss 算过很简

单的分子，比如含过渡元素的双原子分子，这种情况下 Gauss 一般不能识别我的体系的对称

性，(Gauss 号称能利用对应群的 Albel 子群，但也就是号称而已）这个问题也就是你提到的

问题，出现？。 
至于要自己判断某个分子轨道到底属于哪个不可约表示，只有自己去看这个分子轨道的组

成。更据这个组成来判断。很简单的例子，对于线性异核双原子分子，如果一个轨道都是由

px，dxz 贡献，那就是 Pix 轨道。  
 
对啊，优化的结果使得分子的对称性遭到破坏。我曾算过一个 D5h 构型的分子，优化后对

称性就往下降了，后面也是给出一堆的？？？，后来我通过改变分子构型的输入方法，就不

会了。这是我遇到的情况，不知你的具体情况如何？ 
我没有做分子优化啊，我只是做了一步单点计算。也会这样子吗？ 
 单点的结果不可信,昨天我算了一个 CH4 看看了,开始程序判断对称性为 Td,优化的过程

中出现了?,但是 后的结果没有出现?,对称性判断是正确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我是用直角

坐标,你 初的构型一定要对.  
 
你说的第二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  
 
我再说个题外话，如果初始构型输入得当，从 pop 分析来看，一个轨道都是由 px，dxz 贡献，

如果初始构型输入比较随便，这时你在 pop 分析上，却会发现本来是 PIx 轨道的会有一小部

分的其他轨道的掺入。当然，我做的这个分子要比异核双原子分子要来得复杂些。  
    厄米算符的本征方程解出来的全部本征函数的集体就叫本征函数系,它构成了数学上的

一种完备集合,称为完全系.完全系的物理意义这样简单理解,,例如在三维空间中的任何一个

矢量都可以用直角坐标系中三个轴分量表示出来,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矢量 r 可以对直角系中

三个互相垂直的单位轴向矢量,i,j,k 展开:  r=xi+yj+zk  因此 i,j,k 就构成三维空间的完全系,
即线性空间的一个基. 
   将实变量 x 定义在区间[a,b]内的函数 f(x)比喻成矢量,它在 x 轴上的值是连续变化的,可以

构成无限多个在x轴上的分量,因此是属于无限维空间内的一个矢量,这种空间称为函数空间.
当这函数空间形成柯西序列,它的级数的极限还包含在此函数空间内时,这种函数空间就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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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完备的,称为 Hilbert 空间.有了 Hilbert 空间内形成完全系的函数系之后，就可以用线性

展开的方式来表达同一空间内的作一未知函数。当然，被展开的未知函数要和函数的完全系

具有共同的边界条件，而这在量子力学的问题中一般即指平方可积的性质，即在无穷远处，

数值都趋于零。常见例子即高数中周期函数对傅里哀级数展开。 
   将分子轨道表达为原子轨道线性组合的方法称为 LCAO-MO 方法。理论上，分子轨道展

开为原子轨道的无穷级数，但是实际计算中只能取有限项逼近真实波函数。因此，根据基组

的大小，就有了极小基，扩展基，分裂价基等说。  
 
本来我们的计算方法理论上就存在一些问题,如 HF 方程是由能量取 小值的必要条件(而不

是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因此,它的解给出的能量可能只是能量曲面上的局部极小值或鞍点

而不是绝对 小值,这对于非金属体系的计算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它们基态的势阱深而

且唯一.但是对于含有过渡金属的体系,势能面上存在很多局域极小值对应于体系多个低能电

子组态,因此程序不可能给出绝对 小值所对应的组态.所以我们要 alter 拉,但是我不懂你说

的"如何用化学的方法，推测 homo 附近轨道的 
组成"是什么意思?  
 
比如氧气分子，我们不用计算，就可以推出，其 homo 是由两个 O 原子的 px,py 构成的 pi
轨道（PIG），homo－1 轨道是 px,py 构成的 PIU 轨道，而 lumo 是由 pz 构成的 SGU 轨道。  
   过渡金属麻烦在于 d 轨道未满，就像五个座位坐三个人一样，有很多种坐法，导致很多

不同的电子态。对于简单分子，如同 pupa 作出的分析一样，给出了二重态和四重态电子某

种可能的占据情况。因此，我们要先分析这三个原子组成的分子轨道情况，然后再把电子填

上去，就能得到各种不同的电子态。对于成键情况，pupa 已经分析的很详细了，不过对于

计算激发态，DFT 还是存在很大问题，还是用 CASSCF 比较好。  
  
下面引用由 helpme 在 2003/09/08 09:11am 发表的内容：  
en.计算出来的结果，不一定是正确的。  
我是想能不能根据化学成键的规律，来推测 MO 的组成情况。  
谢谢了！  
 
应该说，计算出来的结果，都能正确的反映体系的成键情况，只是由于本身程序和算法的问

题，pop 分析中会有其他轨道的混杂。  
根据化学成键规律来推测 MO 组成情况，比如在σ轨道中主要由 s，pz 轨道组成，在π轨道

中，主要由 px，py，d－1,d＋1 轨道组成  
  比如要分析某条分子轨道的成分,你从布居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条分子轨道是由 O,Au,O 的

原子轨道组成的,这些原子轨道的系数所谓权重就是表示原子轨道在这条分子轨道中所占的

成分,某条原子轨道的系数绝对值越大,表示这条轨道是主要成分.当然,一般看系数的绝对值,
而符号代表波函相位."两个原子的 MO，可以简单地分别由它们两个各提供一个 AO，组成

一个成键一个反键的 MO。",但是,你也知道,如果用大一点的基组,计算结果会含有其它原子

轨道的成分,仅管它们的成分小.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直接从 gaussian 的输出文件中知道是π轨道，还是σ轨道 
Sure. You can directly analyze the components of the molecule orbitals from the population in the 
*.log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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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 bluebird 在 2003/11/10 02:23pm 发表的内容：  
能不能说说，π轨道和σ轨道的组成上有什么差别？这方面我比较欠缺。  
 
这我在版面上说过了，当初的讨论还真是热烈：）你可以翻看一下  
 
我这里简述几句：  
 
π轨道主要是由 npx，npy，nd－1，nd+1 组成  
 
σ轨道主要是由 ns，npz（键轴方向），nd0  
 
还有，nd＋2，nd－2 主要是组成δ轨道。  
 
 
3.22 HOMO 与 LUMO 轨道能量的疑问 
计算 Benzene 的时候,分别采用 RHF/6-311G(d),MP2/6-311G(d),B3LYP/6-311G(d)和  
B3PW91/6-311G(d)作构型优化.得到的 HOMO 和 LUMO 能量如下:  

                     HOMO            LUMO        
RHF/6-311G(d)        -0.3355        0.13755  
MP2/6-311G(d)        -0.33356       0.13383  
B3LYP/6-311G(d)      -0.25551      -0.00807   
B3PW91/6-311G(d)     -0.25802      -0.01111  
令人感到迷惑不解. 
-- 
Give yourself away 
※ 来源:．瀚海星云 bbs.ustc.edu.cn [FROM: 202.38.95.57] 
确实怪异，但是考虑电子相关后，无论 MP2 还是 B3LYP 都是总能量升高，是否说明该问题

的特殊性？ 
MP2 考虑了电子相关,应该是分子总能量降低才对啊? 
1.DFT 算出来的 HOMO－LUMO 间距总是会偏小。 
2.HOMO，LUMO 的能量，和总能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吧？MP2 计算的总能量应该会比

HF 小一些。 
主要是用密度泛函算得 LUMO 轨道的能量怎么就变成负值了呢 
  HOMO,LUMO 的本征值和总能量的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除了 HF 方法有些例外,DFT 的

KS 轨道对应的本征值没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关于对于虚轨道的理解,《量子化学》书上有这么

一段：（对于 2P 个电子）HF 方程给出 P 个解。这 P 个解代表被 2P 个电子占据的空间轨道，

不过它并不限于这 P 个解，实际上它有无穷多个解，从第 P+1 个解以后，Fock 算符都一样。

这些解通常称为虚轨道。应当注意的是，按照自洽场的概念，把 2P 个单粒子态中的一个换

成一个由虚轨道构成的单粒子态，并不代表体系的激发态，因为这时势场也要改变。实际上

虚轨道顶多只能看成是 2P+1 个电子的体系中的 2P+1 个电子的轨道。如果 2P 电子体系是中

性原子或分子，则它的虚轨道就近似代表负离子的轨道。精确的 HF 计算表明，在这种情况

下，束缚态中一般并不存在这种虚轨道。 
   看来对于 HF 方法来说，LUMO 以上的虚轨道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不知道对于 DFT 中的

虚轨道怎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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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于 DFT，虚轨道也没有什么意义。 
 
3.23 HOMO-LUMO 能量倒置处理方法？  

各位大虾，G98 中，用 HF 方法计算金属氧化物的 HOMO-LUMO 能量正常，只是 Gap
稍微大了些，而我换用 B3LYP，考虑电子相关以后，HOMO-LUMO 能量出现倒置，而且还

很厉害，我采用 SCF=Vshift 后，情况没有好转。 
请问有什么其他的处理技巧和方法？谢谢！ 
你所说的 HOMO-LUMO 能量正常和能量出现倒置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SCF=Vshift 对密度泛函方法已经是默认,所以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HF 方法本身忽略了相关能的计算,计算结果是不准确的.Gap 可能比较有意义. 
还有就是你所计算的金属氧化物是否是过渡金属氧化物?如果是过渡金属氧化物,你所计算

的结果是否对应于基态?如果你得到的是一激发态,出现你所认为的 HOMO-LUMO 能量倒置

是可能的.   
 
这个问题一般可以这样解决。 
1.试试用 guess=(read,alter),交换能量倒置的两个轨道。 
2.试试用 stable=opt 。 
我计算的就是金属氧化物的基态，直接进行的 pop 的计算，因为 MnO2 是半导体，所以 Gap
很小，而 B3LYP 是为得到较小的 Gap，所以才会出现倒置严重的情况。你的意思是 HF 的

Gap 还好些吗？  
还有我的 KEY 里面用到了 symmetry=losse,如果再用 guess=alter,会出现错误，不能计算，所

以现在我一点办法都没。   
 
1.我记得 DFT 计算的 gap 会有偏小的趋势。HF 我不清楚。 
2.对于“还有我的 KEY 里面用到了 symmetry=losse,如果再用 guess=alter,会出现错误，不能

计算”，我不大理解。我觉得 symm=loose 和 guess=(read,alter)没有什么冲突啊，怎么会不能

计算呢？ （我试了一个，可以算的）另外，为什么要用 symm=loose 呢？这个只是在第一

步计算时，为了防止输入的坐标不能严格满足对称性时才用的。只要把初始输入的坐标严格

的按照对称性写好，就不必用这个参数了。 
  
我错了，是没有冲突，是我自己的 KEY 设置出了问题。我试试交换 HOMO 和 LUMO 看看

能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不过 HOMO 和 LUOMO 的值是不是和基组有很大关系？大基组与小基组对其 Gap 的影响有

什么不同，有多大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所指的倒置现象应该是空轨道的本征值比占据轨道的高,对吧?产生这个

现象的原因在于对于过渡金属的计算 G98 总不能给出正确的初始猜测,因此你的计算结果没

有能收敛到正确的基态,而是一个激发态.因此 helpme 建议你用 guess=(read,alter)就是为了得

到 MnO2 正确的电子组态.如果你得到正确的基态,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我并没有

说 HF 的 Gap 好,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明白 HF 分子轨道本征值的物理意义,实际上轨道本征

值的绝对值的大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Koopmans 定理也是个近似,只有计算结果 Gap 的值才

能和实验值比较才更有意义.同样对于 DFT 方法,一般认为本征值没明确的物理意义,你只能

用 Gap 值同实验值比较,看 DFT 方法是否计算结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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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LUMO 的值和基组应该有关系，但是正如上面 flyingheart 所说，homo，lumo 的值没

有什么意义，只有 gap 才可以和实验相比较。而 gap 的值，与基组的关系应该就小一点了。

不过还是有关的。这个可以试一下的。不同的体系，不好一概而论。  
  
基组对能量准确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基组得到的结果更准确,因为它更接近真实的波函

数,对于分子轨道的能量本征值来说,单电子方程是单电子算符作用在分子轨道波函上得到的,
因此是有影响的.对于 Hartree-Fock scheme 来说,根据 Koopmans 定理,占据轨道本征值为轨道

电离能的负值,物理意义是明确的,关于这点和 K 定理的局限讨论,在徐先的<量子化学>上册

就可以找到.   
谢谢两位。 
我用了 guess=(read,alter),但是可能我体系太大，又加了点电荷的缘故，体系老出现： 
   1301.exe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 
我不知道是不是输入出现问题，倒置轨道 HOMO LUMO 应该输入分子描述之后，但是我用

了自己输入的基组，赝势，以及 N 多的点电荷，无论我怎么加倒置的分子轨道都没办法通

过。 
  我又利用 charge=check, chkbasis，直接从 checkpoint 中读入基组和点电荷，只留下分子描

述，但是情况仍然没改善，也是 1301.exe 遇到问题，然后就是一串： 
Pseudo-potential data read from checkpoint file. 
There are   102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A1  symmetry. 
There are    62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A2  symmetry. 
There are    77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1  symmetry. 
There are    81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2  symmetry. 
Crude estimate of integral set expansion from redundant integrals=1.015. 
Integral buffers will be    262144 
一筹莫展   
 
我不知道你写得顺序，我也不知道别的顺序是不是就是不行， 
但是下面的顺序是一定行的： 
分子说明 
基组 
赝势 
交换轨道说明 
 
点电荷我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放在哪里。你再试试吧。  
  
按照上面的顺序，再在后面加点电荷，有错；  
如果从 checkpoint 读 point charge，报 L301.exe 出错；  
如果把交换轨道说明放在 point charges 之后，体系没有读出，和不交换没分别。  
只有继续寻找~~~~~~   
 
 
我试了一下，交换轨道确实要放在 point charge 后面的。  
你看看你的文件中，有没有这个：（非单重态闭壳层计算）  
Pairs of alpha orbitals swit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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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把你的 com 和 log 文件贴一下看看。  
  
非常感谢 helpme。G98W 就是因为文件太长，没办法加 后的两个空格才造成系统不认。 
不过你给的计算结果很好哦，除开 spine contamination 大点，其他都 OK。非常感谢。 
这个结果证明一点，我选用的体系能够代表 MnO2 晶体，因为其 Gap 是在半导体的 Gap 范

围内。谢谢哦：） 
劈开荆棘，勇敢前进。go go go! 
另：HF 计算得的轨道电子状态是 5-A1，而 B3LYP 的是 5-B2，它们代表什么意思，差别大

吗？   
 
5-A1，5-B2 是不同的电子态。 
对这个我不是很清楚，瞎说说。 
你说 HF 的计算结果是 5-A1，是 alter 以后的结果吗？ 
不同的计算方法应该可以得到一样的计算结果啊。除非哪个算得结果不对。   
 
就是 alter 以后 electronic state 变了，由原来的 5-A1，变成 5-B1。  
不知道这个对体系的能量呀，对称，还有 POPULATION 有什么影响？ 
 
怕算错了吧.看你的结果中有些原子基组都没有读进去  
 
Warning:  center  22 has no basis functions!  
Warning:  center  23 has no basis functions!  
Warning:  center  24 has no basis functions!  
Warning:  center  25 has no basis functions!  
Warning:  center  26 has no basis functions!  
Warning:  center  27 has no basis functions!  
Warning:  center  28 has no basis functions!  
Warning:  center  29 has no basis functions!  
Warning:  center  30 has no basis functions!  
Warning:  center  31 has no basis functions!  
Warning:  center  32 has no basis functions!   
 
那些我故意不加 basis set 的，那些是防止 O2-人为造成的物理极化，所加的 2+，只是采用

V2+-core ECP。  

讨论了这么久，我觉得对 HOMO-LUMO 倒置有两种有效方法：  

1. 先 HF 计算得到正确的 HOMO，LUMO 能量，保存 checkpoint,然后用 B3LYP，GUESS=read，

读 HF 的 checkpoint,这时是同一个 electronic state.  

2.在 B3LYP 中直接用 Guess=alter，交换倒置的 HOMO LUMO，但这时得到的 electronic state

会有变化。  

 不过现在我还不知道 electronic state 不同，对体系有什么影响？  

那位大虾知道讲讲。：）  please,help  

 

我的理解： 
1。有的时候，计算会收敛到错误的电子态上。所谓错误的电子态，就是非基态的电子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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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激发态。 
2。homo 和 lumo 反了，实际上就是电子态找错了。 
3。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我觉得是偶然的结果吧。也许 HF 也会算出错误的电子态。   
 
这个坑里大伙儿就一个一直错误的问题讨论了将近两个页面，却仍然没有注意到挖坑人在一

开始就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G98 中当使用点电荷作为环境时，是不允许计算依对称性来进

行的，在 G98 手册中关于 charge 的一节中明确要求使用 nosymm 关闭有关对称性的操作．  
 
我很诧异你居然能够找到 V2+core ECP.   这只有使用专门的赝势构造程序才可能得到，要

知道，在 V2+core 中 d 轨道是不完全填充的，即使是使用专用程序构造也必须小心建立其赝

势的具体形式． 
没有用过 charge 啊。不过我看了手册，没有您说的去掉对称性一说啊。  
  
Gaussian 的手册现在做得越来越粗糙了，网络版中是看不到这一点了.但是，在 test421 中有

关于 charge 使用的实例，其中对 H2O 这样的具有一定对称性的分子，即使使用了对称分布

的点电荷环境，也仍然使用了 nosymm 来关闭对称性．事实上，可以这样来推理 nosymm 的

必要性．H2O 分子具 C2V 对称性，但在靠近其Ｈ端放置一个 PC 后就不可能具有 C2V 对称

性了，而如果你不使用 nosymm 且 G98 输入的 H2O 构型仍为 C2v, 你从输出文件中仍然可

看到程序判断其具有 C2V 对称性，而事实上由于不对称分布的ＰＣ的存在，此时 H2O 分子

已不可能为 C2v 了， 这就造成了冲突，这也是前面挖坑人发现其作业常常在 l301 终止的

原因，因为此时发生了对称性冲突，单电子积分计算出错！    
 
pupa 能不能说清楚点？我程序出现 L1301.EXE 错误时，是在从 checkpoint 读入 point charges
时才出现的。其他情况是正常的。L 1301.EXE 好象是用来确定分子的标准输入方向。

%KJOB=L301 lingk 0 command quickly determine the standard orientation for a molecule.  
为什么我直接输入点电荷，采用 symm=loose，体系又不报 L 301.exe 出错呢？  
因为之前我输入过很多次点电荷，有对称的，不对称，对于不对称的，系统 多给不出轨道

的对称性，但仍然很正常的结束。当时我也用过 nosymm，但是由于没有轨道对称，我对结

果表示怀疑，所以才会挖出你所说的坑，这可不是恶作剧，多谢，还请帮忙！ 
The following info is adapted from l301.F.  
 
C     LINK 301  
C  
C1OV3  
C     GAUSSIAN SYSTEM INTEGRAL PACKAGE.  
C     OVERLAY THREE CONSISTS OF THE NECESSARY PROGRAMS TO EVALUATE  
C     THE ONE- AND TWO-ELECTRON INTEGRALS REQUIRED FOR AN SCF  
C     CALCULATION.  See Link1 for a list of the overlay 3 links.  
C  
C     NOTE THAT THERE IS SOME OVERLAP IN FUNCTIONALITY BETWEEN THE  
C     TWO-ELECTRON INTEGRAL PROGRAMS LISTED ABOVE.  IN REGULAR  
C     CALCULATIONS, ONE WOULD NORMALLY USE LINKS 301, 302, 303,  
C     311 AND 314 TO OBTAIN ALL THE NECESSARY INTEGRALS FOR BASIS  
C     FUNCTIONS UP (AND INCLUDING) F-FUNCTIONS.  IF D and F-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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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RE NOT PRESENT IN THE ROUTE, L314 CAN BE OMITTED.  
 
我在前面的贴子里已经说清楚了为什么使用 charge 时必须要搭配使用 nosymm 了（在补充

一点，在程序上要做到对 point charge 分布的对称性进行明确判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

以 Gaussian 的编写者们不去做这种不太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这必然导致计算结果中不会出

现体系的电子谱项以及轨道对称性．但是，你仍然可以通过分析具体的轨道成分来判断轨道

的对称性和归属情况．  
  
谢谢！我知道怎么做了，还有补充的是，前面的 ECP，我用的是 V2+ core ,Mn-ECP. 
这个有没有问题？Mn-ECP 是从专门的 ECP 网站上下载下来的，我对 ECP 不是很清楚，只

是拿来主义。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re is no Mn-ECP that contains a V2+ core. Generally, the ECPs 
for 3d-TM atoms are all involving Ar-Core or even the Ne-Core. Apparently, the so-called V2+ 
core ECP used in your calculations is not reasonable at all.  
 
 
3.24 轨道对称性再问   

前面问过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好的解答了。 
gaussian 有时不能给出的轨道的对称性，这里可以自己从 pop 中看，或是用 molden 画出轨

道，看出其对称性。 
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好像不大好看出来。 
比如我算的 AuO2,是 O-Au-O 直线型 Dh 对称性分子。但是有的分子轨道并不是由对称的原

子轨道组成的，比如由第一个 O 的 px 轨道和 Au 的 d+1 轨道，（并不包涵第二个 O 的 px 轨

道）这样的分子轨道，叫什么对称性呢？  
 
轨道相对于结构的对称性应该是整体的，不是指某一个轨道，如果你的分子是 Dh 对称的，

那么必定有一个分子轨道与你给出的轨道是中心对称的。比如另一个 O 的 PX 与 Au 的 D+1.  
 
还有，pop=full 和 pop=(full,NOAB)什么区别啊？什么叫自然轨道？ 
严格一点，叫自然键轨道：natural bond orbital，简称 NBO，关于 NBO，我在各抒己见版有

做过初步介绍，并给出了一些参考文献，有兴趣的可以查看。 
所以 pop＝NBO 就是进行 NBO 分析，没有 NOAB 一说，呵呵，我们平常的 pop＝full 是布

局分析，两个都是分析分子轨道的方法  
 
nod，MO 方法很注重电子的离域性。  
补充一点：如果这个分子是 Dh 对称性，那么你计算得出的 MO 轨道的对称性就是属于 Dh
点群的不可约表示的其中一个。  
具体的原子轨道组成状况（对称情况），就服从这个分子轨道的不可约表示  
 
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分子轨道都是 Dh 点群的不可约表示的一个啊，  
也就是每一个分子轨道都是具有一定对称性的。可是我算的结果(pop=full)中  
有不对称的分子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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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平时所说的分子轨道的对称性，应该从(pop=full)还是从(pop=NO)看？  
我的理解是，应该从 pop=full 的结果看。而做 CASSCF 计算时，为了选择合适的轨道，  
就应该从 pop=NO 的结果看。  
 
Gaussian 中可以用 pop=NO 来做自然轨道分析，用 pop=NOAB 做 alfa,beita 的自然轨道分析。  
 
我觉得是每一个轨道都该有相应于分子的对称性。  
除非这样：A 轨道没有对称性，B 轨道也没有，但是 A,B 合起来就有（这是你的观点），  
而且，A，B 必须具有相同的能量。  
但是我的计算中，没有这样的具有相同能量的轨道。  
补充一下，我的计算，用了 stable=opt，重新优化了波函数。  
 
这就是 G98 的问题了，G98 对分子点群的判断有时会将分子的点群往下降，导致你所说的

不对称 MO 的出现。只要在优化的过程中出现细微的不同，G98 就会判定不具有对称性，

但只要你用 molden 去看，对称性还是很清楚地，因为我们的肉眼根本不会看出轨道组成的

细微差别，这时你就可以方便的判断轨道的对称性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好的是 Gamess，可惜我没用过：（  
 
用 molden 看，也是看出不对称啊。O-Au-O 的有的轨道，就是严重偏向某一个 O 原子，而

不是中心对称的。  
 
如果你这个分子属于 D2h 点群，你去看看 D2h 点群的特征标表，它的不可约表示是 
Ag,A2g,B1g.B2g,B3g,Au,B1u,B2u,B3u，你的 MO 就属于这 8 个不可约表示的其中一个，仔

细看看吧 
如果你这个分子属于 D∞h，相应的不可约表示你也可以找出来的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是直线型的分子。  
是 D 无穷大 h. 
我只是用 D2h 举个例子，D∞h 点群的不可约表示比较怪，我写不出来，哈哈，但方法是一

样的。我强调的是你的分子是中心对称，但是你的 MO 却不一定是中心对称的，那得看 MO
所属的不可约表示的下标是 g 还是 u 了 
g 就中心对称，u 就反对称，可是我的轨道是啥也没有啊。 
那你的优化出来的分子构型是不是仍然保持 D∞h 对称性？两边的 Au-O 键长是不是严格的

一样？而且如果分子不再是直线形的话，都会导致 MO 轨道的变形和对称性的失去 
优化结果仍然是 D∞h 的。 
我算了一下。 
＝＝＝＝＝＝ 
初始猜测为： 
Stoichiometry    AuO2(2) 
Framework group  D*H[O(Au),C*(O.O)] 
Deg. of freedom    1 
Full point group                 D*H     NOp   8 
Largest Abelian subgroup         D2H     NOp   8 
Largest concise Abelian subgroup C2      NOp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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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过后： 
Orbital Symmetries: 
 Alpha Orbitals: 
     Occupied  (SGG) (SGU) (SGG) (SGU) (PIU) (PIU) (SGG) (SGU) 
               (?A) (PIG) (PIG) (?A) (?A) (PIU) (SGU) (PIU) (?A) 
               (PIG) 
     Virtual   (PIG) (SGG) (PIU) (PIU) (SGU) (PIU) (PIU) (SGU) 
               (DLTG) (DLTG) (PIG) (PIG) (SGG) (SGG) (PIU) (PIU) 
               (SGU) (PIG) (PIG) (SGU) (SGG) (SGG) 
 Beta Orbitals: 
     Occupied  (SGG) (SGU) (SGG) (SGU) (PIU) (PIU) (SGG) (SGU) 
               (?A) (PIG) (PIG) (?A) (?A) (SGU) (PIU) (?A) (PIU) 
     Virtual   (PIG) (PIG) (PIU) (SGG) (PIU) (SGU) (PIU) (PIU) 
               (SGU) (DLTG) (DLTG) (PIG) (PIG) (SGG) (SGG) (PIU) 
               (PIU) (SGU) (PIG) (PIG) (SGU) (SGG) (SGG)  
＝＝＝＝＝＝＝＝＝＝＝＝＝＝＝＝＝＝＝＝＝＝＝＝＝＝＝＝ 
我的理解是：分子轨道对称性是不能脱离整个分子的点群。对于 D*h 点群，不灌是 sigma，
pi，delta 都是 u 或 g 对称性的，应该不会出现你所说的一边大一边小。至于？A 等没有给出

明确对称性是由于计算过程中轨道间发生了混合，如 d 加入了 s 成分，也许 gaussian 就不能

判断其对称性了；另外没有满占据的简并轨道也不会给出对称性。这都依赖自己看轨道组成

去判断。至于 gaussian 其中详细的对称处理机制不是很清楚。  
另外 molden 看轨道要注意的是其是否显示完整，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的，这要自己调显示参

数，看下 manual 吧。 
另外在分子轨道对称性时注意采用 standard orientation。  
 
 
说的对啊。我就是想知道，对那些问号的轨道，该如何处理？ 
你上面的计算，还没有加 stable=opt，加了以后，就会有许多轨道都是问号了。 
这个一般该如何处理呢？ 
谢谢了！  
 
 
 自己看各个分子轨道的组成（原子轨道）。  
 
我就是看了分子轨道的组成，才知道有的分子轨道没有分子的对称性啊 
有的 MO 的？是无法搞定的，这是程序本身的问题。而算出来的 MO 一般都是符合分子对

称性的。 
你看我算的 ClHCl 体系，与你非常相似：    
我没有看 molden，可是对称性非常清楚：   
                        Alpha Molecular Orbital Coefficients 
                          1         2         3         4         5 
                      (SGU)--O  (SGG)--O  (SGU)--O  (SGG)--O  (SGG)--O 
    EIGENvalueS --  -104.87256-104.87255 -10.61063 -10.61061  -8.09220 
  1 1   H  1S          0.00000   0.00024   0.00000  -0.00065   0.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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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S          0.00000  -0.00156   0.00000   0.00304   0.00002 
  3 2   Cl 1S          0.70465   0.70466  -0.20282  -0.20283  -0.00067 
  4        2S          0.00892   0.00891   0.72906   0.72907   0.00253 
  5        2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6        2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7        2PZ        -0.00004  -0.00002  -0.00209  -0.00214   0.70215 
  8        3S         -0.00282  -0.00273   0.01625   0.01588  -0.00021 
  9        3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0        3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1        3PZ         0.00014   0.00001  -0.00066  -0.00035   0.01563 
 12        4S          0.00162   0.00192  -0.00484  -0.00509  -0.00058 
 13        4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4        4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5        4PZ        -0.00036  -0.00046   0.00097   0.00089  -0.00308 
 16        5D 0        0.00005   0.00006   0.00039   0.00045  -0.00049 
 17        5D+1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8        5D-1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9        5D+2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0        5D-2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1 3   Cl 1S         -0.70465   0.70466   0.20282  -0.20283  -0.00067 
 22        2S         -0.00892   0.00891  -0.72906   0.72907   0.00253 
 23        2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4        2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5        2PZ        -0.00004   0.00002  -0.00209   0.00214  -0.70215 
 26        3S          0.00282  -0.00273  -0.01625   0.01588  -0.00021 
 27        3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8        3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9        3PZ         0.00014  -0.00001  -0.00066   0.00035  -0.01563 
 30        4S         -0.00162   0.00192   0.00484  -0.00509  -0.00058 
 31        4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2        4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3        4PZ        -0.00036   0.00046   0.00097  -0.00089   0.00308 
 34        5D 0       -0.00005   0.00006  -0.00039   0.00045  -0.00049 
 35        5D+1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6        5D-1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7        5D+2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8        5D-2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6         7         8         9        10 
                      (SGU)--O  (PIG)--O  (PIG)--O  (PIU)--O  (PIU)--O 
    EIGENvalueS --    -8.09219  -8.07278  -8.07278  -8.07277  -8.07277 
  1 1   H  1S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        2S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 2   Cl 1S         -0.00069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4        2S          0.00244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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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PX         0.00000   0.70259   0.00000   0.70262   0.00000 
  6        2PY         0.00000   0.00000   0.70259   0.00000   0.70262 
  7        2PZ         0.70215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8        3S         -0.00119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9        3PX         0.00000   0.01432   0.00000   0.01413   0.00000 
 10        3PY         0.00000   0.00000   0.01432   0.00000   0.01413 
 11        3PZ         0.0158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2        4S          0.00155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3        4PX         0.00000  -0.00335   0.00000  -0.00290   0.00000 
 14        4PY         0.00000   0.00000  -0.00335   0.00000  -0.00290 
 15        4PZ        -0.00478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6        5D 0       -0.00009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7        5D+1        0.00000  -0.00014   0.00000  -0.00020   0.00000 
 18        5D-1        0.00000   0.00000  -0.00014   0.00000  -0.00020 
 19        5D+2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0        5D-2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1 3   Cl 1S          0.00069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2        2S         -0.00244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3        2PX         0.00000  -0.70259   0.00000   0.70262   0.00000 
 24        2PY         0.00000   0.00000  -0.70259   0.00000   0.70262 
 25        2PZ         0.70215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6        3S          0.00119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7        3PX         0.00000  -0.01432   0.00000   0.01413   0.00000 
 28        3PY         0.00000   0.00000  -0.01432   0.00000   0.01413 
 29        3PZ         0.0158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0        4S         -0.00155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1        4PX         0.00000   0.00335   0.00000  -0.00290   0.00000 
 32        4PY         0.00000   0.00000   0.00335   0.00000  -0.00290 
 33        4PZ        -0.00478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4        5D 0        0.00009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5        5D+1        0.00000  -0.00014   0.00000   0.00020   0.00000 
 36        5D-1        0.00000   0.00000  -0.00014   0.00000   0.00020 
 37        5D+2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38        5D-2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所以我想可能是过渡金属 Au 电子排布复杂而且可能有极化的缘故  
 
谢谢了。下面是我算的 AuO2 的结果。主要看轨道 17。这里只列出了轨道系数大于 0.01 的

原子轨道。这个轨道 17 算什么对称性呢？  
                         16        17        18        19        20 
                          O         O         O         V         V 
    EIGENvalueS --    -0.53026  -0.41718  -0.40332   0.04004   0.05443  
  3        2PX         0.00000  -0.04262   0.00000   0.00000  -0.03094 
  7        3PX         0.00000  -0.06817   0.00000   0.00000  -0.0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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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4PX         0.00000  -0.05207   0.00000   0.00000  -0.04096 
 15        5PX         0.00000  -0.01638   0.00000   0.00000  -0.05346 
 29        8D+1        0.00000  -0.01385   0.00000   0.00000  -0.00586 
 40 2   O  1S          0.02147   0.00000  -0.00833   0.00000   0.00000 
 42        2PX         0.00000   0.25891   0.00000   0.00000  -0.03574 
 46        3PX         0.00000   0.39156   0.00000   0.00000  -0.06362 
 50        4PX         0.00000   0.41075   0.00000   0.00000  -0.02539 
 54        5PX         0.00000   0.08289   0.00000   0.00000  -0.24021 
 68        8D+1        0.00000   0.03134   0.00000   0.00000  -0.00339 
 79 3   Au 1S         -0.00600   0.00000   0.00174   0.00000   0.00000 
 82        4PX         0.00000  -0.05223   0.00000   0.00000  -0.06885 
 85        5PX         0.00000   0.05347   0.00000   0.00000   0.07057 
 92        7D+1        0.00000   0.49894   0.00000   0.00000  -0.03091 
 97        8D+1        0.00000   0.07315   0.00000   0.00000  -0.01630 
                     
 
 
你把你的分子输入文件贴出来看看？把 stable=opt 和 SCF=vshift 去掉，单作优化，情况如

何？我体系与你相近，MO 结果差别如此之大，有些意外  
 
我怀疑你做的不是 D*h 点群，下面是我的输入文件，我看了结果，没有你的那种情况！！！ 
======== 
%nproc=2 
#p b3lyp/gen pseudo=read pop=full opt(loose) 
scf(maxcyc=200)  
test  
0 2 
au 
o 1 1.0 
x 1 1.0 2 90.0 
o 1 1.0 3 90.0 2 180.  
o 0 
6-31G 
**** 
au 0 
lanl2dz 
****  
au 0 
lanl2dz 
 
 
  
你在结果中查下：point group。 
看看是什么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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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计算的体系是不是不只有自旋开壳层，连空间对称性也是开壳层的啊？ 
不过 G98 破坏了对称性也很正常。 
从 17 号轨道的占据看，它主要占据 Au 的 D1 轨道，应该主要是 Pig x 轨道。虽然你的 
体系是线性对称的，但是由于 G98 只能处理 Abel 子群，本来 Pigx 和 Pigy 简并，（感觉应该

是 17 号轨道和 18 号轨道），但是计算的结果使之分裂，而且还混入少量的 Piux 轨道（少量

的 Au 的 Px 轨道） 
很简单的粒子，算个 C 原子，本来三个 p 轨道该简并，但是由于不能处理球对称性，得到

的三个 p 轨道一个分裂，两个简并。  
 
 
Full point group                 D*H     NOp   8  
Largest Abelian subgroup         D2H     NOp   8  
Largest concise Abelian subgroup C2      NOp   2  
#B3LYP/Gen Pseudo=Read stable=opt SCF=qc  
 
test  
 
0 2  
O        0.000000    0.000000    1.864631  
O        0.000000    0.000000   -1.864631  
Au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Au 0  
lanl2dz  
****  
O 0  
6-311++G(3df,2p)  
**** 
stable=opt 是一定要加的，加上以后会检测到波函数的不稳定，然后可以降低能量。（这里有

另一个问题，加了 stable＝opt 后，会加大自旋污染。） 
那就非常明确了。这些是你做了 stable 的原因。  
stable 的计算会造成以下结果： 
allowing orbitals to become complex; 
reducing the symmetry of the orbitals.  
so it is meaningless to determine the symmetry of the orbitals in the frame of previous point group 
again.  
you could try my input file。  
So many problems could be solved by comparison calculations.  
 
常感谢！ 
可是按照你的 input，做出来的结果不是不对吗？ 
应该要 stable 啊？ 
1, 据我了解做 stable 测试，校正的并不多；自旋污染也是，这都要看具体的体系，研究方

法和关心的性质。假如影响很小就不加入。另外一个方面这些校正假如数值很小，校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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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否会带入比这个数值更大的误差？如果是这样的还不如不校。  
2, 具体一个体系该如何处理，看相关的文献，就能发现别人是如何处理的，这就是经验。  
 
 
说实话，我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才考虑这些问题的啊。 
1.stable，那么计算值与实验差 1.2eV, 
stable 前后的能量相差 0.8eV,怎能不考虑？ 
2.stable 以后，B3LYP,足够大的基组(6-311+G（3df），能量仍然高了 0.4eV， 
刚好看到自旋 S**2=1.6, after 0.79, 只好认为计算误差来源与此了。 
希望再给一点经验性的建议，谢谢！  
 
每个人不可能涉及过每个体系，针对自己关心的体系， 直接的经验来自文献。看看别人算

这个体系是什么方法，什么基组，有没有考虑 stable，有没有考虑 spin contamination，有没

有考虑 BSSE 等等。  
我没有做过 stable 校正，我周围做的也很少（有人做 MP2，mp4 的比较时，做过检验）。不

过前后相差 0.4eV 是有点大。 
 
 
3.25 轨道对称性的确定 

gauss 有时 scf 以后，给出的轨道对称性是？，怎么确定这些“？”。 
用了 stable=opt 以后，就有一大堆轨道是？了。怎么解决？ 
对称为"?",是程序没有判断出对称性,就是你的输入坐标有问题,如果你的输入一开始对称性

判断正确的话,你的结果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一些低对称性的体系采取一些技巧就可以在直角坐标中保持对称性,如果是高对称性的体系

可能只有用 GAMESS 来产生初始文件的输入坐标.G98 在高对称性的判断上是弱项.   
 
对分子输入采用虚原子固定对称性，以及你在内坐标的输入采用高对称性的输入（输入方式

的不同会对轨道对称性的判断产生影响）会避免这个问题 
如果体系不大，用手工输入， 好不要用 guassianview  
输入文件以直角坐标好还是以内坐标好？好象有些算法是不支持直角坐标的。酞菁加心类有

没有人算过？PC 机上有没有戏？ 
不是这样的。 
初始对称性 g98 给出来的是对的，相应的有初始轨道猜测。 
只是 SCF 以后（不是 opt），它就不能判断轨道对称性了。(就是那些 PIU,PIG,A,等等）。   
 
对啊，优化的结果使得分子的对称性遭到破坏。我曾算过一个 D5h 构型的分子，优化后对

称性就往下降了，后面也是给出一堆的？？？，后来我通过改变分子构型的输入方法，就不

会了。这是我遇到的情况，不知你的具体情况如何？   
我没有做分子优化啊，我只是做了一步单点计算。也会这样子吗？ 
点的结果不可信,昨天我算了一个 CH4 看看了,开始程序判断对称性为 Td,优化的过程中出现

了?,但是 后的结果没有出现?,对称性判断是正确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我是用直角坐标,你
初的构型一定要对. 

对称性的利用有两种，一种是在做几何结构优化的时候，要保持体系构型的对称性，Gauss
在这个方面是能做到的。另一种是利用对称性计算电子结构的时候。我只用 Gauss 算过很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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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分子，比如含过渡元素的双原子分子，这种情况下 Gauss 一般不能识别我的体系的对称

性，(Gauss 号称能利用对应群的 Albel 子群，但也就是号称而已）这个问题也就是你提到的

问题，出现？。 
至于要自己判断某个分子轨道到底属于哪个不可约表示，只有自己去看这个分子轨道的组

成。更据这个组成来判断。很简单的例子，对于线性异核双原子分子，如果一个轨道都是由

px，dxz 贡献，那就是 Pix 轨道。   
你说的第二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  
 
我再说个题外话，如果初始构型输入得当，从 pop 分析来看，一个轨道都是由 px，dxz 贡献，

如果初始构型输入比较随便，这时你在 pop 分析上，却会发现本来是 PIx 轨道的会有一小部

分的其他轨道的掺入。当然，我做的这个分子要比异核双原子分子要来得复杂些。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我试试看。会了我再来总结一下。  
我现在知道了。这个需要自己看布局分析。 
在命令行加上 pop=full，可以看到需要的轨道是由哪些原子轨道组成的， 
根据原子轨道的对称性，就可以判断了。不过，要人工判断，有些麻烦哦 
下面的轨道 1,2,3,4，分别是什么对称性？ 
                           1         2         3         4 
 50        4PX          0.25139   0.10980   0.09608  -0.02795 
 51        4PY         -0.25139   0.10980  -0.09608  -0.02795 
 92        7D+1         0.23658   0.40013   0.33264   0.00967 
 93        7D-1        -0.23658   0.40013  -0.33264   0.00967 
———————————————————————————————— 
那个 D 轨道，和一般所说的 dxy 什么的，是不是不一样啊？   
 
其实并不麻烦，你可以看到 px，D＋1（也就是 Dxz）一般是同向的，这就是 Px 轨道了，Py
和 D-1 同向，这是 Py 轨道，S 会与 D0(也就是 Dz）同向，一般就是成键方向的ο轨道，还

有就是孤对电子证据的轨道，这时的 S 轨道成分会很大，仔细看，很多都可以看出来的   
 
谢谢谢谢！ 
麻烦说具体一点： 
D+1 对应 dxz,这是哪里说的啊？ 
请详细说明一下 D0,D+1,D-1,D+2,D-2 分别对应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哪个轨道。谢谢！ 
我来猜测一下，D0 肯定是 Dz2 了，因为是与 PX、PY 组合成分子轨道，D+1 与 D-1 好象应

该是 DXY 和 DX2-Y2，这是从轨道自身的对称性来猜测的，也可以结合实际分子的构型辅

助判断。只是猜测啊。   
D 下标的值实际上是 m 值，即波函数的 exp（imφ）部分，Do 即 m＝0,对应 DZ^2,D1,m=1,
对应 Dxz，D－1 对应于 Dyz，m=2 对应于 d（X^2-Y^2),m=-2 对应于 dxy  
 
这是我们所说的 5d 轨道，还有 6d 轨道，将 6d 轨道线性组合，就可以得到 5d 轨道了  
 
我也觉得 D 的下标对应 m 值，但是这样的波函数就是复数波函数 exp（imφ）了，  
怎么又和实波函数 dxy 啊什么的一一对应呢？ 
将复数形式转为三角函数形式，由于欧拉公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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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d＋1 ＋ d－1）/2       ,dy=（d＋1 - d－1）/2i ,所以我前面帖子讲的对应并不成立，

但是在 guassian 中却可以这样用 
再将 
x=rsinθcosφ 
y=rsinθsinφ 
z=rcosθ 
代入波函数的表达式就可以得到了 
比如 dZ^函数的角度部分是（3cos^2θ-1),代入后得到的就是只含有 Z 的波函数了   
 
假设分子轨道 1，2，3 的主要贡献如下表，那么轨道 1,2,3 是什么对称性？ 
                          1         2         3         4 
原子 1 
50        4PX          0.25139   0.10980   0.09608  -0.02795 
51        4PY         -0.25139   0.10980  -0.09608  -0.02795 
原子 2 
92        7D+1         0.23658   0.40013   0.33264   0.00967 
93        7D-1        -0.23658   0.40013  -0.33264   0.00967 
———————————————————————————————— 
轨道 1,2,3 的对称性分别是：Piu,Pig,Piu  
对不对？谢谢！ 
你体系只有这两个原子吗？ 
g 和 u 表示对中心对称操作 i 是对称还是反对称，若你的分子没有 i，那 g 和 u 就无从说起

了。 
 
若有 Cn 对称性，那就分为 A（对称），B（反对称），若分子有镜面，则用'和"来表示 
 
17        18        19     
原子 1 
  3        2PX      0.07389  -0.17084  -0.16600  
  4        2PY     -0.07389  -0.17084   0.16600  
  7        3PX      0.10507  -0.24288  -0.23813  
  8        3PY     -0.10507  -0.24288   0.23813  
 11        4PX      0.11108  -0.24155  -0.25330  
 12        4PY     -0.11108  -0.24155   0.25330  
原子 2 
 42        2PX      0.17830   0.08108   0.06915  
 43        2PY     -0.17830   0.08108  -0.06915  
 46        3PX      0.25338   0.11745   0.10012  
 47        3PY     -0.25338   0.11745  -0.10012  
 50        4PX      0.25139   0.10980   0.09608  
 51        4PY     -0.25139   0.10980  -0.09608  
原子 3（直线型分子的中心原子） 
 92        7D+1     0.23658   0.40013   0.33264  
 93        7D-1    -0.23658   0.40013  -0.3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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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确定轨道 17,18,19 的对称性？  
  
有没有显示分子轨道 3D图形的软件？若有，看一看不就知道了？要确定这些轨道的对称性，

好象得先看分子的构型，将原子序号标出，将相应的原子轨道画出，然后根据计算的组合方

式判断分子轨道的对称性。就上面而言，分子为线形和多面体型时，该分子轨道的对称性肯

定不一样。 
是直线性三原子分子。 
第三个原子为中间原子 
如果你用显示分子轨道的软件来看会比较清楚地，你贴出的这几个，原子轨道不完全，我没

看出来，呵呵！ 
用 molden 来看各个 oribital 的对称性，非常直观而且方便的 
molden 怎么画轨道？谢谢！ 
如果是 3 原子直线型分子，还要看它是 C∞V，还是 D∞h 对称。 
molden 有在 XP 下运行的吗？下载了一个要 X-WINDOWS 界面，原来有一个在 WINDOWS
中模拟 X-WINDOWS 的程序也不知放哪了。谁有 FOR WINDOWS 的？先在此谢了。 
是 Dh 对称性。 
molden 我是用 linux 下的。 
怎么画轨道？ 
这个问题我在各抒己见版回过了，用 molden 显示，要在 control 行加 
#gfinput iop(6/7=3) 
如果原子轨道少，你可以直接在 pop分析中查看，如果像你这么多的原子轨道， 好用molden
判断了 
而且我认为，分子的对称性与轨道的对称性是由直接关系的，比如说，你这个分子是 D3d
点群，那么这个分子的所有分子轨道的对称性就已经确定了，它必定属于 D3d 点群的不可

约元素。 
 
说了半天，GAUSSIAN 计算完后，在输出文件里应该都标明各分子轨道的对称性。但是根

据对称性匹配原理，应该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从点群的角度，3 个原子中的 PZ、DZ^2
用于形成σ键，而能与 1、2 原子 PX 匹配形成π键的除了 3 原子上对应的 PX 外，只有 DXZ
与 1、2 的 PX 匹配，同理，与 1、2PY 匹配的 D 轨道只有 DYZ，因此可以判断 D+1 和 D-1
应该属于 DXZ 和 DYZ。如果是能量低的占据轨道，其对称性应与 DXZ 和 DYZ 是相同的。   
我用 molden 可以查看轨道了， 
不过我还是不清楚怎么由图来判断轨道的对称性。 
什么样的轨道是 sigma 轨道，什么样的轨道是 pi 轨道，什么样的轨道是 delta 轨道？ 
找一点化学键理论方面的资料如无机化学或结构化学，对化学键型介绍的比较细。sigma 键

是两个原子间必有的一个键（也不是绝对的），其特点是键轴（两个原子间的连线）对称的，

Pi 键是沿键轴垂直面对称的，参与 sigma 键形成的轨道称之为 sigma 轨道，参与 pi 键形成

的轨道称之为 pi 轨道。在点群中一般将主轴定义为 Z 轴，所以常常 PZ、DZ^2 轨道之为 sigma
轨道，而其它轨道称之为 pi 轨道或 delta 轨道。当然，这也要看分子的对称性，比如你的直

线型分子就是这样，而象碳酸根或硝酸根则是用 PZ 轨道来形成 pi 键，那么它就是 pi 轨道

了。（附碳酸根 pi 键图） 
说得很不错嘛，呵呵，不过我补充一下对 delta 轨道的说明：  
凡是通过键轴有两个ψ为 0 的节面地分子轨道成为 delta 轨道，它不能由 s 或 p 轨道组成，

但可由 d 轨道组成，一般如果键轴是 z 轴，两个 dxy 和两个 dx^2-y^2 轨道重叠就可以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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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轨道一般在过渡金属化合物中出现 
在计算一些分子的时候比如苯环 用直角坐标则对称性不正确 如果改成内坐标对称性正确！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估计是直角坐标输入的精度不够。（不能保证键长都相等）  
可以试试 symm=loose。  
说得不错，直角坐标的确会有这个问题。有机分子的骨架是 CC 键，柔性比较大，优化过程

中键长的变化不一定会完全一致，这时候就难免改变对称性。 
我一直在用内坐标，因为它除了能避免对称性的问题外，你对这个分子的构型也会有很清楚

地认识。   
 
其实我还是没太弄懂这 dxy,dyz,dxz 等和 D1,D-1 这些到底怎样对应起来。  
不是还有一个 5d 和 6d 波函数的说法么，那这个 6d 又指的是哪 6 个波函数呢？这个 6d 波函

数指的是实数波函数还是复数波函数？  
都是实函数。  
6d:  dx2,dy2,dz2,dxy,dyz,dzx  
5d:  dz2,dxy,dyz,dx2-y2,dzx    ---刚好和 D0,D+1,D-1,D+2,D-2 一一对应。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估计是 gaussian 里面的一种记法而已吧。  
5d:  dz2,dxy,dyz,dx2-y2,dzx    ---刚好和 D0,D+1,D-1,D+2,D-2 一一对应”。这个对应可以根

据波函数的形式来推倒 
复数形式的波函数 D0，D1……的 0，1 指的是 exp（imφ）中的 m 值，将 exp（imφ）用欧

拉公式展开，再将 
x=rsinθcosφ 
y=rsinθsinφ 
z=rcosθ 
代入波函数的表达式，就可以将复数形式转为三角函数形式，比如 
dx＝（d＋1 ＋ d－1）/2   , 
dy=（d＋1 - d－1）/2i , 
dz2＝D0 
…… 
所以一一对应并不成立，但是在 guassian 中却可以这样用 
直角坐标判断 C6 轴上存在较大的问题。如果要有直角坐标的话，可以用 Gamess 旋转出六

次轴的坐标，才能达到高斯要求的精度。不过这里还是用内坐标比较方便。   
 
 
]qchem 在 2003-10-20 11:32:53[/i]的发言：[/b]  
(TU) (TU) (EG) (EG) (?A) (TU) (?A) (AG) (AG) (?B)  
                 (TU) (?B) (EG) (EG) (AG) (AG) (?B) (TU) (?B) (EG)  
 
 
这个？A、？B 还有？C 什么的是什么意思？  
 
//bow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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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tc.xmu.edu.cn/cgi-bin/forums.cgi?forum=5&show=25  
    见"关于用不可约表示标志对称分子电子态问题"的贴子! 
  
3.26 基组 

对于 C, 在 6－31G 基组下分明用了 6+4*(3+1) 个 Gaussian 函数（GTO），  
为何输出说用了 9 个 basis functions ？  
basis function 是这样算的：C：1S2 2S2 2P2  
其中 1S 是 CORE 轨道，在 6-31G 基组下，用 6 个 PGTO 收缩而成 1 个基函数  
2S 和 2P 是价轨道，其中 2S 的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用 3 个 PGTO 收缩为 1 个基函数，外

部用一  
个 PGTO 收缩为 1 个基函数，这样共有 2 个基函数。同样道理，2P 的 2PX、2PY、2PZ 象

2S 一样，  
分别得到 2 个基函数，共有 6 个。  
合在一起，共计 9 个基函数。  
你前面的 GTO 并不是基函数，应该是 PGTO 
谢谢。  
这个我理解了，但是我测试了一下 As 分子的 6-31G 机组：  
得到结果却又让人费解：  
 Isotopes: As-75,As-75  
 Standard basis: 6-31G (6D, 7F)  
 There are    13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AG  symmetry.  
 There are     1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1G symmetry.  
 There are     5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2G symmetry.  
 There are     5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3G symmetry.  
 There are     1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AU  symmetry.  
 There are    13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1U symmetry.  
 There are     5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2U symmetry.  
 There are     5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3U symmetry.  
 Crude estimate of integral set expansion from redundant integrals=1.000.  
 Integral buffers will be    262144 words long.  
 Raffenetti 1 integral format.  
 Two-electron integral symmetry is turned on.  
    48 basis functions      154 primitive gaussians  
    33 alpha electrons       33 beta electrons  
————————————————————————  
上面说 As 原子有 48/2=24 的 basis function,怎么得到的呢？  
btw: As 1s2s2p3s3p4s3d4p 
 
 
配合物基组： 
%chk=[AuCl2] 
Default route:  MaxDisk=200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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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b3lyp/gen gfprint ExtraBasis opt freq scf(tight) 
--------------------------------------------------- 
------- 
[AuCl2] 
------- 
Symbolic Z-matrix: 
Charge = -1 Multiplicity = 3 
Au 
Cl                   1    r1 
Cl                   1    r1       2    a1 
      Variables: 
 r1                    2.257                     
 a1                   
我希望对 Au 用 lanl2dz 基组，对 Cl 采用全电子基组 
如果我这样设置 
#t b3lyp/6-31++g extrabasis opt freq 
.......  
Au 0 
lanl2dz 
**** 
程序将会报错，而如果改为 
#t b3lyp/lanl2dz extrabasis opt freq 
......  
Cl 0 
6-31++g 
**** 
则可以运行 
请问这是为什么？  
 
 
It depends on your system.  
Gaussian can do rough estimation of BSSE.  
 
 
【 在 skyflying (翱迹天空) 的大作中提到: 】  
: BSSE is Basis Set Superposition Error  
: 通常我们都会对 ZPE 进行校正，而以上的校正在什么情况下用呢？  
 
弱相互作用体系，或者组态相关作用小基组计算需要计算 BSSE  
如果用 dft 和 tz, qz 基本上可以不计算 bsse,差别非常小 
- 
 
极化函数和弥散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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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基组 
分裂基组允许轨道改变其大小，但不能改变形状。极化基组则取消了这样的限制，增加了角

动量。比如在碳原子上增加 d 轨道的成分，在过渡金属上增加 f 轨道成分。有些在氢原子上

增加 p 轨道成分。 
一般的，常用的极化基组是 6-31G(d)，这个基组来源与 6-31G 基组，并在其基础上，对于重

原子增加了 d 轨道的成分。由于这个基组是中等大小的基组，在计算中很常用。 
这个基组也被称为 6-31G*。另一个常用的极化基组是 6-31G(d，p)，也称为 6-31G**，在前

一个极化基组的基础上，在氢原子轨道中加入了 p 的成分。 
注意，d 轨道含有 6 个迪卡尔形式，表示的是五个纯粹的轨道。 
迪卡尔：d(x2)，d(y2)，d(z2)，d(xy)，d(xz)，d(yz) 
纯粹轨道：d(z2-r2)，d(x2-y2)，d(xy)，d(xz)，d(yz) 
5.4 弥散函数(Diffuse Functions) 
弥散函数是 s 和 p 轨道函数的大号的版本。他们允许轨道占据更大的空间。对于电子相对离

原子核比较远的体系，如含有孤对电子的体系，负离子，以及其他带有明显负电荷的体系，

激发态的体系，含有低的离子化能的体系，以及纯酸的体系等，弥散函数都有重要的应用。 
6-31+G(d)基组表示的是 6-31G(d)基组在重原子上加上弥散基组，6-31G++(d)基组表示对于

氢原子也加上弥散函数。这两者一般在精度上没有大的差别。 
   这些《Exploring。。。》这本书已经有了，而且这本书作为入门书籍已经强调很多次了。  
" 6-31+G(d)基组表示的是 6-31G(d)基组在重原子上加上弥散基组，6-31G++(d)基组表示对于

氢原子也加上弥散函数。这两者一般在精度上没有大的差别。" 
是不是应该在加极化基组的基础上再加弥散基组? 所以要在氢原子上也加弥散基组,应该是 
6-31G++(d,p) 
 
 
3.27 关于轨道的解释 

Full Mulliken population analysis: 
                           1         2         3         4         5 
   1 1   C  1S          2.06081 
   2        2S         -0.02326   0.32830 
   3        2PX         0.00000   0.00000   0.21082 
   4        2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43153 
   5        2PZ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41100 
   6        3S         -0.02449   0.19618   0.00000   0.00000   0.00000 
   7        3PX         0.00000   0.00000   0.07835   0.00000   0.00000 
   8        3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8549   0.00000 
   9        3PZ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5262 
  10        4XX         0.00022  -0.01188   0.00000   0.00000   0.00000 
   
     Gross orbital populations: 
                           1 
   1 1   C  1S          1.99660 
   2        2S          0.69691 
   3        2PX         0.38794 
   4        2PY         0.7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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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PZ         0.72766 
   6        3S          0.51800 
   7        3PX         0.28378 
   8        3PY         0.28381 
   9        3PZ         0.11000 
  10        4XX        -0.02420 
  11        4YY         0.02964 
  12        4ZZ         0.04101 
  13        4XY         0.00000 
  14        4XZ         0.01601 
  15        4YZ         0.04824 
  16 2   O  1S          1.99562 
  17        2S          0.92195 
  18        2PX         0.72210 
  19        2PY         1.16633 
  20        2PZ         0.91911 
  21        3S          0.93609 
  22        3PX         0.57574 
  23        3PY         0.72083 
  24        3PZ         0.43747 
  25        4XX         0.00159 
  26        4YY         0.00373 
  27        4ZZ         0.01937 
请问这两个矩阵表示都是有关原子轨道对分子轨道形成所做贡献的描述吗？我搞不明白为

什么会有大于 1 的值？如在：Gross orbital populations:中有以下表示： 
                           1 
   1 1   C  1S          1.99660 
这是什么意思？负值表示什么？在用高斯进行核磁可视化操作时，打开了检查点文件，可

G03view 里 Result 的选项仍然为灰色，该如何解决？多谢指教！ 
C  1S   1.99660"这个表示轨道上电子占据,而并非原子轨道对分子轨道所做贡献. 
flyingheart 说得没有错。那些数值都是电子占据数，也可以简单地认为是电子数  
。  
因为用基函数实际上是做得拟合计算，所以某些轨道上电子数目为小的负值也不足  
为怪。  
此外，这里的 2P，3P 千万不要理解成原子轨道，这里它们只是基组！比如上面的例  
子，实际上 2S,3S 都是原子轨道 2s 的基组，2P,3P 都是原子轨道 2p 的基组。你可以加  
加看（把 2S,3S 上的占据数加起来作为原子轨道 2s 的电子占据，2Px 和 3Px 加起来作  
为 2px 轨道的电子占据），结果如下：  
1s  1.9966  
2s  1.21491  
2px 0.67172  
2py 1.03882  
2pz 0.83766  
我想还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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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XX        -0.02420  
11        4YY         0.02964  
12        4ZZ         0.04101  
13        4XY         0.00000  
14        4XZ         0.01601  
15        4YZ         0.04824  
   这里有加极化轨道,也将这些值应该加到 s,p 轨道中去吧?这个怎么加?  
这是 d 轨道啊不过他用的是 6d 轨道而已.,这里是对 P 轨道作的极化吧?是不是应该把这部分

电子占据加到 P 轨道上去?个是 d 轨道的啊， 
其实我一直认为那就是 MO！而且现在还不明白  
RT：  
1。为什么 2S,3S 都是原子轨道 2s 的基组，2P,3P 都是原子轨道 2p 的基组？  
 
2。  Full Mulliken population analysis:  
                         1         2         3         4         5  
 1 1   C  1S          2.06081  
 2        2S         -0.02326   0.32830  
 3        2PX         0.00000   0.00000   0.21082  
 4        2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43153  
 5        2PZ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41100  
C 的 2S 那些数值都是电子占据数，也可以简单地认为是电子数，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原来

在 C-2S MO 的电子现在有-0.02325 在轨道 1，  有 0.32830 在轨道 2？  
 
也不知道我是否把我想问的问题解释的清楚与否，请朋友指正 
 
 
3.28 对于 C, 在 6－31G 基组下分明用了 6+4*(3+1) 个 Gaussian 函数（GTO），  

为何输出说用了 9 个 basis functions ？  

basis function 是这样算的：C：1S2 2S2 2P2  

其中 1S 是 CORE 轨道，在 6-31G 基组下，用 6 个 PGTO 收缩而成 1 个基函数  

2S 和 2P 是价轨道，其中 2S 的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用 3 个 PGTO 收缩为 1 个基函数，外部用一  

个 PGTO 收缩为 1 个基函数，这样共有 2 个基函数。同样道理，2P 的 2PX、2PY、2PZ 象 2S 一样，  

分别得到 2 个基函数，共有 6 个。  

合在一起，共计 9 个基函数。  

你前面的 GTO 并不是基函数，应该是 PGTO 

谢谢。  

这个我理解了，但是我测试了一下 As 分子的 6-31G 机组：  

得到结果却又让人费解：  

 Isotopes: As-75,As-75  

 Standard basis: 6-31G (6D, 7F)  

 There are    13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AG  symmetry.  

 There are     1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1G symmetry.  

 There are     5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2G symmetry.  

 There are     5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3G 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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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re     1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AU  symmetry.  

 There are    13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1U symmetry.  

 There are     5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2U symmetry.  

 There are     5 symmetry adapted basis functions of B3U symmetry.  

 Crude estimate of integral set expansion from redundant integrals=1.000.  

 Integral buffers will be    262144 words long.  

 Raffenetti 1 integral format.  

 Two-electron integral symmetry is turned on.  

    48 basis functions      154 primitive gaussians  

    33 alpha electrons       33 beta electrons  

————————————————————————  

上面说 As 原子有 48/2=24 的 basis function,怎么得到的呢？  

btw: As 1s2s2p3s3p4s3d4p 

 
 
3.29 配合物基组： 

%chk=[AuCl2] 
Default route:  MaxDisk=2000MB 
--------------------------------------------------- 
#t b3lyp/gen gfprint ExtraBasis opt freq scf(tight) 
--------------------------------------------------- 
------- 
[AuCl2] 
------- 
Symbolic Z-matrix: 
Charge = -1 Multiplicity = 3 
Au 
Cl                   1    r1 
Cl                   1    r1       2    a1 
      Variables: 
 r1                    2.257                     
 a1                   
我希望对 Au 用 lanl2dz 基组，对 Cl 采用全电子基组 
如果我这样设置 
#t b3lyp/6-31++g extrabasis opt freq 
.......  
Au 0 
lanl2dz 
**** 
程序将会报错，而如果改为 
#t b3lyp/lanl2dz extrabasis opt freq 
......  
Cl 0 
6-3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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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可以运行请问这是为什么？  
 
It depends on your system.  
Gaussian can do rough estimation of BSSE.  
 
【 在 skyflying (翱迹天空) 的大作中提到: 】  
: BSSE is Basis Set Superposition Error  
: 通常我们都会对 ZPE 进行校正，而以上的校正在什么情况下用呢？  
 
弱相互作用体系，或者组态相关作用小基组计算需要计算 BSSE 如果用 dft 和 tz, qz 基本上可以不计算 bsse,

差别非常小 
 
 
3.30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1.频率分析时的 scale factor 是如何得到的？ 

2.off-diagonal force constants 是什么意思？ 

3.在选择不同基组计算后，确定 终基组的标准是什么？ 

4.neturon scattering peaks 是什么峰，与什么有关？ 

5.计算结果中的 force constants 是 interaction force constants 吗？与 off-diagonal force 

constants 的区别是什么？ 

6.有关文献中关于 potential energy distribution 有如下表示，C1C2s(21),C4C5s(21),s 表示

stretch,括号中的２１表示什么？是如何得到的？ 

谢谢！ 

    我回你的第三个问题。  

一般来说，基组越大，所得的能量就越低，结果就越好，但由于资源的限制，不可能都用大基组。  

选择基组的标准就是能够正确的又有效率的反应你所研究的体系，研究氢键， 好基组要加极化和弥

散，研究重原子， 好要用有效核势的基组。关于它的详细讨论，你可以参看中国科学的一篇关于基

组选择的文章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scale factor 是跟实验值作校正得到的,每种方法由于理论的不同计算出来的频率会

有一定的系统误差,《Exploring...》这本书上有相关的内容，介绍了不同方法的频率校正因子。’ 

    1.一般是查文献 

2.应该是除了对角线以外的力常数 

3.如果是算频率的话，越接近实验值越好，但要多算几个东西才能说你选的基组确实是好的，否则还

是查文献 

4.neutron,中子，中子散射峰，有人也用这个研究 

5.不一样，不同的坐标系力常数不一样，off-diagonal force constants 是 force  constants 的一

部分 

6.不知道 

    neturon scattering peaks"似乎是研究气相分子在表面吸附情况的. 

 
3.31 在实际计算中如何选定正确的基组？ 

    我来说说我的一些经验把，碰巧 近接触了这方面的工作。 

选什么基组需要看你算什么东西，你需要的误差有多大。我 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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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量，前一段时间算第一过渡金属原子的类似激发能的能量差值， 

一般正负 0.2eV，我以 6-311++G**为标准,比较 SDD,TZV,LANL2DZ,CEP-121,发现 

只有 SDD 比较好，其它方法常常正负号都不对。 

昨天用 ADF 算 F2，发现加 f轨道和不加 f轨道能量差 0.15eV 

这段时间算 Pt2，发现加不加 g轨道，能量差别也是这个量级。 

    我觉得搞理论计算不能太追求绝对值的准确性,往往也是很难达到的.关键是计算的思想,如果把化学

中的问题和我们的计算联系起来才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比较成熟的体系,如有机体系,其实基组的准确

性不是很重要,但是对于金属这种体系,理论上要正确描述尚且困难,计算程序也是如此.因此我觉得要

计算很准确是很难的,即使用了一个基组计算结果比较好,也可能是巧合.关键是要和实验上的一些结

果联系起来,我认为用相对值可能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提到的都是相对值，比如键能或者是两个态的能量差。而且我这些数据都是没有同实验相比，而是

同一个很大的接近完备的基组相比。  

也不是太同意你的观点。确实算准很难，但是你至少得大概知道你用的方法和基组有多大误差。很多

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如方法误差，但有时候能控制，比如基组。取什么样的基组完全取决于你要研

究的 

问题要求的误差有多大。在计算化学中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结果精度.比你方法精度高，造成

错误的原因，正确的结果。谁去年去长春开过会，肯定还记得吴云东做的报告被大家的痛批吧。 

nod,可能大家的感受不是一样吧,我觉得要做到对方法和基组的熟悉还是花很大功夫的.就像平常我在

用 b3lyp 一样,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合适自己计算的体系,密度泛密的原理还是没有弄清楚,这

就可能在计算中造成误差.长春开会没有去过,被批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总体的原则,但是要做到真正的正确应用除非对基组的本质有所了解.比如 6-31G,大

家都很熟悉,是用压缩的高斯基组去模拟原子轨道径向,但是对于膺势基组,各个膺势是怎么产生的,怎么

描述价轨道的,还花很多功夫还能弄清楚.另外,我觉得,搞量化的有两种人,一种可称为量化学者,一种称

为量化学家,量化学家跟量化学者的区别就在于对量化原理的精通,我觉得这种人才能称为家 

我知道那篇文章可能对各个体系所用基组分析得很透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拿过来用,还要

理解为什么要这样用. 

关于第二问题,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计算,包括很多专业,但是他们未必对原理了解很清楚.比如一个

体系计算后得到一个能量,如果问这个能量是那几部分的能量构成,我看没读过量化的恐怕没有几个清楚.

所以我强调对理论的理解,即使要搞应用,否则算出来的东西可能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不包括非相对论效应的哈密顿包括五部分的能量,除了核的动能外,根据固定核近似,电子和核的波函分

离,计算出的能量包括电子动能,电子电子势能及电子和核间势能,还有核间排斥是个常数,这个输出文件

中也有,你已经看到过了. 

如果不理解原理,程序对我们来说永远都只是一个黑箱,进去了就出来了,如果原理理解了,就会觉得程

序只不过是一个工具.相同的方法计算的原理都一样,所不同的不过是程序方面的技巧而矣 

 

近我在计算镧系元素方面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不会输入各元素的 ECP 基组在 gaussian 98 中，有哪位

高手用过此基组的，请多多指教，在此感谢！ 

 

手动输入基组  

   关键字 gen 用于代替基组说明，允许用户手动输入基组或对不同原子使用不同的基组。基组说明必须包   

含在几何结构说明之后的输入文件中。手动输入说明的格式为：  

center1 center2 ... 0  

basis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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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1 center2 ... 0  

basis set  

*****  

   其中 center 是元素缩写，例如 C表示基组用于所有的碳原子。或者是一个数字，例如 3表示基组应用

到结构定义部分第三个原子。  

   基组可以是已经存在的基组名，例如 6-31G，也可以是以下格式的 Gaussian 指数和系数列表。  

symmetry num_primitives scale  

exponent1 coefficient1  

exponent2 coefficient2  

:  

:  

repeat for next contraction  

   其中表示对称性的 symmetry 可以是 S, P, D, SP, 等。对于 SP 壳层，接下来的行有一个指数和两个因

子。如果比例因子设定为 1.0，程序将考虑归一化。  

   关键字 5d 和 6d 可以用来定义是否使用 5个实 d函数或 6个笛卡尔 d函数。6d 等于 5d 加上一个附加的

s函数。5个实 d函数有时被称作纯 d函数。  

   测试任务 6, 21,22, 55, 87, 121, 122, 180, 186,187, 194, 234, 235, 305, 325, 356, 357 给出了

这样的例子。  

手动输入 ECP  

   Gaussian 程序中包含许多核势基组，有 CEP-4G，CEP-31G，CEP-121G，LanL2MB, LanL2DZ, LP-31G, SDD。

它们可以像其它基组一样被指定。  

   核势可以手动输入，使用关键字 pseudo=read。因为必须输入价电子基组，所以需要与 gen 关键字结合

使用。输入包含后面接一空行的几何结构定义，接着是 gen 输入，之后是 ecp 输入。Ecp 输入格式是：  

element 0  

ECP_name max_angular_momentum num_electrons_replaced  

comment  

number_of_primitives  

power_of_r exponent coefficient  

:  

:  

comment  

number_of_primitives  

power_of_r exponent coefficient  

: 紧供参考，我自己没有去手动输入基组过， 

用什么样的基组自己去以下网站看看 

EMSL order form, basis sets for various QM programs 

http://www.emsl.pnl.gov:2080/forms/basisform.html  

 

 

 



 321

第八章 选择合适的理论模型 

1 简要介绍 
在上一章我们了解了基组，现在我们来学习理论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常用的计算方法。

本章的例子和练习将详细比较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在 后部分还将讨论各种方法所需的

CPU，内存和磁盘空间。 
 
半经验方法： 

特点是用来自实验的数据简化薛定谔方程的求解计算。这使得它可以计算比较大

的体系，而且对于适用的体系，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结果。缺点是不具有普适性，因为它的参

数来自特殊的体系，所以它的计算只能对这一类体系保证准确性。半经验方法有很多，如

AM1，PM3 和 MNDO 等。 
     半经验方法常用在以下方面：1 对于很大的分子，只有半经验方法才具有实际的

计算意义；2 常作为高精度计算的第一步，用以获得后续计算的初始结构。这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朋友的报错就是因为一开始就用大的基组进行优化而导致优化速度特别慢甚至优化不

下去。这是因为高斯是将输入的分子结构转换为薛定谔方程并进行求解，此外高斯有自己的

输入标准，我们认为很好的构型在高斯程序看来也许不是好的，因此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从小

基组到大基组，否则反而会欲速则不达；3 一般来说，半经验方法适用于简单的有机分子；

4 可以用于获得定性的信息，如分子轨道，电荷及简正模式。 
 
电子相关和后 SCF 方法： 

就如我们在书中所见的，HF 方法为许多体系的计算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模型。不过 HF
方法也有局限性：未能充分的考虑电子相关，特别是瞬时的电子相关作用。所以对这类作用

很明显的体系，HF 方法不能给出很好的描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 HF 基础上又发展出

了很多考虑电子相关的算法：MP 微扰理论（包括 MPn n=2.3.4.5）；二次相关能（包括 QCISD，

QCISD（T）和 QCISD（TQ））；偶合簇方法（CCD，CCSD 和 CCSD（T））；Brueckner Double
能（包括 BD，BD（T）和 BD（TQ））。这些方法在计算精度上有所提高，但同时计算耗费

也大大增加了。这就要求我们对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所能采用的算法要有清楚了解以避免盲目

求大算法的错误。以上方法中常用的是 MP2，MP4，QCISD 和 QCISD（T）。 
。 
 
偶合簇方法和二次相关方法 

这些方法的计算精度比 MP4 要高，对 MP4 不能处理的体系用他们来做，通常都可得到

比较好的结果。当然计算耗费同时也增大了 
例 6.4 文件 e6_04 臭氧分子的优化 
这个范例说明了 MPn 方法与偶合簇方法和二次相关方法在描述臭氧体系上的差异。 
在电子结构领域中，臭氧的优化是著名的问题（三个 O 上的孤电子对使得电子相关作用很

强，用一般的电子相关方法根本就无法准确的描述它），在耦合簇和 QCI 出现之前，一直没

有得到精确的描述。下表列出一些方法的优化结果 
                MP2     QCISD   QCISD(T)        实验 
R(O-O)          1.307    1.311    1.298            1.272 
A(O-O-O)        113.2    114.6    116.7            116.8 
一般所说的精确结构，指键长与实验值的差距在 0.01-0.01 埃之内，键角差距在 1-2 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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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只有 QCISD(T)能够提供精确的结构数据。 
 
密度泛函方法  

是近来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也包含了对电子相关的处理。时间耗费比 HF 方法略大，

但精度要高的多。与传统电子相关方法相比（MP2）精度不差多少，但计算时间要少的多。

DFT 方法通过电子密度的泛函计算电子相关。通过把电子能量分成动能，电子-核相互作用，

库仑排斥和说明剩余电子相互作用的交换相关项这几部分进行分别计算。DFT 方法分为传

统泛函和混合泛函。传统泛函有局域交换相关泛函（仅涉及到电子自旋密度）和梯度相关泛

函（涉及到电子自旋密度和它们的梯度）。前者有 Slater，Xalpha 和 VWN 方法，后者有 BLYP。
混合泛函是将交换函数定义为 H-F，局域和梯度矫正相关项的线性偶合， 著名的有 B3LYP
和 B3PW91。 
 
资源使用 

越是精确的计算，就越需要大的资源，就越昂贵。一般的，体系的大小用总基组函数数

量(N)表示，也有的方法取决于占据轨道和非占据轨道的基组函数数量(O 和 V)。 
下表列出不同方法理论上的资源消耗(N4=N^4) 

正常的 实际消耗  

CPU 内存 磁盘 CPU 磁盘 

传统 SCF N4 N2 N4 N3.5 N3.5 
直接 SCF N4 N2 - N2.7 N2 
MP2 能量      
传统 ON4 N2 N4 ON4 N4 
直接 ON4 OVN - O2N3 N2 
半直接 ON4 N2 VN2 O2N3 VN2 
MP2 梯度      
传统 ON4 N2 N4 ON4 N4 
直接 ON4 N3 - O2N3 N2 
半直接 ON4 N2 N3 O2N3 N3 
MP4 ，

QCISD(T) 
O3V4 N2 N4 O3V4 N4 

全 CI（CPU） ((O+V)!/O!V!)2     
对于小的体系，其计算成本差别是不大的，只有处理大的体系时，其差别才显现出来。 
 

2．高斯自带的练习 
Eample 6.1 文件 e6_01 TPP 的分子轨道 

本例对四苯基卟啉(TPP)用 AM1 进行处理，分析其分子轨道， 高占据轨道， 低空轨

道。注意原书中对分子轨道特点和构成的分析，这有助于加深对分子特性的理解。但同时希

望注意他们仅是 H-F 方程解的数学函数的对应表示形式，这些图象并不对应真实的物理情

景。换句话说如果用其它的轨道描述（数学函数）也有可能解出同样的能量，但此时对应的

轨道形状就不一样了。之所以用一种方式只是为了使用和解释的方便。 
 

Eample 6.2 文件 e6_02 HF 二聚体 
    这个例子的目的是告诉我们半经验算法的局限性：对于未很好参数化的体系，氢键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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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态结构，半经验的结果是很差的。 
下表列出 AM1，PM3，HF/6-31+G(d)和 MP2/6-311++G(2d，2p)优化的构型。 

 AM1 PM3 HF MP2 
R(H-F) 0.83 0.94 0.92 0.92 
R(H4-F2) 2.09 1.74 1.88 1.84 
R(F-F) 2.87 2.65 2.79 2.76 
A(F-H4-F) 159.3 159.8 168.3 170.6 
A(H3-F-F) 143.8 143.1 117.7 111.8 

所有的半经验方法都远离高精度计算得到的结果，特别是键角的差距很大，AM1 方法的键

长也有很大差距。注意 HF 方法得到的结果与 MP2 方法很相近。从 PM3 得到的结构为初始，

用 HF 方法用了 20 步才得到结果，说明半经验方法不一定是 HF 方法好的初始结构。通常

我们都要求用半经验方法得到一个初始构型，然后再用大的方法进行优化。但对于半经验算

法不适用的体系如何得到一个较好的初始结构呢？原理是一样的：先用小的方法算。只是此

时小的方法不是半经验方法，而是 HF 方法（如 HF/STO-3G）或 DFT 方法（用 STO-3G 基

组）。 
 

Eample 6.3 文件 e6_03 HF 键能 
在这个练习中我们计算一个弱相互作用很重要的体系：氟化氢（氟中有两对孤电子对，

这是其弱相互作用在体系能量中很重要的原因，HF 方法不能很好的描述这种相互作用，因

为它对电子相关采取了平均处理，没有很好的考虑瞬时和局部电子相关，而氟化氢中氟的两

对孤电子对位于外层，电子间的相互作用比较强，所以得用后 SCF 方法处理）。我们在前面

检验过其键长。在这里，我们采用 HF 以及后 SCF 方法计算其键能，方法是氟化氢的能量

键去氢原子和氟原子的能量之和。结果如下 
HF/STO-3G       73.9 
HF              97.9 
MP2             144.9 
MP3             137.9 
MP4(SDTQ)       141.8 
QCISD           138.8 
QCISD(T)        140.6 
实验值          141.2 
没有表明基组的采用的是 6-311++G(3df，2pd)。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HF 方法的结果与实验值有很大的差距，而后 SCF 方法要好的多。 
要注意后 SCF 方法在计算时是极耗内存的，如果这种类型的计算报错，首先要尝试增大内

存和 RWF 文件空间，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MP2 方法的计算精度与密度泛函方法相当，有时还要好些，但计算耗费要大的多。在 MPn
方法中 MP4 也常用。MP2 不能很好描述的体系用 MP4 有时可以得到较好的结果 
 
Eample 6.5 文件 e6_05a (HF)，e6_05b (SVWN)，e6_05c (SVWN5)，e6_05d (BLYP)，e6_05e 
(B3LYP)，e6_05f (B3PW91)，e6_05g (MP2)二氧化碳的结构和原子化能 

这个练习比较了 HF 方法，DFT 方法和 MP2 的计算结果，说明了 DFT 方法在计算方面

的优势。由于电子相关的影响，原子化能一般很难得到精确结果，Hartree-Fock 方法一般是

不适用的。本例采用不同的密度泛函方法计算二氧化碳的原子化能。原子化能的计算方法是

三个原子的能量之和，减去二氧化碳能量和零点能之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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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O)  D0(kcal/mol)    dE 
HF      1.143   234.7           147.2 
SVWN    1.171   472.1           -90.2 
SVWN5   1.172   464.2           -82.3 
BLYP    1.183   392.8           -10.9 
B3LYP   1.169   377.8           4.1 
B3PW91  1.180   391.0           0.9 
MP2     1.162   378.8           3.1 
实验    1.162   381.9 
上述计算采用的基组是 6-31G(d)基组。 
键长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好的，但不同方法得到的原子化能的差距很大，其中两个混合泛函方

法得到 好的结果。由混合泛函和 MP2 方法得到的结果都是很精确的，其中 B3PW91 方法

得到了 佳结果。 
 

Eample 6.6 文件 e6_06 F3-结构和频率 
本例采用 D95V+(d)基组，不同密度泛函方法优化 F3-，分析频率。 
        R       对称伸缩        弯曲            不对称伸缩 
HF      1.646   501             315             522i 
SVWN5   1.706   448             278             524 
BLYP    1.777   390             255             477 
B3LYP   1.728   425             268             441 
MP2     1.733   392             251             699 
实验            440+-10         260+-10         535+-20 
DFT 和 MP2 方法得到的结构相似，而 HF 方法在结构和频率两方面的结果都很糟糕。本例

中，SVWN5 泛函得到的频率分析结果是 接近实验值的。 
 
Exercise 6.1 文件 6_01a (AM1)，6_01b (PM3)，6_01c (HF) 丁烷-异丁烷异构化能 
采用 AM1，PM3，HF/6-31G(d)方法计算丁烷-异丁烷异构化能。结果如下 
AM1     PM3     HF/6-31G(d)     MP2/6-31G(d)    实验 
+1.76   -0.47   -0.63           -2.02           -1.64 
AM1 方法甚至连正确的符号都没有给出。 
 
Exercise 6.2 文件 6_02a (半经验)，6_02b (HF)正丁烷的旋转势垒。 
结果如下： 
AM1     PM3     HF/6-31G(d)     实验 
1.53    1.67    3.65            ~3.4 
HF 方法已经能够得到很到的结果 
 
Exercise 6.3 文件 6_03，6_03x 马来醛的优化 
PM3 和 HF 方法的几何优化结果都与实验值有很大差距，注意特别是内氢键的键长差距明

显。MP2 方法得到了相当精确的结构。 
采用 B3LYP/6-31G(d)也能够得到与 MP2 同样精确的结果。 
 
Exercise 6.4 文件 6_04 FOOF 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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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于 FOOF 结构的优化曾被认为是对成功的理论模型的挑战，它有着不同寻常的

长的 OF 键，代表着很弱的相互作用。甚至 MP2 方法的结果都很不好，对其进行的 CCSD
方法或 QCI 方法是必须的。 
B3LYP/6-31G(d)方法与 CCSD 方法的结果是相似的。 
 
Exercise 6.5 文件 6_05a，6_05b 乙醛和环氧乙烷的异构化能。 
所有的结果都表明乙醛有低的能量，包含电子相关的方法都得到了较好的异构化能数值，其

中，MP2 方法比一些等级高的方法结果好。但增大计算的基组，MP2 方法反而得不到更好

的结果。 
 
高级 Exercise 6.6 文件 6_06a ~ 6_06e 杂原子取代乙烯自由基的自旋极化率 
所有优化结果都很相似，但对于自旋极化率，HF 和 MP2 方法得到的结果与实验值都有很大

差距，而 B3LYP 和 QCISD 方法则有比较好的结果。 
 
高级 Exercise 6.7 文件 6_07a~c M+F3-的结构和频率 
HF 方法得到很差的结果，MP2 得到的结构要好些，但得到的频率分析结果远离实验值。 
对于 Cs，K，所有 DFT 方法都得到相似的结构，所得的频率要低于实验数据。 
B3LYP 得到的结果是 好的。 
 
高级 Exercise 6.8 文件 6_08 超精细耦合常数 
本例计算 HNCN 自由基的超精细耦合常数，来考察不同理论模型对核出电子自旋的影响，

关键词 Density=Current。 
比 QCISD 等级低的方法得到的结果都与 QCISD 方法的结果有很大差距。 
 
高级 Exercise 6.9 文件 6_09 氯原子取代臭氧 
Cl + O3 --> ClO  +  O2 
计算反应的焓变方法是将反应式右边的焓的和减去左边的焓的和。 
结果是，没有合适的方法得到精确的结果，有的方法能够得到一些好的生成焓的结果，但

终结果都步令人满意。这样的体系需要更精确的方法，将在第九章讨论。 

 

论坛上关于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讲的不是很多，扼要归纳

一下的话就是如下几条： 
1. 通过看文献或请教做计算的专业人士确定可以使用的基组； 
2. 进行试算，看哪一种计算的结果和试验数据吻合的 好； 
3. 根据计算的效果确定所要使用的基组。当然选定的基组所可能产生的计算量应该是你的

机子所能承受的。量化计算对计算机配置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什么样的机子就决定了你

的结果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方法越大，对计算机的要求就越高；基组越大，对计算机

的要求也越高，当然，由于精度的提高，如果分析的好，发到好杂志的可能性也越高。 



 326

第九章 高精度能量模型 

1 高精度能量模型简介 

前两章中，我们讨论了不同理论方法和基组的计算精度，也讨论了各自的优缺点，本

章讨论得到非常精确结果的方法。这通常是用于能量计算。高精度模型的建立，能够是关于

能量的计算精度达到 2kcal/mol 的差距。一般的，达到这样的精度需要一个庞大的 QCISD(T)

计算，甚至对于小分子的处理，其运算量也是惊人的。因此，如果机子的配置不够（如单机），

那用这种算法报错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内存不够和 RWF 文件空间不够引起的。G2，CBS-4，

CBS-Q 方法是包括了一系列采用特别方法处理的计算的组合，可以提供更为精确的结果。 

    没涉足过这方面的计算。感觉如是要计算速率常数等对能量绝对值要求较高的量时会用

的上。一般的研究这一部分是用不上的，高精度的能量计算对机子配置要求太高了，稍大些

就算不了。此外在很多时候，可以用 B3LYP 和大的基组的组合来计算体系的能量，精度不

错，计算耗费也要小的多。相关讨论见能量计算部分。 
 
主要应用的领域 
原子化能，电子亲和势，离子化能和质子亲和能等多种化学范畴内常用的能量形式。 
原子化能：原子化能是分子与组成分子的原子的能量差，如对于 PH2，其原子化能为

E(P)+2(EH())-R(PH2) 
电子亲和势：指体系增加一个电子后能量的变化，计算方法为中性分子和其阴离子的能量差。 
离子化能： 离子化能指体系减少一个电子的能量的变化，计算方法为中性分子和其阳离子

的能量差距。 
质子亲和能：质子亲和能为体系增加一个质子后的能量变化，计算方法为分子与在其基础上

增加一个质子的体系的能量差距。 
 
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一般采用上面的热力学数据和试验值的差来评价模型的优劣 
(1) G2 分子基(Molecule Set)方法以及缺陷及对缺陷的解释 

G2 分子基是在 55 个原子化能，38 个离子化能，25 个电子亲和势和 7 和质子亲和能

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个分子基有很多优点，使得其能够得到精确的热力学结果，其优点如下： 
1．热力学数据一般是很难模拟的，误差产生于模型假设中的缺陷和实验值的测量误差；2.
该分子基包含了大量的原子。3.该分子基包含了大量的特殊体系，如离子，开壳层体系等 
其缺点是：1.其所处理的分子体系小，推广到大的体系是必须要小心；2.不是所有的键型都

支持的，比如不包括环状分子，没有 C-F 键；只能研究前两周期原子，推广到其他原子，

如过渡金属可能会有问题。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甚至对于一些一二周期原子的双原子分子该方法也不能全部得到精确结

果。这一点本身很重要，因为从一小部分分子的某个热力学数据得到的理论模型在应用上必

须小心。 
 
(2) Gaussian-1 和 Gaussian-2 理论 
Gaussian-1 和 Gaussian-2 方法是在优化好的结构上对能量进行修正。 
下面是 Gaussian-1 (G1)方法的处理步骤 
第一步：采用 HF/6-31G(d)产生初始的几何构型和频率分析得到零点能 ZPE，矫正因子 0.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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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从上一步的优化结果开始，采用 MP2(Full)/6-31G(d)进行几何优化。所得几何构型

用于后面的计算 
第三步：计算基态能量 Ebase，在上一步得到的几何结构上采用 MP4/6-311G(d，p)计算。得

到的数值在后面进一步矫正 
第四步：增加弥散函数，采用 MP4/6-311G+(d，p)计算基态能量，与上一个数值比较得到 dE+ 
第五步：增加高级极化函数，采用 MP4/6-311G(2df，p)计算基态能量，与第三步的数值比较

得到 dE2df。如果该数值为正，则设该项为零 
第六步：采用 QCISD(T)/6-311G(d，p)计算基态能量，差值为 dEQCI 
第七步：矫正第六步的结果，dEHLC=-0.00019na + -0.00595nb，其中 na，nb 是处于 alpha

和 beta 自旋状态的电子的数目 
这样，就得到的 G1 能量 
EG1 = Ebase + dE+ + dE2df + dEQCI + dEHLC + ZPE 
这样得到的 EG1 和 QCISD(T)/6-311+G(2df，p)得到的结果近似，但速度要快的多。 
Gaussian-2 (G2)方法的处理步骤 
在 G1 的基础上，增加处理步骤 
第八步：运行 MP2/6-311+G(3df，2p)能量计算， 

dEG2 = dE+2df - dE+ - dE2df + dE3d2p 
将 G1 方法中的 2df 项进行修正，由于所需要的 MP2 计算可以在前面找到， 终的

dEG2 的计算可以表示为：dEG2 = E(8) - E(5，MP2) - E(4，MP2) + E(3，MP2) 
其中数字代表进行的步骤，后面的方法为该步骤中该理论的能量值。 

第九步：将 G1 中的 dEHLC 修正，增加 0.00114nb，记为 dHLC 
G2 能量为 EG2 = EG1 + dEG2 + dHLC 

 
（3）完全基组方法(Complete Basis Set Motheds，CBS) 

这个名字本身代表了对从热力学头算方法的 大误差来源-对基组的切断的修正。和

G2 理论一样，该方法的能量也是有一系列的修正得到的。计算方法基于如下的原理：对总

能量的连续的贡献随着微扰的等级升高而降低，比如对于氧分子体系解离能的计算，精确到

0.001Hartree，用 SCF 方法需要 6 个描述，而 MP2 方法需要 3 个，更高等级的微扰只需要 2
个。CBS 方法基于此而随着计算理论等级的增加采用较小的基组。 
CBS 方法采用成对中性轨道扩张的渐进收敛，从有限元基组外推建立完全基组 
CBS 方法一般包括大基组的 HF 计算，中等基组的 MP2 计算，以及一个中等略低等级基组

的高精度计算，见下表 
                CBS-4                   CBS-Q 
几何优化        HF/3-21G(d)             MP2/6-31G(d) 
ZPE(校正因子)   HF/3-21G(d) (0.91671)   HF/6-31G (0.91844) 
SCF 能量         HF/6-311+G(3d2f，2df，p)  HF/6-311+G(3d2f，2df，2p) 
二级修正        MP2/6-31+G              MP2/6-311+G(3d2f，2df，2p) 
CBS 外推         >=5 个构造               >=10 
高等级校正      MP4(SDQ)/6-31G          MP4(SDQ)/6-31+G(d(f)，d，f) 
                                        QCISD(T)/6-31+G 
经验校正        单或双电子高等级校正    双电子高阶校正 
                自旋校正                自旋校正，对钠的核校正 
CBS-4 比其他两个方法要便宜，另外的 CBS 方法是 CBS-APNO，更加精确也更加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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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这些方法和常用的 HF 方法 DFT 方法在精度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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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的相对精确性 
从研究角度来看的话,盲目的追求大的高精度的方法纯粹是对资源的浪费. 达到自己的

研究所需要的精度就可以了.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有了下面这些算法的分析和比较. DFT
方法再一次由于包括了电子相关而在能量计算上占据了优势. 此外与上面所介绍高精度能

量算法比较, DFT 方法的耗时也比较少. 因此,在研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这些耗时较

少的方法来代替那耗时的高精度能量算法. 
通过对半经验(AM1)，HF 方法，MP(MP2)，DFT(B3LYP，SVWN)等理论方法的比较，

统计，有如下结论。 精确的方法是 B3LYP/6-311+G(3df，2df，2p)//B3LYP/6-31G(d)，注意

这种表示方法表明用后一种方法优化结构，用前一种方法计算能量及性质。这不是 昂贵的

计算方法。一般的，由中等级理论进行优化，再进行高等级计算的方法比完全采用高等级方

法的结果要好。采用高等级的计算，不能够为几何优化带来更为精确的结果。基组大小的增

加对于几何优化是不必须的，只是对能量的精确描述上有必要 
半经验方法与 Hartree-Fock 方法比较，其绝对平均误差要小，但 大误差要大，说明其经验

值中包含了一些电子相关，但对于一些体系的处理明显不好，比如离子化能和质子化能的计

算在 B3LYP 水平上进行的计算结果，在几何优化上有明显的优势 
这些结论显示：如果可能，使用 B3LYP/6-31G(d)进行几何构型和零点能计算，使用 B3LYP
的 大基组进行能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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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者推荐使用 HF/6-31G(d)零点能和热力学矫正，对于一些大的体系，进行 HF 优化

和频率分析，然后进行 B3LYP/6-31G(d)能量计算比使用 B3LYP/6-31G(d)要有效率 .当
B3LYP/6-31G(d)太昂贵而无法进行优化和频率分析时，可以使用 HF/3-21G 进行优化和单点

能及矫正.使用 AM1 进行优化的体系，进行 B3LYP 的单点能计算也能明显提高 终结果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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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斯自带的练习 
Example 7_01 PH2 的原子化能 

采用B3LYP/6-31G(d)优化几何构型，计算零点能(矫正因子 0.9804)，用B3LYP/6-31+G(d，
p)计算能量。得到的原子化能为 148，3kcal/mol，实验值为 144，7，误差 3.6kcal/mol 
电子亲和势 
 
Example 7_02 PH2 的电子亲和势 

电子亲和势指体系增加一个电子后能量的变化，计算方法为中性分子和其阴离子的能量

差。同上例中计算方法得到的 PH2 电子亲和势为 1.24eV，实验值 1.26eV，误差 0.02eV，大

约 0.5kcal/mol 
 
Example 7_03 PH2 的电子离子化能 

离子化能指体系减少一个电子的能量的变化，计算方法为中性分子和其阳离子的能量差

距。同上两例计算方法得到的离子化能为 9.95eV，实验值 9，82eV，误差-0.13eV 约

-2.9kcal/mol。 
 
Example 7_04 PH2 的电子质子亲和能 

质子亲和能为体系增加一个质子后的能量变化，计算方法为分子与在其基础上增加一

个质子的体系的能量差距。同上例计算方法得到的质子亲和能为 185.9kcal/mol，实验值为

187.1kcal/mol，差距 1.2kcal/mol。 
 
Example  7_05 PH3 质子化能(PA)的 G2 计算 

结果如下 
方法    G1      G2      G2(MP2) 实验 
PA      186.10  186.14  186.80  187.1 
CPU     682.4   829.1   607.5 
其中 G2(MP2)方法是在 G2 基础上的更为廉价的方法。差距均在 2kcal/mol 以下。 
下面是对三种方法的统计结果 
方法    平均绝对误差    大误差 
G1      1.53            7.4 
G2      1.21            4.4 
G2(MP2) 1.58            6.3 
G2 方法是 精确的，也是 昂贵的方法，G2(MP2)在三种方法中是较为经济而且结果也较

好的。注意随体系的增加，G2 方法的特点就更为明显 
 
Example 7_06 PH3 质子化能的 CBS 计算 

结果如下 
方法    CBS-4   CBS-Q   实验 
PA      189.25  186.24  187.1 
CPU     256.7   708.7 
两个方法都得到很好的结果。当得到同样精度结果时，当然便宜的方法是好的。 
下面是 CBS 和 G2 方法的统计结果 
方法    绝对平均误差    大误差        相对 CPU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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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3     F2CO    SiF4 
CBS-4   1.98            7.0             1.0     1.0     1.0 
G2(MP2) 1.58            6.3             2.4     10.3    11.5 
CBS-Q   1.01            3.8             2.8     8.4     12.7 
G2      1.21            4.4             3.2     25.9    59.1 
能够达到误差小于 2kcal/mol 的精确标准，CBS-4 是 便宜的。CBS-Q 有比 G2 好的结果，

同时也便宜很多 
 
Exercise 7_01a~d CBS-4 的热力学数据 
计算水的四个热力学数据，在原子化能和电子亲和势方面有很精确的结果，其他两项也符合

很好 
 
Exercise 7_02a~c 臭氧的氯化解离 
Exercise 6.9 中讨论过该反应，当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下面是高精度计算的结果 
        dH      CPU 
G2      -33.1   6172.3 
CBS-4   -41.4   1109.4 
CBS-Q   -38.4   3384.4 
实验    -39.1 
很显然 CBS-Q 方法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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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研究化学反应和反应性 

1 目的 
本章讨论应用电子结构理论研究化学反应。主要包括 1.用前面所介绍过的方法优化出过

渡态; 2. 用反应路径分析方法分析所得的过渡态是否是我们想要的过渡态;3 势能面扫描技

术,可以帮助我们寻找过渡态(SCAN 关键词和 OPT 关键词)的初始构型,研究键长,键角和二面

角在某一范围内的变化对整个体系能量的影响; 4.通过计算反应的活化能和反应热来判断反

映的可行性.. 
 

2 到目前还未做过过渡态和化学反应的研究,所以不能给出详细的输

入格式和输出解释. 

请大家仔细揣摩练习中所给的例子.相信在输入格式和输出解释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难
的势如何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去.  
 

3 常用的研究方法的介绍和高斯自带的练习 
我们将从电子密度开始，然后回顾第四章中有关反应势垒的讨论，再讨论反应研究中的

更复杂的技术， 后，通过对相应反应的计算，来研究未知体系的反应热。 
预测电子密度 

将电子密度或静电势可视化(可视化可以利用 GVIEW 做到)是研究一个分子体系的反应

性的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体系中电子密度大或静电势大的部位往往是该体系的反应部位. 在
以正负电荷吸引为先导的反应(如亲电反应),尤为要注意这一点. 
Example 8_01b 取代苯的电子密度 
在有机化学中，亲电芳香取代反应的定位效应是已经被深入研究的课题。在这里，我们采用

电子密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已经知道氯苯和硝基苯的硝化是基于同样的反应机理：苯环

首先受 NO2+的攻击，产生各种异构体的阳离子异构体。当硝化完成后，产物分布如下。 
                邻位    间位    对位 
氯硝基苯        29%     1%      70% 
二硝基苯        7%      88%     1% 
我们在这里检验间位和对位异构体的中间体。 
分子采用 B3LYP/6-31G(d)进行优化，电子密度在 HF/6-31G(d)等级计算。将电子密度按照平

行苯环平面的方向切片，得到不同厚度位置的电子密度图。间位的氯硝基苯和对位的二硝基

苯的电子密度分布显示，其保留了有较大共振范围的电子结构，相反，另两个构型的电子密

度分布显示其电子分布相对局域化，并且向苯环外的方向集中。 
通过电子密度的图形，可以定性的理解电子密度和反应性的关系，在得到结论之前，检查这

个体积的电子密度是必要的。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资料可以参见 Gaussian 出版的白皮书

Visualizing Results from Gaussian。 
 
计算反应焓变 
Example 8_02 水解反应 
现在分析水解反应 H+ + H2O --> H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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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计算标准反应焓变 dH298.其计算方法可以表示为 
dH298 = dE298 + d(PV) 
dE298 = dEe0 + d(dEe)298 + dEv0 + d(dEv)298 + dEr298 + dEt298 
其中 
dEe0：          0K 时产物与反应物的能量差； 
d(dEe)298：     0K 到 298K 电子能量的变化。对于这个反应，这一项可以忽略； 
dEv0：          0K 时反应物和产物的零点能之差； 
d(dEv)298：     0K 到 298K 振动能量的变化； 
dEr298：        产物和反应物的旋转能之差； 
dEt298：        产物和反应物的平动能之差； 
d(PV)：         由于有一摩尔分子消失，PV=-RT。 
dEe0 由单点能得到，本例采用的计算方法是 B3LYP/6-311+G(2df，2p)。其他的各项都要考

虑内能校正，通过频率分析得到。这样，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进行优化然后进行频率分析得到

所需数值。采用 B3LYP/6-31G(d)就能够得到足够精确的结果。 
这里注意我们不用计算 H+，由于没有电子，它的电子能量显然是 0；由于只有一个原子，

其振动，转动能显然也是零，这样，其只有平动能，其值为 1.5RT = 0.889kcal。mol。(详见

统计热力学)。 
终计算得到 dH298=-163.3kcal。mol。实验值为-165.3+-1.8kcal/mol。 

两者符合的相当好。 
 
研究势能面 

对于势能面的研究对反应路径分析来讲，可能产生出人意料的好的结果。本节中，我们

通过实例研究势能面的应用方法。考虑丙烯基正离子的旋转异构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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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I)                              (I') 
曾经认为两个异构体之间的变化是通过一个具有 Cs 对称性的过渡态完成的，在该构型中，

H2b-C-H3b 组成的平面垂直与碳原子  平面。采用 HF/6-311++G(d，p)能够找到这样的过渡

态，但是进一步的采用 MP2 和 QCISD 以及同样基组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过渡态，而得到了极

小值!这个新的具有 Cs 对称性的结构中，H1 迁移到了端位的碳原子上。这个新结构的能量

比势能面中平衡结构的能量高 10kcal/mol。 
这样就有了另一条反应路线：中间碳上的氢迁移到端位的碳原子上；新形成的甲基旋转；旋

转后的甲基上的一个氢原子迁移回中间碳原子。 
在这个例子中，应用了 IRC 计算来确定过渡态的确是连接产物与反应物的。 
本章后面将对这一方法进行讨论。HF 方法的研究得到了假的过渡态，原因是，由于 HF 方

法本身的限制，其计算的亚甲基旋转的势垒要低于氢原子迁移的势垒。 
 
势能面扫描 

势能面扫描可以研究一个区域内的势能面。一般的扫描都是由一系列的在不同结构上

的单点能计算组成的。当进行势能面扫描时，要设置分子结构的变量，设置需要变化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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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和步长。在 Gaussian 中，势能面扫描是自动进行的，下面是一个进行势能面扫描的

算例。 
#T UMP4/6-311+G(d，p) Scan Test 
CH PES Scan 
0 2 
C 
H 1 R 
R 0.5 40 0.04 
该算例要求一个对于 CH 的势能面扫描，所用的关键词是 scan，变量的设置格式是： 
名称  初始值 [点数  步长] 
当只有一个参数时，变量在整个扫描中是不变的，当三个参数都设定时，变量将在一定范围

内变化。当有多个变量时，所有的可能构型都要计算。所有等级的计算结果都在输出文件中

列出，比如进行的 MP2 的势能面扫描也将列出 HF 方法的结果。根据得到的扫描结果，可

以得到所要的势能面，通过它，可能得到极小值的可能位置。势能面扫描过程中不进行几何

优化。 
 
反应路径分析 

在第四章中我们提到，得到一个过渡态机构不能说明它就是连接产物和反应物的结构。

分析其是不是所需过渡态的一个方法是分析虚频的简正振动状态。有时，对振动的分析也不

能够确定。本节讨论更为精确的方法。 
IRC 方法检验过渡态分子的趋势。计算从过渡态开始，根据能量降低的方向来寻找极

小值，就是说，寻找过渡态所连接的两个极小值。反应路径是连接反应物与产物的，但是连

接反应物和产物可以有不止一条路径，通过不同的过渡态连接，通过 IRC 计算，以寻找真

正的反应路径，也就是能量 低的反应路径。反应路径计算可以确认得到的过渡态就是连接

反应物和产物的过渡态，一旦确认，还可以计算活化能(注意零点能校正)。 
运行 IRC 
在 Gaussian 中，运行 IRC 的关键词是 IRC。需要注意的是，IRC 计算是从过渡态开始的，

在两个反应方向上各进行固定步骤的计算(默认是 6 步)。 
IRC 计算的方法是这样的： 
1.优化过渡态 
2.进行频率分析，确认所得到的是过渡态，计算零点能，生成进行 IRC计算的力矩阵运行 IRC，
在鞍点的能量下降方向，寻找极小值。一般的，需要增大寻找的次数，从而尽可能的接近

极小值。方法是设置 MaxPoints。 
3.确定反应势垒，一般还要进行更多的工作， 
4.对过渡态的高等级的能量计算 
5.对反应物和产物进行优化和频率分析，得到零点能，进行高等级能量计算 
 
势能面研究实例 
我们现在用 Gaussian 的反应路径分析来研究甲醛的势能面。这个势能面上有很多极小值，

包括甲醛，羟基卡宾，以及 H2 和 CO。每一组之间都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反应物产物对。这

里研究两个反应 
(1) 甲醛的解离: H2CO  <-->  CO  + H2      

我们要确定反应过渡态的结构，预测反应的活化能。为此，我们需要以下信息： 
甲醛，氢分子，一氧化碳分子的考虑零点能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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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态的几何构型和零点能校正的能量。 
计算在 HF/6-31G(d)水平进行，结果如下 
                SCF 能量         零点能          总能量 
H2              -1.12683        0.00968         -1.11716 
CO              -112.73788      0.00508         -112.7280 
H2 + CO                                         -113.84996 
H2CO            -113.86633      0.02668         -113.83966 
计算过渡态的能量，方法是:1.过渡态几何构型优化，计算 SCF 能量;2.频率分析，计算零点

能;3.IRC 计算，确认过渡态 
Example 8_03 CH2O --> H2 + CO IRC 

1.优化过渡态.首先考虑氧原子垂直于 CHH 平面的构型，同时增大 OCH 夹角。计算中

设置 Opt=(TS，CalcFC)。CalcFC 一般对于过渡态的优化是有帮助的。得到的该点几何构型

与猜测的结构接近，SCF 能量-113.69352 
2.频率分析:频率分析表明其有一个虚频，零点能 0.01774(校正后)，总能量-113.68578 
3.IRC 计算:IRC 计算需要优化好的过渡态和相应的力矩阵，得到的方法是从临时文件中

获得(IRC=RCFC)，或在 IRC 计算的初始进行计算(IRC=CalcFC).IRC 计算在输出文件末尾对

计算进行总结，列出能量和优化的变量的值。第一个值和 后一个值是整条路径的起点和终

点。在起点上，我们得到了一个类似甲醛分子的结构，可以认定该反应路线是通向甲醛的，

在终点上，得到了一个 C-H 键伸长的结构，C-O 键略微缩短，也表明这条反应路线是通向

解离分子的。 
4.计算活化能:IRC 计算确认了所得到的就是我们所要的过渡态，下面就可以计算活化能

了。 
                能量            活化能(kcal/mol) 
过渡态          -113.67578       
反应物          -113.83966      102.8(正向) 
产物            -113.84996      109.3(反向) 
计算表明两个反应方向的势垒相似。 
注意 IRC 得到的产物的能量不一定等于两个单独的体系的和，因为当 IRC 计算得到分子配

合物的极小值，与两个分离体系的能量和有些差别 
 
(2)1，2 氢迁移反应: H2CO  <-->  HCOH 

现在用同样的步骤研究第二个反应。反式氢基卡宾的包含零点能的总能量是-113.75709，
计算方法是 RHF/6-31G(d)。 

1. 寻找过渡态.猜测过渡态在碳原子上的一个氢原子象氧原子方向迁移，处于同时与碳原

子和氧原子作用的位置， 
2. 对其进行的频率分析表明其位一阶鞍点，包含零点能的总能量为-113.67941 
3. 反应路径分析.IRC 分析得到的两个结构，一个类似于 HCOH，一个类似于 H2CO，说

明该结构为该反应的过渡态。 
4. 活化能预测. 计算得到的活化能为 100.6(正向)和 48.7(反向)kcal/mol 

 
IRC 的注意事项 
虽然实际的反应结构如极小点，极大点，鞍点等在势能面上存在几何的和数学的意义，但不

能简单推广到物理的和化学的意义。实际的分子是有动能的，这样它就可以不遵循反应路径。

当然，计算得到的结果提供了 经济的反应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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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构反应(Isodesmic Reactions) 
等构反应是指反应前后各种键的数量不变的反应，比如乙醛与乙烷生成丙酮和甲烷的反应，

反应前后，各种价键的数量都没有变化。由于这一特点，对这样体系的研究可以得到相当精

确的结果。 
Example 8_05 等构反应的反应焓变化 
本例计算上面提到的反应的反应焓变，步骤如下： 
1.在 HF/6-31G(d)水平优化结构 
2.进行频率分析计算零点能 
3.在 B3LYP/6-311+G(3df，2p)水平计算单点能 
结果得到反应焓变-9.95kcal/mol，实验值-9.9+-0.3kcal/mol。 
 
Example 8_06 通过等构反应确定二氧化碳分子生成焓 
本例中利用等构反应 CO2 + CH4 --> 2H2CO 来确定二氧化碳分子的生成焓。 
原理如下： 
dHcalc = 2 E0(H2CO) - (E0(CO2) + E0(CH4)) 
dHf(CO2) = -(dHcalc - dHf(CH4) + 2dHf(H2CO)) 
甲烷和甲醛的生成焓实验值分别为-16.0 和-25.0kcal/mol(0K) 
计算方法同上例，所得到的反应焓变为 60.64kcal/mol，这样计算得到的二氧化碳的生成焓为

-94.64kcal/mol。实验值为-93.96kcal/mol。 
 
等构反应的局限 
等构反应对于反应体系和生成焓的研究非常重要，但其也有明显的缺点，如下： 
1.必须依赖良好的实验数据，实验数据不准确，得到的生成焓自然也不可信 
2.该技术不能推广到活化势垒方面 
3.该技术不能用于实际上发生不了的等构反应 
4.不同的等构反应可以得到不同的生成焓数值。 
Example 8_07 等构反应的局限 
本例通过两个不同的等构反应计算乙烷的生成焓，研究理论 
MP2/6-31G(d)//HF/6-31G(d) 
反应一 丙烷 + 氢 --> 乙烷 + 甲烷 
反应二 乙烷 + 氢 --> 2 甲烷 
另外通过 6 个反应计算 SiF4 的生成焓，研究方法 MP2/6-31G(d，p)//HF/6-31G(d) 
SiH4   + F2  --> 2H2  + SiF4  (i) 
SiH4   + 4HF --> 4H2  + SiF4  (ii) 
SiF3H  + HF  --> SiF4         (iii) 
SiF2H2 + 2HF --> 2H2  + SiF4  (iv) 
SiFH3  + 3HF --> 3H2  + SiF4  (v) 
SiH4   + 4F2 --> SiF4 + 4HF   (vi) 
结果如下 
乙烷生成焓实验值        -20.0+-0.1  kcal/mol 
        反应一          -17.361 
        反应二          -22.258 
SiF4    实验值          -386.0+-0.3 kca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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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375.983 
        (ii)            -366.588 
        (iii)           -380.506 
        (iv)            N/A 
        (v)             -376.112 
        (vi)            -385.379 
虽然得到的乙烷生成焓和实验值比较吻合，但两个结果之间竟然有高达 5kcal/mol 的差距，

对于这样的简单的烃的体系仍然有这样大的差异，在使用这一方法是就不得不小心了。 
对于 SiF4，不同反应得到的数据差别也很明显，虽然也有很符合的结果，但 大的差距竟

然达到 20kcal/mol。同时注意这些硅化合物的生成焓本身的可靠性不高。 
 
Exercise 8_01a~c 水和反应 
计算两个反应的反应焓 
Li+ + H2O --> H2OLi+ at 298.15K 
H2O + H2O --> (H2O)2 at 373K 
两个反应的实验值分别是-34.0+-0.2kcal/mol 和-3.6+-。5kcal/mol 
计算方法是 B3LYP/6-311+G(2df，2p)//B3LYP/6-31G(d) 
由于本例中要计算 298.15K 和 373K 两个温度的水分子的热力学数据，所以，可以在一个计

算中完成，输入文件如下 
%Chk=water 
#T RHF/6-31G(d) Freq=ReadIso 
... 
--Link1-- 
%Chk=water 
%Nosave 
#T RHF/6-31G(d) Geom=Check Freq=(ReacFC，ReadIso) Guess=Read Test 
...... 
373.0 1.0 0.9135 
16 
1 
1 
计算得到的第一个反应反应焓变为-34.0kcal/mol。注意对 Li+不能进行频率分析，其焓的校

正为 1.5RT(只有平动能)对于第二个反应，注意由于DFT方法在处理弱作用体系上有些困难，

要确认所得到的分子是真正的极小值，而不是过渡态。本例中需要采用 Opt=CalcAll 来进行

优化。 
计算结果为反应焓-2.9kcal/mol 
 
Exercise 8_02a，8_02b 键的解离 
本例中通过势能面扫描研究键的断裂过程，研究的体系是 CH 键 
CH    UMP4/6-311+G(d，p)           键长范围 0.2-2.5A 
CH4   RQCISD(T)/6-311++G(d，p) 和  键长范围 。75-3.15A 
      UQCISD(T，E4T)/6-311++G(d，p) 
UQCISD 的 E4T 选项进行的是在 MP4(SDTQ)水平进行 MP4 计算，而不是默认的 MP4(SDQ)。 
计算中还需要设置的关键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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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P(2/16=1)表示在扫描中忽略对称性变化 
Guess=(Always，Mix)表示将 HOMO 和 LUMO 轨道混合来消除自旋对称性的影响，并且 
在每一个点都重新计算新的猜测波函数。 
下面是检查势能面扫描数据的方法 
将 HF，MP2，MP4，QCISD(T)不同水平计算的键能对键长作图 
利用这些图来分析键解离： 
限制性和非限制性方法的比较 
电子相关 
三重态对 QCISD 水平的贡献 
对于 CH，UHF 曲线在其他曲线之上，相对而言，HF 的结果是 差的。MP2 的曲线比 MP3
和 MP4(SDTQ)曲线要高些，但三者相差不多。 
对于 CH4，UHF 得到的曲线远高于其他结果，MP2 的结果也比其他结果要高些，而其他各

个计算方法得到的曲线基本相似。每一次提高微扰的次数，能量曲线就向低的方向移动。 
QCISD 曲线与 MP4 曲线很接近，在对于整个曲线的描述上，QCISD(T)比 MP4(SDTQ)的结

果要好很多。 
限制性方法和非限制性方法得到的结果只在键分裂之后才显现出来，RHF 方法得到的曲线

趋势就是错误的，因为其得到的结果是，当原子进一步远离时，能量继续上升，实际上当两

个原子距离达到一定程度后，能量将基本保持不变。而对于 QCISD(T)方法，两者的差别不

大，限制性方法得到的曲线在键解离后要略高于非限制性方法的结果。这说明，在描述键解

离的过程时，非限制性方法的结果要比限制性方法好，特别是在采取低等级计算模型时。 
 
Exercise 8_03 H2CO 的势能面 
我们以前研究过 H2CO 的两个反应的势能面，得到了五个稳定点：其中三个极小值，甲醛，

反式羟基卡宾以及一氧化碳和氢分子；两个过渡态分别连接甲醛和另外两个产物。现在要做

的，就是研究这两个产物之间的变化途径。反应分两步： 
反式羟基卡宾 <--> 顺式羟基卡宾 <--> 一氧化碳 + 氢 
在 HF/6-31G(d)水平研究这一问题，研究步骤是： 
* 寻找过渡态 
* 确定得到的稳定点是过渡态，计算零点能 
* 确定这一过渡态连接的两个极小值 
一个可能的连接顺式和反式结构的过渡态就是 HCO 平面与 COH 平面成 90 度的二面角。我

们采用 Opt=QST3，分别给出两个异构体和这一猜测的构型。然后进行 IRC 计算，得到的是

接近顺式和反式异构体的构型，说明这个过渡态结构就是所要找的过渡态。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有顺式异构体到一氧化碳和氢的反应的过渡态。 
反应的活化能为 
                正向    反向 
反式 <--> 顺式  25.8    20.5 
顺式 <--> 解离  68.0    131.6 
这样就得到了关于 H2CO 的新的势能面。 
 
Exercise 8_04 原子电荷分析 
这个练习采用非 Mulliken 布局分析方法计算原子电荷，考察这些结果。 
原子电荷计算并不是有量子化学理论推导出来的，所有的计算原子电荷的方法都是武断的。 
练习采用的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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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iken 布局分析(默认) 
Natural 布局分析(Pop=NPA) 
采用 CHelpG 方法的 Breneman 静电势衍生电荷 
采用 Merz-Kollman-Singh 方法的静电势衍生电荷 
计算方法为 MP2/6-31G(d)。为了节省计算时间，在计算第二个以及后面的几个算例时可以

采用在临时文件中的电子密度，Geom=CHeckpoint 
Density=(Checkpoint，MP2)，同时注意在第一个算例中加入 Density=MP2 从而采用 MP2 方

法得到的电子密度来计算原子电荷，默认方法为 HF 方法。 
计算的分子是丙烯阳离子。 
Mulliken 方法得到的原子电荷，三个碳原子上都有一定的负电荷； 
Natural 方法的结果是，中间碳原子上是负电荷，其余原子上均为正电荷； 
CHelpG 和 MKS 方法得到的结果，也只有中间的碳原子上有负电荷。后面三个方法得到的

中间碳原子上负电荷的值越来越少。 
 
Exercise 8_04 基团电荷 
计算上例中的 CH2 和 CH 基团的电荷，结果如下 
        Mulliken        NPA     CHelpG  MKS 
CH      +0.18           -0.05   -0.10   +0.09 
CH2     +0.41           +0.52   +0.47   +0.45 
 
Exercise 8_06 分子中的原子电荷和键级 
分子中的原子理论(theory of atoms in molecules)，提供了另外的更加复杂的计算原子电荷和

相关性质的方法。 
这一理论利用图论和电子密度函数来定义化学性质，如键和原子电荷。这样的理论有清楚的

量子化学意义。 
Gassian 中的 AIM 关键词涉及到这一算法。 
这里用 AIM=BondOrders 来计算丙烯正离子的原子电荷和键级。 
计算的碳碳键键级为 1.4，碳氢键键级为 0.9. 
所有原子上都是正电荷。 
 
Exercise 8_07 Si+ 和硅烷的势能面 
硅簇反应是一个新的领域，非常值得用电子结构方法研究。 
这个练习检验硅正离子进攻硅烷(SiH4)的势能面。这个反应是硅簇反应的中心： 
Si+ + SiH4 --> Si2H2+ --> Si3H4+ --> Si4H6+ --> Si5H10+ ...... 
每一步反应都生成氢 
我们只研究第一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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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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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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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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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rishnan Raghavachari 的研究中，发现了如下的极小值 
 
H            H            H      H       H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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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Si-H......Si    Si-Si        Si-Si         Si--Si 
 / |          / |  \       /    \         / 
H  H         H  H   H     H      H       Si 
SiH4.......Si+  H3Si......SiH+ H2Si......SiH2+     H2Si-Si+......H2 
右边的结构是产物配合物，结合能 1kcal/mol，在我们的研究中可以认为是反应的终点。 

另外还有如下过渡态 
H   H-H 
 \ / \| 
  Si--Si 
 / 
H 
确定哪一个是连接过渡态和的极小值就可以确认反应势垒。 
计算采用 HF/6-31G(d)进行频率分析和 IRC，采用 MP4 方法进行能量计算， 
IRC 计算中要包含下列关键词 
IRC=(RCFC，StepSize=30，MaxPoints=15) SCF=QC 
这样的设置增加了两端搜索的点的数量。 
具体的计算方法是 
* 进行频率分析，计算零点能，准备 IRC 
* IRC 计算，确定与过渡态相连接的极小值 
* UMP4/6-31G(d，p)计算能量 
终确认该过渡态连接的是 H3Si-SiH+和 H2Si-Si+......H2 

其他的极小值当然与其他的过渡态相连。有兴趣的可以继续寻找其他的过渡态，完成整个反

应的势能面。 
 
Exercise 8_08 等构反应 
这里研究等构反应 
CH3COX  +  H3CCH3  <-->  CH3COCH3 + CH3X 
X = H，F，Cl 
计算反应焓变，方法为 B3LYP/6-311+G(3df，2p)//B3LYP/6-31G(d) 
结果为-9.95，16.71，7.14；实验值-9.9+-0.3，17.9+-1.3，6.6+-0.3 
采用其他方法，HF 方法的结果很糟糕，MP2 方法过分考虑了电子相关，MP3 方法的结果也

比较好。对于 AM1 方法，结果比 HF 方法还要差。 
 
Exercise 8_09a~b 通过等构反应计算生成焓 
通过等构反应研究氟代甲烷和苯的生成焓。所用反应为 
CHF3 + 2CH4 --> 3CH3F 
C6H6 + 6CH4 --> 3C2H6 + 3C2H4 
结果为-54.27 和 23.89，实验值-55.9+-2.0，24.0+-0.2 
练习 8.10 文件 8_10 一个 SN2 反应 
研究 SN2 反应 Cl- + H3CF  -->  ClCH3 + F- 
方法如下 
过渡态结构优化 
过渡态频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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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渡态的 IRC 分析 
寻找中间体两个极小值的几何结构 
频率分析计算零点能 
得到的过渡态是 Cl......CH3.......F 
两个极小值是 F-......CH3Cl 和 CH3F......Cl- 
 
 
 

4.论坛上的相关讨论 
 
4.1 计算过渡态的基本步骤: 
一:准备工作 
1.进行反应物和产物的优化:(同时也可得到 SCF 能量). 
注意:对于含氢键的体系,所适用的方法和基组.去查文献.DFT方法,加极化函数,既省时有可达

到一定的精度. 
2.如果要计算活化能的话,则需进一步计算反应物和产物的频率计算,以获得零点能.,如不计

算活化能,此步略.且需对反应物和产物进行更高等级的能量计算. 
二:寻找过渡态 
3.进行 TS,QST2 和 QST3 的计算(用 OPT 选项),所得的过渡态是已被优化过了的,可以直接由

于其它的计算(如确认过渡态是否存在的频率计算,IRC 计算等). 同时也可得到过渡态的 SCF
能量. 
注意:对所要寻找的过渡态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有利于过渡态的寻找. 
宏剑公司: 在做过渡态计算的时候，你的反应物和产物都应该进行优化以确保其

结构的正确性。不然你计算得到的结构将不可靠。对于 TS，QST2，QST3 由于应

用的方法和思想不同，也针对于不同的体系，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另外，用

GaussView 构造输入文件的时候，要让其反应中心相互靠近，这样在优化的时候

会节省大量的时间，同时也会保证计算的可靠性，这就需要你的化学常识了。 

Mht263: 1。QST2 给出的 TS 应该是优化过的，我没有怎么用过，但是因为它是

OPT 里面的一个参数，所以应该是执行 OPT 后的结果，但是 好再 OPT（TS，EF，

CALCFC） FREQ 一次 

2。QST2 里对过渡态 ts 的初始猜测实际上是程序自动将输入的反应物和产物的

各变量取个平均 

,所以反应物和产物一定要是优化好的，而且是同一种方法和基组，而且 QST2

得到的 ts 后也要用这样的方法和基组来进一步验证，做 OPT 找一个大的虚频，

做 IRC 能到头。 

 

北大量子论坛:“寻找过渡态的时候,可以用 TS,QST2 和 QST3 方法,那一种方法的效果更好一

些?” 取决于计算前所拥有的信息量。当然，信息越多，结果越有把握。所以，QST3 有

把握。如果没有任何初始信息，那就没有什么选择了。  “我想不同的输入方法肯定不会产

生一样的结果，那输入过程中限制它们间相对位置的条件是什么呢？” 如果输入不同会导

致结果不同，那么应当全面考虑。首先可以用化学知识筛选。如果此后仍有多种可能性，就

应当通过计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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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锁: TS,QST2/3 都是常用来寻找过渡态的方法，其中 TS,QST3 方法较常用，

但 QST3 使用时经常碰到不收敛。我常用 TS 方法，是先猜测过渡态，然后用进行

OPT=TS 优化计算，这样对猜测的过渡态构型要求比较高，很多参数是要凭经验

的，但这种方法的命中率高。 

吕学峰(calculation): 这三种方法是寻找过渡态，同时也已经把结构优化好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寻找过渡态都是用的稍微小的基组，在优化好的结构基础上，通

常会用更高的基组进行单点能计算，以便计算活化能时误差更小。这是我的看法，

不知是否正确。 

宏剑公司: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好理解的，使用以上关键词实际上是求坐标的一阶

导数，根据导数来寻找鞍点，也就是说在寻找鞍点的同时就对几何形状进行了优

化。但是，得到的结构不一定就是一阶鞍点，也可能是多阶鞍点，这就需要进行

freq 计算来进行检查。另外，该过渡态不一定就是连接反应物和产物的过渡态

（对 QST2 和 QST3），需要进行检测。 

4:进行频率计算,以确认所得到的结构确实是过渡态(会有一个较大的虚频存在),同时也可得

到过渡态的零点能 
三:确认过渡态: 
5.确认所得的过渡态结构是否是我们所想要得过渡态.具体做法有二: A.根据虚频所对应的简

正模式来判断这个过渡态所可能连接的反应物和产物; B. 进行 IRC 计算, 确认过渡态所连

接的反应物和产物, 从而确认所的过渡态是否有用. 
四:和反应相关的一些计算 
6.计算活化能:正向反应活化能=过渡态能量(SCF 能量—零点能) —-反应物能量(SCF 能量—

零点能) 
            反应物活化能=过渡态能量(SCF 能量—零点能) —产物能量(SCF 能量—零点

能) 
7.有关反应速率的计算. 
  A 利用阿仑纽斯公式;B 用 POLYRATE(可以在它的主页上免费申请)软件进行计算 
 
 
4.2 colin1980: 本想通过增加 maxpoints 使反应完全的，但怎是在过渡态左右出问题，没办

法了，想用一下 downhill， 但试了两次，总是说 syntax error，出错消息为：  

%Chk=guotudai 

----------------------------------------------------------- 

#T RHF/6-31G(d) IRC=(RCFC stepsize=5 Downhill maxpoints=30) 

----------------------------------------------------------- 

 QPERR --- A SYNTAX ERROR WAS DETECTED IN THE INPUT LINE. 

IRC=(RCFC STEPSIZE=5 DOWNHILL MAXPOINTS= 

输入文件是 %Chk=guotudai 

#T RHF/6-31G(d) IRC=(RCFC stepsize=5 Downhill maxpoints=30)  

Title Card Required 

Supi: 我没用过 downhill，不过手册中说明此关键词必须在非过渡态中使用的，初始结构的梯度必须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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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收敛域值。 

 1.首先你要确认你得到的过渡态是反应真正的过渡态，必须只有一个虚频，而且虚频的振动方向对应于反

应的方向。如果过渡态没找对，底下的 irc 都是枉然。  

2。关于 irc 计算的例子，我曾经贴过，你找找看。你把你作 irc 的输入文件传上来看看。 
 
 
4.3 用 Origin 或 excel 作 IRC 的图  
mht263: 你看的真仔细, 的确如此，在没有加 REVERSE 和 FORWARD 的情况下，经常没有过度态的那一点

（或者那一点偏离 IRC 曲线很远）. 但是，实际我们常常是分开来做，然后把两个图贴在一起。 
Colin1980: 贴在一起是怎么做的，你把贴到一起后的图传上来吧，谢了  

Mht263: 先把点和能量，分别从两个文件中取去来.放到同一个 EXCELL 中, 然后。。。。 第一个是能量，

做 Y, 再找一个关键的键长或键交做 X, 就行了 

--chem.: 在 IRC 输出文件中找到如下内容，用 ENERGY 对 RX.COORD 作图就是了。 

-------------------------------------------------------------------- 

                SUMMARY OF REACTION PATH FOLLOWING:  

                (Int. Coord:  Angstroms, and Degrees) 

-------------------------------------------------------------------- 

                   ENERGY   RX.COORD     CH1       HH        CH2 

      1          -40.16837  -0.49759   1.54387   0.73360   1.08145 

      2          -40.16542  -0.39764   1.49968   0.74371   1.08164 

      3          -40.16235  -0.29820   1.45133   0.76567   1.08193 

      4          -40.15914  -0.19914   1.39854   0.80711   1.08232 

      5          -40.15640  -0.09946   1.34481   0.86318   1.08274 

      6          -40.15552   0.00000   1.30200   0.91500   1.08300 

      7          -40.15649   0.09990   1.26036   0.96924   1.08330 

      8          -40.15999   0.19985   1.21116   1.03788   1.08349 

      9          -40.16486   0.29975   1.16418   1.10833   1.08353 

     10          -40.16957   0.39938   1.12245   1.18068   1.08328 

     11          -40.17324   0.49831   1.09260   1.25158   1.08276 

---------------------------------------------------------------- 

   --Origin 也可以哦。 
 
 
4.4 语法问题: 
colin1980: 
%Chk=ren 

%NoSave 

---------------------------------------------------------------------- 

#T RHF/6-31G(d) IRC=(RCFC stepsize=5 maxpoints=200) Guess=Read Geom=Al 

lCheck Tes 

---------------------------------------------------------------------- 

 QPERR --- AN AMBIGUOUS KEYWORD WAS DETECTED. 

S=READ GEOM=ALLCHECK 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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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st state="GCL" 

TCursr=  488 LCursr=  77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C:\G98W\l1.exe. 

chem.: 

我去掉后面的 test，或者去掉＃后面的 T 都可通过语法检查，看来可能是输入命令长了一点，但不敢肯定。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错误，应该是命令行太长了，你可以将其写成两行， 

#T RHF/6-31G(d) IRC=(RCFC stepsize=5 maxpoints=200)  

#T Guess=Read Geom=AllCheck Test 

我觉得这样也许就可以了  

mht263: 

如果你用的是单机 PC，TEST 其实是没有用的，更本就不用加. 再一个就是可以多写几个#，多几行没有关

系，但是单行过长就有问题了  

 

4.5 calculation: 

to  colin1980：   看到你的输入文件： 

%Chk=guotudai 

#T RHF/6-31G(d) Opt(CalcFC,TS) Freq Test  

guodutai  

0  1 

N 

H                  1        0.996821 

C                  1        1.295030    2      119.532002 

O                  3        1.175881    1      146.082483    2       -6.640004 

O                  3        1.535096    1       93.811488    2      175.424904 

H                  5        1.161076    3       76.355358    1        3.085914 

C                  5        1.418893    3      118.218087    1      127.344898 

H                  7        1.082740    5      110.386763    3      -64.477164 

H                  7        1.079100    5      107.654665    3       55.849492 

H                  7        1.079011    5      107.692929    3      174.887556  

1  2 1.0  3 2.0 

2 

3  4 2.0 

4 

5  7 1.0 

6 

7  8 1.0  9 1.0  10 1.0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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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你这个输入文件是用 Gview 预优化过得吗？ 

下面的 

1  2 1.0  3 2.0 

2 

3  4 2.0 

4 

5  7 1.0 

6 

7  8 1.0  9 1.0  10 1.0 

8 

9 

10 

是什么意思？在这个输入文件里有什么作用吗?你如果是用 Gview 做的预优化，我想向你请教一下，你是怎

么画图的。比如 CrO3+O-->CrO2+O2 

在画图的时候，是把 CrO3 里原有的 Cr...O 双键画成双键还是单键？假设要断开的那个 Cr...O 键画成单键

还是双键？O...O键之间用键相连吗？还是只把它放在CrO3附近某个认为比较容易发生反应的位置而不用

键相连？ 

请各位有经验的 xdjm 多多帮忙，谢谢！  

Mht263: 只把它放在 CrO3 附近某个认为比较容易发生反应的位置而不用键相连 

后那几行是关键词 GEOM=CONNECTIVITY 的结果。在优化中没有特别的意思。它描述原子之间的连接

关系，描述过的不再重复。你一看构型就会明白。 

 

4.6 Colin1980:俺近来算了个加成反应，发现有过渡态，当用默认步长(10)和步数(13)时,效果良好，但我为

了让反应更完全些， 把步长改为 5 ，步数改为 50。 却算着算着就算死了，哪位给点解释吧，谢谢 

mht263: 步长=10 可以，那么 5 也一定可以点数没有什么关系，给大点就行 

supi: 步长改小，步数不变，试试看。  

另外，在作 IRC 时，步长小于默认值时，加上 verytight。这样的结果比较可信 

步长设为 5，步数设为 30 时可以算（第 31 步不可），，请注意 5×30＝150，步长设为 10，步数设为 15

时，可以算，（第 16 步不可）10×15＝150，步长设为 3，步数 50 时，可以算，（第 51 步不可）3×50＝

150，也就是说， 多算 150 个单位的步长， 着三种算法的能量曲线是吻合的， 但无论怎么调整，超过

150 时都要出错，我注意了其中一个反应物的构型， 发现了一点问题，就是参与反应前必须要经过一个旋

转，这时必定有个虚频， 反应时也必定有个虚频， 所以如果想让这个反应进行完全的话，要经过两个虚

频，也许这就是程序只能走到 150 的原因。当然只是我的猜测罢了，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想问一下，有

没有办法让这种反应经过两个虚频呢，在关键字种怎么做，输入文件又怎么写？ 哪位能向宏剑公司发信，

帮个忙吧，我的是盗版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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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虚频:是两个分子构型，均为 mp2/6-311++G(**)下的虚频 

mp2/6-31++G(**)下的 小频率分别为 211.5 和 116.6 

除了计算受基组的影响比较大外，这个结果能说明些什么？请指教 

看一下其振动方向,是否对应键的形成或断裂呢??基组对过渡态的虚频是有影响的 

虚频这么小，恐怕不是反应过渡态吧，但也许是个转到过渡态 

shenfg022: 我算的一个关于碘甲烷的 SN2 反应，找出的过渡态的虚频只有 300，这是不是太小了？反应

的势垒只有 2 千卡，也似乎太小了，反应的虚频和势垒有关系吗？ 

Supi: 我怀疑你找到的不是真正的过渡态，虚频 300 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你看看虚频振动的方向是不是

对应于化学反应的方向？  

能垒 2kcal/mol 太小，我怀疑是错的 

我做了 IRC，能形成产物或反应物，我我不知道虚频为什么这么小，望大家给于指点 

yutingliao: 300 的虚频也不算小了，好像 100 以下才不予考虑 

supi: 这个虚频不算小，但你考虑了虚频的振动方向了没有？ 对于过渡态，虚频的大小并没有确定的值，

这需要具体的反应体系了，但一般不会小于 100 的 

Abinitio: 甲烷的一卤代物的 SN2 反映的势能面，是特征的双势井。也就是在过渡态前后各存在一个 van der 

Waals 化合物，它的能量要比两个分开的反应物的加和要低。不知道你算的能垒，以什么未能量基准，如

果是后者那么得到的势垒就会很低，甚至是负值 

Flyingheart: 在计算具有对称性的含有金属原子的小分子时,由于人为的对称性的限制,会出现一些具有一

个小虚频的结构,通常虚频都在 100 以内,顺着虚频的方向我也可以找到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两者之间的能量

差非常小.那么具有虚频的结构是否真正对应于一个过渡态呢?请有经验的大侠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多

谢! 

是势能面比较平缓，应该是过渡态，但要 IRC 验证一下 

这两个构型差别不大,一个是 C2v 对称性,一个是 Cs 对称性,我查看了分子轨道,电子占据几乎一模一样,如果

不用作 IRC 是否就能判断呢? 这两个构型能量差不到 0.00 几 kcal/mol,几乎一样 

jajuar: 我认为这个不算是过渡态，因为能量差太小了，基本没有能垒。优化时加 nosymm 看看，这样程序

计算时没有对称性限制，应该是可找到真正的极小点 

Helpme: 建议： 

构型上保持高对称性，但是算频率的时候，加上 nosymm 参数，看看有没有什么用 

快乐小猪猪: 小弟做一个过渡态，开始用的是 MNDO 的半经验方法找到一个过渡态，并且做出了很好的路

径追踪。但是一用大的方法，HF 方法，就出来两个虚频。请教大虾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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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i: F 方法并没有考虑电子相关，由于半经验参数的选取，MNDO 方法比 HF 要好。 好你试着用比较高级

的计算方法试试看，比如 MP2 之类，如果你的分子不太大的话。 

 

4.8 hxduan: b3lyp 优化得到稳定的几何构型，而 mp2 优化却分解了。为什么？ 

Abiditio: 这很正常。b3lyp 和 mp2 等其他非 DFT 方法，在预测结构上有很大差异。在算法比较上，不只

有一篇文献提到过这个问题。 

Flyingheart: 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异,在预测结构的准确上 b3lyp 比 mp2 通常要准确一些,不过他这里的 mp2

的是分离的结果,不知道是否有金属离在里面?  

    我想起有这么一句话,"Transition-metal chemistry is a graveyard for UHF-based MP 

methods"(Talor,1992),这个体系用两种方法结果差这么多,我想可能有金属在里面,还是请楼上的把

输入文件贴出看看吧,大家找找原因. 

 

4.9  关于反应途径计算的问题: 

ppghost: 对于一般的有能垒的化学反应，由于可以找到 tight 的过渡态，所以利用 gaussian 的 

IRC 计算可以很方便的计算出反应途径，其原理我理解是这样：对于 tight 的过渡态，其对 

应于势能面上的鞍点，有且只有一个虚频，它对应的是反应坐标相应的那个反应体系自由度，也就是说，

将反应势能空间中反应坐标的那一维取一系列值，而在少一维的势能子空 

间里对构型进行优化，以得到反应途径中的一系列结构。在 IRC 计算里，过渡态虚频的作用就是用来判断

哪个是反应坐标的。  

   但是对于某些反应，比如稳定分子分解为两个自由基的反应，由于其反应途径上的 

势能曲线是一直上升的，也即没有鞍点，所以，也没有有且只有一个虚频的 tight 的过渡 

态，而是代以 loose 的过渡态，它的特点是在反应途径中处于体系态密度变化曲线的 小 

点，但没有对应于反应坐标的虚频。这样，IRC 就无法确定反应坐标，也就无法计算了。  

   所以，想问问各位精通 gaussian 的大虾，有没有办法可以计算这样的反应的反应途径？  

Zgh: 对于没有过渡态的反应，一是从化学背景上可以判断是没有过渡态的，二是计算中确实找不到，若

满足这两个条件，则可以肯定其是没有过渡态了。这时就不用作 IRC 了！用 SCAN 直接对断裂的键

（比如稳定分子分解为两个自由基的反应）进行扫描。 

 

4.10 请教有关氢键反应活化能的计算!谢谢!! 

Rhorse:! 氢键是一种很弱的相互作用,我想计算不同体系中氢键生成的活化能大小,请问它可以按照通常寻  

请问你用什么方法,能不能准确地描述氢键这种弱相互作用呢?找过渡态的方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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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我的目的是想算出不同聚合物单体(含有 O N 等原子)与水分子形成单体反应过

程的活化能,来比较它们形成的氢键强弱和优先次序.我想用 HF,MP2 和 B3LYP 等不同的方法在 6-31+G*水

平上进行计算和优化,得到反应物和产物的稳定构型再用 Opt=QST2 去寻找过渡态,我在试了几次,感觉有困

难,请版主给指点指点!!! 

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Makalu 形成氢键的过程中不会出现过渡态吧 

:supi: 一般的话，如果只有单独的形成氢键的过程，应该不会有过渡态的。但如果你这个体系在形成氢键

时发生了 proton tranfer，那就很可能有过渡态了。你的这个聚合物单体的具体结构到底是什么？ 

Rhouse: 我要算的分子都属于酰胺类化合物,比如单体:N,N-二甲基丙烯酰胺,N-乙基丙烯酰胺.这些分子上

含有 O,N 原子可以与水分子形成氢键. 

 

4.11 出错？ 

Optimization stopped. 

   -- Wrong number of Negative eigenvalues: Desired=  1 Actual=  4 

   -- Flag reset to prevent archiving.  

以下是输入命令 

%Chk=guotudai 

#T RHF/6-31G(d) Opt(CalcFC,TS) Freq Test 

见 G98 使用手册 104 页（OPT：过渡态和高阶鞍点的优化，G03 上也应该有），有解释:number of Negative 

eigenvalues =1,超出范围既认为是错，可你的实际值 Actual=  4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具体该怎样解决。还是先检查构型吧，这应是解决问题地老套路了 

coyote: 过渡态的频率应该只有一个负的本征值,但你的计算结果里有 4 个,所以这个构型不是过渡态.所以你

应该调整你的过渡态构型 

 

4.12 关于 IRC 的一点体会和问题！ 

Zgh: 一般地，优化所得驻点的性质（极小点还是过渡态）要靠频率来确定；而对过渡态，要确定反应路径

（即到底是哪个反应的过渡态）必需要做 IRC 了，不然靠不住的（往往用 QST 找到的过渡态并不一定就是

连接输入反应物和产物的过渡态）。  

  在我们用 QST2 或 QST3 来优化过渡态时，需输入反应物和产物，实际上反应物和产物的输入顺序是没

有关系的。就是说，先输反应物后输产物和先输产物后输反应物得到的是同样的过渡态。这也好理解，QST2

里对过渡态的初始猜测实际上是程序自动将输入的反应物和产物的各变量取个平均，所以输入顺序是没有

关系的。对 QST3 和 TS，需人为指定过渡态的初始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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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说的反应物和产物的输入顺序没有关系，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反应物和产物的自旋多重度一致。

对 QST3，因为是人为指定过渡态的初始猜测，所以没有影响；而对 QST2，过渡态的自旋多重度默认和后面

输入的一致。如果反应物和产物的自旋多重度一致，那随便先输哪个都没关系；而如果反应物和产物的自

旋多重度不一致，这时该怎么办？？？  

  当反应物基态多重度为 1，产物基态多重度为 3时，到底将过渡态的多重度定为 1还是 3？还是两个都

试，哪个能量低取哪个？假如取 1，在下来做 IRC 验证时，Reverse 还好办，Forward 却是按多重度为 1做

的，这样怎么能和多重度为 3的产物连接起来？  

要将其关联起来，需有一个为激发态，这样才能在自旋多重度上保持一致。可这种处理对吗？还有更好的

思想吗？另外，我觉得 IRC 难用得很，很难控制，也不知自己钻进了哪条死胡同！！ 

   

  一直对此很迷茫，希望各位大侠援助啊！ 

Vliant: 对于这点确实很迷茫，我觉得好像得用 cas 解决，有看过类似的文献，上面有用 cas 得出过反应物

基态经激发态再回到基态得出产物的反映路径。我没有试过，对于 cas 我很是头疼，理论和实践都一无所

知。 

Flyingheart:  至今没有遇到关于 CAS 的详细应用的一些说明, 就算是高斯手册上遇到例子也是让人似懂非

懂,没有老师来指导这些高水平方法的使用光靠自己摸索的确太困难. 

Zgh: 这儿实际上是怎么样才能将不同自旋多重度的反应物和产物关连起来。除非有一步是专门的跃迁，

要不怎么将自旋变得一致？用 QST 或 TS 方法也能优化出过渡态，问题是在多重度不一致的情况下怎么将

IRC 做通？  

  做 CASSCF，主要是想包括更多的组态，特别是在反应物和产物的主组态不一样的情况下，这时单组态

的 SCF 必然出错。但用 CASSCF 在做 IRC 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呀？ 

Wellliu: 从物理上说，反应物和产物的多重度必然是一致的，所谓 IRC 不过是体系坐标空间 

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会影响到自旋空间。 

你提的这个问题不用考虑。 

Zgh: 举个例子说吧！譬如说，下列这个反应该如何计算？ 

  反应物：H2CC，基态为单重态；产物：C2+H2，H2 基态为单重态，C2 基态为三重态，所以产物耦合起

来也为三重态。如何对此反应进行计算？ 

Vlient: Predicting Conical Intersections. Including Opt=Conical keyword in the route section 
changes the job from an optimization of the specified state using CASSCF to a search for a conical 

intersection or avoided crossing involving that state. The optimized structure will be that of 

the conical intersection or avoided crossing.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se two possibilities may 

be accomplished by examining the final eigenvalues in the CASSCF output for the final optimization 

step (it precedes the optimize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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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EIGENvalueS AND EIGENVECTORS 

VECTOR EIGENvalueS     CORRESPONDING EIGENVECTOR  

   state  energy 

    1  -154.0503161      0.72053292         -0.48879229 ... 

                       -0.16028934E-02      0.31874441E-02 ...                  

    2  -154.0501151      0.45467877          0.77417416 ...  

If the two eigenvalues (the first entry in the lines labelled with a state number)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then the energies of the two states are the same, and it is a conical intersection. 

Otherwise, it is an avoided crossing.  

我不是很明白，但希望对你有帮助。 

很感谢 vliant 的帮助！ 

  一般地，有不同自旋多重度或不同空间对称性的势能面（或势能曲线）可以通过圆锥相交连接起来，

丁二烯光激发反应的实际途径就是通过圆锥相交使激发态转变为基态而完成的。 

  北师大的方德彩教授这方面很有经验；我目前还没有做过！哪位大侠可以详细谈谈？？ 

   

mht263:我就遇到一个关于，自旋禁阻的反映，反映物是 SINGLET，但是产物是 TRIPLET  

有人给出了“合理的”反应历程，但是关于”多重度转换点“却没有说明  

呵呵，希望这样样的帖子继续讨论下去，我们在等待 ING~~~~~~~~~~``  

 

4.13 怎么算不完呢 

colin1980:. 我的过渡态只有七个原子， 大的是 S，竟然算了 34 个小时了，还没停，以前算了个 O（氧）

的，只用了一个半小时，输出文件 1.5MB，这回只把 O 换成 S，差别竟这么大，现在输出文件已经 100MB

了，而且还在算，这么大的文件，叫我怎么去读啊 

有时候计算可能陷入死循环也有可能,总是出不出来结果,构型有问题也有可能. 

我先做的是过渡态，加了个－－link－－做 IRC ， 从 gaussian 窗口下面的显示来看，正在做 IRC，说明

已经找到过渡态了，想问一下，找到过渡态后，是不是就没有陷入死循环的可能，而且一定能做出 IRC， 我

若 kill 程序的话，能不能 restart，命令行怎么写，从文件菜单下的 modify 下 restart 行吗，下面是我

的输入命令：  

%Chk=ya 

#T RHF/6-31G(d) Opt(CalcFC,TS) Freq Test 

－－－－－－－ 

--Link1-- 

%Chk=ya 

%No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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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HF/6-31G(d) IRC=RCFC Guess=Read Geom=AllCheck Test 
 

Dreaming: 你可以在 opt 中加上 nolinear 关键词试一试 

这个关键词是做什么的，现在我不敢 kill 程序，也可以加的上吗，我的输出文件已经 125MB 了，这么大的

输出是不是不正常啊？ 

输出文件的大小和是否运行正常无直接关系，你可以自己查看输出，判断是否正常 

 

4.14 反应坐标  

zgh: 势能面是研究化学反应历程的基础。对一个势能面来说，我们比较关心其关键点。势能面上的关键点

是指势能的极值点，包括反应物 (R)、产物 (P)、中间体 (I) 与过渡态(TS) 或鞍点（saddle point）等。

连接反应物、过渡态和产物的反应途径，是一条能量 低的路径（minimum energy path），称为反应坐标

（reaction coordinate）。各关键点是通过反应坐标联结起来的，过渡态是其上面的一级鞍点。  

 

＊不同类型的反应坐标  

  我们常说的反应坐标、 小能量路径等用语，严格地说，是有一定区别的。  

（1） 速下降路径：也称 小陡降路径。从过渡态出发，体系会沿着 陡的斜坡向反应物深谷和产物深谷

移动，移动路径与等能量面正交，方向与势能梯度相反。这条路径的任何地方，其垂直方向有一极小点，

就是垂直切割 速下降路径的交点。  

（2）内禀反应坐标：内禀反应坐标就是连接反应物、过渡态和产物的 速下降路径。  

（3） 小能量路径（MEP）：通常选定一个反应坐标，使能量相对于其它坐标为 小。这样的反应路径，

常常会引起弯曲甚至不连续，特别地与 速下降路径偏离甚远，而后者是真正的 小能量路径。举例来说，

Relaxed Scan 的结果就是一条 MEP。  

（4）经典轨迹：上述路径在势能面上对应着一组原子无限缓慢地移动（零动量），而轨迹是通过在包括核

初动量的合适初始条件下求解反应物的运动方程得到的。动力学效应，例如离心力，将使分子沿着不同

于 速下降的路径移动。随着分子象台球一样从势能山脊上弹起又滑下山坡，轨迹可能十分繁长。 

 
 
4.15 IRC 输出请教: 
   输入文件是：  

%Chk=formts 

#T RHF/6-31G(d) Opt(CalcFC,TS) Freq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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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 CO <-> H2CO Opt Freq 

 

0,1 

O 

C,1,1.13 

H,2,1.1,1,164.0 

H,3,1.3,2,90.0,1,0. 

 

--Link1-- 

%Chk=formts 

%NoSave 

#T RHF/6-31G(d) IRC=RCFC Guess=Read Geom=AllCheck Test  

Pt  1 Step number   3 out of a maximum of  22     是什么意思？ 

我数了下从 Pt  1 Step  到 Pt 13 Step，每个 step 中至少有两个小步骤，如 

Pt  7 Step number   1 out of a maximum of  22 

Pt  7 Step number   2 out of a maximum of  22 

其中还有一个是 ： 

      －－－－－－3 out of a maximum of  22 

加起来有 27 个小步骤，不是 22 个呀， 

还有过渡态输出能量的排布顺序是怎样的 

             ENERGY   RX.COORD    

          1         -113.72238   

          2         -113.71426 

          3         -113.70722  

          4         -113.70147  

          5         -113.69717  

          6         -113.69448   

          7         -113.69352    

          8         -113.69452   

          9         -113.69735    

          10        -113.70200  

          11        -113.70839    

          12        -113.71641  

          13        -113.72583  

大的（放在中间的那个）是过渡态吧？  

Zgh: 22 是指 IRC 上每个点优化时的 大循环次数。 

  过渡态输出能量的排布顺序，你找 RX.COORD（反应坐标） 下为 0 的点就是。 

 
4.16 常见出错信息 
   supi: 
呵呵，G98 的出错讯息都在用户手册中的‘Gaussian 98 的链接’一节中就给出了，以前版面上也曾有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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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过，你仔细看看。 

计算千差万别，出错的原因也各有不同，一时是总结不了的。但大部分都是： 

1。输入有误，这没话说了。一般都是 L1，L101 出错 

2。基组有误。特别是刚开始用自定义基组的，或者不知道基组适合范围的，这是 L301 出错 

3。无法收敛、优化和频率计算出错，这就很多了，比如 L502，L716，L9999。这就只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了。 
 
Mht263: 我在用 OPT 的一个参数 STEPSIZE 的时候，从来没有成功过，不知道是为什么？ 

# UHF/6-31 OPT(Stepsize=30) 

--------------------------- 

 QPERR --- A SYNTAX ERROR WAS DETECTED IN THE INPUT LINE. 

# UHF/6-31 OPT(STEPSIZE=30)              

               ' 

Last state="OPT2" 

TCursr= 9023 LCursr=  15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G98W\l1.exe.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0.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6 Int=    0 D2E=    0 Chk=    5 Scr=    1 

 
Helpme: 我试了一下，OPT(STEPSIZE=30)  确实不可以用。（网上有人说过） 

可以用 IOp(1/8)来实现。 

默认的 IOP(1/8)=30 

   

IOp(1/8) 

L103, L109, L112: MAXIMUM STEP SIZE ALLOWED DURING 

OPT. 

0 DXMAXT = 0.1 BOHR OR RADIAN (L103, Estm or UnitFC). 

        = 0.3 Bohr or Radian (L103, Read or CalcFC). 

        = 0.2 Bohr or Radian (L105). 

        = 0.3 Bohr or Radian (L113, L114). 

N DXMAXT = 0.01 * N 

 

IOP(1/8)=30  

如果用 G98W，那在哪里写啊 ？  

 

好像写在 ROUTE SECTION 里，不可以啊 ！呵呵，应该怎么写？  

 

PS,我刚刚才开始学 LINUX，也不知道怎么用啊。手册里说要在“变量位于系统公共区/IOP/来定义” 

 
Flyingheart: 应该是 IOP(1/8=30)吧？就是每步采取 30*0.01 的步长，好像 30 就是默认值啊，你可以减小

到取 10 啊，不过这样计算时间就会花很长 

 

 

4.17 irc 中碰到某个点不能收敛有什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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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可能是过渡态的问题？Thanks！ 

有可能是过渡态的问题，不一定，irc 走了多远啊 

默认步长，一个方向走了 120 多个点，但是还没有走到反应物。 

maxcyc=160，还是没有收敛，而且能量忽大忽小。 

能量忽大忽小就有问题了 

可以先向两个方向试着走一下，看看是不是分别指向反应物和产物；如果对的话，改变步长再做。 

好的，谢谢！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 irc 中怎样才能固定原子？ 

固定几个原子？还是固定几个键参数？不过这个我没做过~~ 

另：问一下，为什么走 IRC 过程中要固定几个原子？~~ 

我做的 Si(100)-(2x1)的 cluster，下面两层的 Si 需要做 constrain 

irc 中我也没试过固定原子的，不过听说是可以的，用内坐标的方式固定，不过我没做过 

#t uhf/cc-pvdz irc=(forward,maxpoints=395,rcfc,calcfc,stepsize=5) gues 

s=read optcyc=999 scf=(maxcycle=500,nodiis,novaracc,tight) 

---------------------------------------------------------------------- 

---------- 

s0ts(IRC1) 

---------- 

Symbolic Z-matrix: 

Charge =  0 Multiplicity = 2 

C 

C                    1    r12 

C                    2    r23      1    a123 

H                    1    r14      3    a413     2    d4132    0 

H                    2    r25      1    a521     3    d5213    0 

H                    3    r36      1    a631     2    d6312    0 

H                    2    r27      1    a721     3    d7213    0 

H                    3    r38      1    a831     2    d8312    0 

      Variables: 

 r12                   1.47432                   

 r14                   1.08296                   

 r25                   1.08165                   

 r36                   1.08755                   

 r27                   1.08181                   

 r38                   1.0823                    

 a413                122.42652                   

 a521                119.81692                   

 a631                123.35597                   

 a721                121.6287                    

 a831                119.96104                   

 d7213               -86.21902                   

 d8312                70.88133                   

 d5213                96.46497                   

 d6312              -114.9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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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3                 45.51009                   

 r23                   1.98346                    

 d4132               127.19155    

我刚试了一下，这样输入就行，不用 Geom=check，把过渡态的内坐标直接从 Out 文件中拷出来，把要固定

的参数按正常优化那样空一行就行了。      

输出文件 

********************************************** 

Gaussian 03:  x86-Win32-G03RevB.02 16-Apr-2003 

                 16-Nov-2003  

********************************************** 

%mem=200mb 

%chk=C3H5(TS)(for IRC)(UHF)(cc-pvdz)(03$5$15) 

---------------------------------------------------------------------- 

#t uhf/cc-pvdz irc=(forward,maxpoints=395,rcfc,calcfc,stepsize=5) gues 

s=read optcyc=999 scf=(maxcycle=500,nodiis,novaracc，tight) 

---------------------------------------------------------------------- 

---------- 

s0ts(IRC1) 

Symbolic Z-matrix: 

Charge =  0 Multiplicity = 2 

C 

C                    1    r12 

C                    2    r23      1    a123 

H                    1    r14      3    a413     2    d4132    0 

H                    2    r25      1    a521     3    d5213    0 

H                    3    r36      1    a631     2    d6312    0 

H                    2    r27      1    a721     3    d7213    0 

H                    3    r38      1    a831     2    d8312    0 

      Variables: 

 r12                   1.47432                   

 r14                   1.08296                   

 r25                   1.08165                   

 r36                   1.08755                   

 r27                   1.08181                   

 r38                   1.0823                    

 a413                122.42652                   

 a521                119.81692                   

 a631                123.35597                   

 a721                121.6287                    

 a831                119.96104                   

 d7213               -86.21902                   

 d8312                70.8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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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213                96.46497                   

 d6312              -114.98413                   

 a123                 45.51009                   

 r23                   1.98346                   

      Constants: 

 d4132               127.19155                   

 

IRC-IRC-IRC-IRC-IRC-IRC-IRC-IRC-IRC-IRC-IRC-IRC-IRC-IRC-IRC-IRC-IRC-IRC 

 
 
4.18 说说 irc 和 scan   

supi:. 这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权当抛砖引玉，大家谈谈看吧  

做势能面，第一种是用 irc  

irc 是在 高点沿着能量下降 大的方向做反应途径的计算，一般情况下，这就是我们所找的反应途径。

但这能不能代表所有反应的真实途径？这是我有疑问的地方了。如果反应的势能面过于平缓，或者在势能

面途径搜索的附近有能量突起，irc 则往往越不过去，经常失败。  

scan 进行分子势能曲面(PES)扫描计算。在选定的内坐标系统上，由一组在方形网格上的单点能计算构成。

在过渡态这一点为中心，改变键长键角（如何改变，这就很有讲究了）。应该说，scan 更灵活，更适合于

多个键长键角改变的复杂体系，但也就更难掌握。  

现在问题来了，哪些情况下，用 irc 好？哪些情况下，用 scan 好？我对此还不甚了解，请各位指教！！ ps： 

我还看过某人的做法，不用 irc 也不用 scan，呵呵！  

Helpme: 我多用 scan，不会 irc。 

Supi: 与你相反，我专做 irc，scan 却不熟 

混沌: IRC 是反应途径线，Scan 用来做势能面扫描；二者是不同的。 

所以，需要做反应途径线的时候，只能用 IRC；需要做势能面扫描的时候，只能用 Scan。 

Vliant: 有道理,irc 的每个点均是经过优化的,而 scan 仅是计算了单点能.两者自然差别很大.还有两者的物理

图像及意义也有很大差别,免费资源中有关于过渡态的介绍,请参看. 

混沌:IRC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吧，但实际做会有问题。1、步长总不会是无穷小。2、起始点（TS）梯度为零，

dxi/(dE/dxi)没法算，IRC 的第一步总是让人担心~~  

另：“ps： 

我还看过某人的做法，不用 irc 也不用 scan，呵呵！ 

” 

那是怎么做的？很感兴趣的说~~ 
Supi: 有个经验，做 irc 的时候如果步长很小，一般要加 verytight，不然不可信。而且就像你所说的，

如果在 ts 点周围的势能面过于平坦的话，很不好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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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 irc 和 scan 是他算的体系很小，而且对该体系非常熟悉，所以直接就手动扫描，为什么要这么做，我

也不太明白。 

Calculation: 我现在经常用 scan 算，然后找到能量 高点，再算 ts，算了 ts，再算 irc 

可是对什么都不精，经常出错，是不是大家把关于这方面的经验集中一下 

混沌: 我只会调整步长，用 tight 或者 verytight，用 rcfc。 

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技巧？~~ 

calculation: 我现在就想从简单的反应入手，比如说算个 H+O2->OH+H,算完过渡态之后进行 irc 搜索，可是

总出现对称性的问题： 

Error permuting atoms in Fill, LPerm: 

  0   0   0 

Symmetry turned off: 

Internal error in symmetry package. 

更不能理解的是，出了这种错误还能得出优化点： 

Optimized point #   1 Found 

!   Optimized Parameters   ! 

! (Angstroms and Degrees)  ! 

............ 

这是怎么回事呢？ 

算了一些点之后，就出现了 502 错误： 

Convergence failure -- run terminated.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program files\GAussian\l502.exe.  

真的疑惑的要死！ 

混沌: 把 Out 文件贴出来吧。单纯由对称性引起的问题，可用 nosymm。l502 死应该不是 

tina7811: 我做 IRC 只是在有了确定的过渡态以后，而且，如果反应物和产物的构型不是很像的话，通常是

不会出问题的。SCAN 也可以有优化，我认为它用于过渡态的寻找，挺好的。优化的 SCAN 相当于 IRC。

不知大家见解何如？望指正。 

4.19 IRC 

我老板让我用 G98W 算一个过度态（以前见师兄们用过，是 D版的） 

他说先让我先找个大体的构型，  

先用 OPT SCAN，让一个键长遍大，找负的 高的能量，（但是能量一直上升），找不到  

我这里就不明白了，过度态不是局部 大吗？怎么找 小的？？？  

找到了负的 高的了后，再用 B3LYP/6-31 优化 OPT（TS，EF）  

但是不收敛，怎么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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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i: 你这个体系大小如何？ scan 是先扫描找能量降低 快的方向。也就是对应于你这个键长改变时，

体系能量随反应坐标改变的二次导数的负 大值。不收敛的原因很多，你没说清楚具体的情况，不好说 

体系一共就 5 个原子 

就有 C、H、O  

想找过渡态，用 SCAN，  

“体系能量随反应坐标改变的二次导数的负 大值”  

 

我明白了是找能量降低 快的方向，要找“负的 大值”  

但是从 SCAN COMPLETED。的下面信息里要哪一个？  

谢谢 

helpme: 估计你们老板是按照以前的经验叫你这么算的。 

过渡态在某个方向是 大，可是在其它方向仍然是 小。 

老板估计知道在那个方向该找个 小（就是你 scan 找）， 

然后再用 TS 算，找极大。 

Flyingheart: “让一个键长变大，找负的 高的能量，（但是能量一直上升）”，你键长变化的方向应该朝向

形成生成物的方向，这样的话能量上升经过一个极大值后就应该下降了。比如下面的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当 B2=1.2600 的时候有 SCF 负的 大，但是这和“体系能量随反应坐标改变的二次导数的负

大值”一样吗？或者可以认为 1.2600 就是过渡态应该的 B2 键长？ 

********************* 

Summary of the potential surface scan: 

  N      B2          SCF     

----  ---------  ----------- 

 1     1.1600   -189.49795 

   2     1.1700   -189.50094 

   3     1.1800   -189.50352 

   4     1.1900   -189.50572 

   5     1.2000   -189.50755 

   6     1.2100   -189.50905 

   7     1.2200   -189.51023 

   8     1.2300   -189.51111 

   9     1.2400   -189.51172 

  10     1.2500   -189.51206 

  11     1.2600   -189.51216 

  12     1.2700   -189.51203 

  13     1.2800   -189.51169 

14     1.2900   -189.51116 

  15     1.3000   -189.51043 

  16     1.3100   -189.5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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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3200   -189.50848 

  18     1.3300   -189.50727 

  19     1.3400   -189.50593 

  20     1.3500   -189.50446 

  21     1.3600   -189.50287 

  22     1.3700   -189.50117 

  23     1.3800   -189.49936 

  24     1.3900   -189.49747 

  25     1.4000   -189.49549 

  26     1.4100   -189.49343 

  27     1.4200   -189.49130 

  28     1.4300   -189.48910 

  29     1.4400   -189.48685 

  30     1.4500   -189.48454 

  31     1.4600   -189.48218 

  32     1.4700   -189.47978 

  33     1.4800   -189.47735 

  34     1.4900   -189.47488 

  35     1.5000   -189.47238 

  36     1.5100   -189.46985 

  37     1.5200   -189.46730 

  38     1.5300   -189.46473 

  39     1.5400   -189.46215 

  40     1.5500   -189.45956 

  41     1.5600   -189.45696 

Supi: 几个看法： 

1。取 1.26 左右（1。25，1。27 都试试看） 

2。不收敛的原因是什么？也许可以通过认为参数的调整来使其收敛 

 

4.20 请教 BSSE 可以用在计算过渡态构型上吗？ 

Monicaling: 很感谢前面的帖子，让我学会了怎样做 BSSE 计算。但是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BSSE 的

适用性，它可以计算弱相互作用的体系，那么可不可以计算过渡态体系呢，要知道过渡态的构型里，旧键

将断未断，新键也还未完全形成，键的长度都拉得较长，所以可不可以也做为一种弱相互作用体系来处理

呢？各位同行们，哪位做过或见过，还请多指教。多谢了！  

Vliant:  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划分各组成部分？这个应该会影响结果，你考虑一下。 

4.21 用 Guassianview 的一个问题 

Supi:大家似乎都很喜欢用它来作分子输入，先在 Guassianview 上画出来，然后导成 gif 文件，得到分子坐

标，再计算。可是我觉得对于 20 个原子个数以下的分子体系的计算，特别是有分子内成环，有过渡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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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太过粗糙，得到的分子坐标算出来的结果往往不可靠（或说是错的），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遇到这种情况， 好还是手工输入。  

Chem. 手工输入的话，必须要有几何结构的实验数据。请问这些数据你都是从哪里查到的？ 

Supi 查实验文献，看人家得出来的结果，或者偷懒，就查兰氏化学手册，我记得有一次算有机分子，干脆

就查教科书，其实差不了多少的，可是我就是奇怪是不是 Guassianview 有时不能正确的反映分子的弱相互

作用？  

Chem. supi,你查到的都是哪些数据？xyz 坐标，还是键长、键角、二面角。然后又怎样手工建输入文件。能

具体说明一下吗？ 好结合一个例子。  

Supi  申明一点，我算过的基本都是小分子，只要取得键长，其他都好办。然后在草稿纸上画出它 有可

能的构型，再写到输入文件中： 

比如我算 CH3-H-SiH3 过渡态，就先得到 CH 键长，SiH 键长，还有键角，然后得到这样的输入： 

0  2 

C 

H  1  A 

X  2  1.0   1   90.0 

Si 2  B     3   90.0   1     180.0 

H  1  r1    2   a2     3     0.0 

H  1  r1    2   a2     3     120.0 

H  1  r1    2   a2     3     -120.0 

H  4  r2    2   a3     3     180.0 

H  4  r2    2   a3     3     60.0 

H  4  r2    2   a3     3     -60.0 

variable 

A=1.5368 

B=1.6368 

r1=1.0853 

a2=102.7781 

r2=1.4865 

a3=109.7974  

算出来的布局分析有严格的对称性（这是我所需要的） 

你用 Gaussianview 看看，得到的 gjf 不是这样的，布局分析比较乱。  

类似的例子是算石墨金属夹心化合物，我手工作出来的输入能算出结果，如果用 Gaussianview，总是不容

易收敛（甚至不收敛）！ 

 x 这是虚原子，起到固定分子构型的作用，比如你要限定分子是直线形的，但输入直线形优化出来往往变

成曲线，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虚原子来起到固定的作用。  

虚原子一般用来固定键角，二面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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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jade  对于小分子来说，手工输入还可以，可是对于大分子可就不那么简单了，用手工也容易出错，

所以可不可以先用 VIEW 做出一个模型，然后再做相应的必要的修改。 

Supi  这应该也是一种办法，我算石墨金属夹心化合物时也是先看看 gusaaview 的输入，然后加入虚原子，

再加以改动，尤其是一些二面角和不容易确定的键角，可以先在 Gaussianview 里将这些关系看清楚。 

supi,你说虚原子固定键角，二面角。那虚原子是不是在 Z 轴上 

没错  

一般需要用虚原子的分子体系的对称性比较高，就把虚原子放在 Z 轴上，当然也有放在垂直 Z 轴方向的，

一切以实际情况出发 

4.21 OPT 的一个参数选项是 TS  

手册上说“进行过度态而不是局部 小值的优化计算” 

vliant 我的理解是：在优化过程中需要计算很多个结构下的能量才能找得能量的局部 小点，而其他点的

能量必然高于此点，但是这些点却未必是过渡态，因为过渡态必须有且只有一个虚频。不知道对不对，还

望高人指点。 

我还是不理解“局部”的概念，  

非过度态的优化是找局部的 小值，还是全局 小值？  

Flyingheart 非过渡态的优化是为了找全局 小值，全局 小值就是对应这个构型的基态，对应于势能面

上的能量 低点，但是程序不一定能找出这个全局 小值，这个是理论上的问题。除了全 小值，势能面

上还存在着许多局部 小值，对应着这些构型的一些低能的激发态（这个在含金属的体系中比较常见），

但是局部 小值并不对应于过渡态，过渡态的特征是在一个方向有极大值并联系两个局部 小值。这个只

是对应于一种构型的势能面来讲的，如果你是在做过渡态的优化，那么必须保证你所找出的过渡态是联系

反应物和产物的过渡态，否则它可能连接其它局部 小值，也有可能这个反应是多步发生的。所以作 IRC

就是这个目的吧。 

 

4.22 如何找过渡态 ！ 

用改变 键长的方法如何寻找过渡态 ？ 

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Hrlpme 估计是扫描键长的变化， 

比如 CO+O->CO2，三个原子直线，O..CO 

扫描 O..C 的“键长”，对于每一个 O..C 键长，让 CO 的键长可以优化，得到每个点的能量。 这一系列能

量的 高点，估计就是过渡态了。  

就是算很多个点啊， 

每个点固定一个 O..C 的距离 d，另一个 O可以自由优化,优化的结果的能量 E记下来.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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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E(eV) 

1.0     *** 

1.5     *** 

2.0     *** 

... 

高点附近，多做几个数据，找准 高点，差不多就是过渡态了。  

  Calculation: 我用 helpme 的办法找过过渡态，找到能量 高点后，在 高点的两侧分别设为反应物和

产物的坐标，用 qst2 进行计算，找准确的过渡态。 

 

4.23 讨论}B3lyp 和 mp2 在优化过渡态上的分歧  

在做一个体系的过渡态时，开始出于时间考虑，我采用的时 B3lyp 方法，后来文献介绍该方法算活化能时

要比试验值一般要低几个 Hartree，于是改用 mp2。可是 mp2 自旋污染比较严重。更要命的是，用 B3lyp 得

到的过渡态在 mp2 方法下，无法得到。不是跑到别的过渡态上了，便是反应分子相互分离。而从实验结果

和文献上看分明应该有这个过渡态存在。为这么个东西整整折磨我近一个月。 

   求各位大侠帮助脱离苦海 

混沌: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记得 IOP 中有个猝灭波函可以用来对付自旋污染，可惜记不确切了；方法上严格说涉及断键，过渡态的，

要考虑 CI 才合理，原因是 HOMO 到 LUMO 电子转移形成的那个单激发的组态，在反应中起重要作用。所

以其他方法计算不顺利的时候，可以考虑用 CASSCF 

请问文献中有没有介绍为什么 B3lyp 方法计算活化能要比试验值低？ 

4.24 IRC 计算 

我要进行 IRC 计算，看见有人写的输入文件如下，不知道哪一种正确，两者有什么区别？ 

first： 

%chk=h2clirc 

#mp2/6-31G* 5d opt=(ef,ts) nosym freq pop=full 

h2cl  

0 2 

H 

H   1  A 

X   1  1.0  2 90.0 

Cl  1  B    3 90.0  2  180.0  

A 0.9553 

B 1.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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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1-- 

%chk=h2clirc 

#mp2/6-31G* 5d irc=(rcfc,stepsize=1,maxpoints=30) nosym pop=full  

h2cl  

0 2 

H 

H 1 A 

X 1 1.0 2 90.0 

Cl 1 B   3 90.0 2 180.0  

A 0.9553  

second： 

%chk=ts07.chk 

#p irc=calcfc ub3lyp/6-31g(d,p) geom=(connectivity,allcheck) guess=tcheck 

test  

CrCl + OH = CrO + HCl  

0  7 

Cr 

O                  1        1.877598 

H                  1        4.322995    2      101.074454 

Cl                 1        3.313279    2      113.273382    3        0.000000  

1  2 1.0 

2 

3  4 1.0 

4 

先不说 the first 是先做过渡态的优化，然后用这个优化的 chk 文件做 irc 计算这个却别，我就是不太明

白 the first 里面的 irc=(rcfc,stepsize=1,maxpoints=30) nosym pop=full 和 the second 里面的

geom=(connectivity,allcheck) guess=tcheck test 中的关键词什么意思？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吗？  

Supi: 那个例子是我给的，严格来说是要加 guess=read geom=allcheck，但由于我加了 rcfc，并且在后面

的分子输入中给出了优化后的结果，所以这样算是可以的。不过稳妥一点还是要加 guess=read 

geom=allcheck 关于 nosymm，我在【奇怪，优化后得到的分子构型数据与 Chem3D 中显示的不一样？】的

回帖中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至于要不要加，那就要看你体系的需要了 

而 pop＝full 是将布局分析的结果全部给出。 

4.25  QST3 应用出现的问题！ 

我在用 QST3 寻过渡态时出现了如下问题，提示我 

Curvilinear step not conve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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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imposing constraints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e:\g98\l103.exe.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54 minutes 29.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255 Int=    0 D2E=    0 Chk=    8 Scr=    1  

输入文件是这样的： 

%chk=ts-searching.chk 

#p gfinput iop(6/7=3) 

#rhf/sto-3g  

#opt(qst3, Calcall, noeigen, maxcycle=1000) freq(noraman) nosymm 

 

ts-searching of reactants with constrained vector 

 

0  1 

B 0   -0.109589   -1.694885    0.897369 

O 0   -0.109589   -0.326355    0.897369 

C 0    1.200577    0.143356    0.897369 

C 0    2.071274   -1.135544    1.099869 

O 0    1.165802   -2.185760    0.921967 

C 0    2.687973   -1.171692    2.489548 

…………………………………………………… 

H 0    1.155655   -3.333069    5.032486 

H -1   0.160919   -1.928482    5.385315 

H -1   1.393921   -2.445190    6.533554 

H -1   1.258972    0.430252    5.295914 

H -1    2.962860    0.556091    4.851715 

H -1    2.509476   -0.085175    6.421402 

H -1    2.420074    2.592041   -1.984268 

H -1    3.322525    0.401047   -2.684113 

H -1    4.786072    0.690109   -1.741516 

H -1    4.430725    1.678070   -3.153427 

 

Vliant: 要重新调整初始输入，三者间距太远，这是过渡态的常见问题。 

原子后的数字 0 和-1 是手指什么意思啊？？傻傻得问~！谢谢~！ 

0 为放开优化，-1 为冻结。 

4.26 .wangsuocheng: 有没有做关于过渡金属配位簇合物计算的朋友，有问题想请教。  

Flyingheart: 我是做的小簇的计算,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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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g: 我在进行过渡金属的计算时，想用 forzen功能对金属部分不进行优化，但结果不很理想，请问 flyingheart

斑竹对此应怎样做？ 

Flyingheart: 对于过渡金属的计算,我都是对小簇进行全优化,计算某个电子态,并未冻结过金属.不过我有看

过老师在用十几个原子模拟表面时有部分冻结部分金属坐标,也并非全固定，况且在用金属簇模拟表面仍存

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 

4.27 请教 Gaussian 输入的问题（可能比较简单 

不好意思，我是 Guassian98 的初学者，对于这个工作输入一直看不懂，想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输入的意

思，分子结构的表述是什么意思？我想做 CO2＋H2－－C2H4 的反应应该作怎么样的调整，希望大家不要认

为问题简单不回答我，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非常希望有人能够系统的给我解释一下，Gaussian 的输入

方式，代表的意思，我真的理解不了了 

例子是这样的： 

 #p hf/3-21g nosymm opt=qst3 freq test 

Gaussian Test Job 309: 

reactant CH3+HF -> CH4 + F ts with constrained transition vector  

0 2  

C 

H  1  ch0 

H  1  ch  2  a1 

H  1  ch  2  a1  3  120. 

H  1  ch  2  a1  3  -120. 

X  2  1.0 1  90.0  3  180.0 

F  2  hf  6  90.0  1  180.0  

ch0   2.0  

hf    0.92  

a1    90.0  

ch    1.08    

product CH3+HF -> CH4 + F ts with constrained transition vector  

0 2 

C 

H  1  ch0 

H  1  ch  2  a1 

H  1  ch  2  a1  3  120. 

H  1  ch  2  a1  3  -120. 

X  2  1.0 1  90.0  3  180.0 

F  2  hf  6  90.0  1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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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      1.08    

hf       2.0     

a1       109.48 

ch       1.08  

ts CH3+HF -> CH4 + F ts with constrained transition vector  

0 2 

C 

H  1  ch0 

H  1  ch  2  a1 

H  1  ch  2  a1  3  120. 

H  1  ch  2  a1  3  -120. 

X  2  1.0 1  90.0  3  180.0 

F  2  hf  6  90.0  1  180.0  

ch0   1.25   

hf    1.25   

a1    100.   

ch    1.08   

Vliant: QST3 是寻找过渡态一个关键字，其输入由 3 部分组成，第一：反应物结构 第二：产物结构 第三：

初的过渡态结构。注意三部分输入中，原子必须一一对应，及原子的排列顺序不变。    

Flyingheart: #p hf/3-21g nosymm opt=qst3 freq test 

这部分是命令行,HF 方法,后面 3-31G 基组,nosymm 请参看高斯手册,opt 优化关键字,freq 计算频率. 

Gaussian Test Job 309: 

reactant CH3+HF -> CH4 + F ts with constrained transition vector  

标题 

0 2 

电荷和多重度 

C 

H  1  ch0 

H  1  ch  2  a1 

H  1  ch  2  a1  3  120. 

H  1  ch  2  a1  3  -120. 

X  2  1.0 1  90.0  3  180.0 

F  2  hf  6  90.0  1  180.0  

ch0   2.0  

hf    0.92  

a1    90.0  

ch    1.08   

坐标的 Z矩阵的输入,下面是变量赋值. 

这些内容光光讲是讲不清的,还需要你自己去尝试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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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过渡态优化遇到的问题 

要优化几个相似反应的过渡态，始时比较顺利，都是先用 AM1 和 QST2 或 QST3 的发放找到一个过渡态 

再用 B3lyp  TS 的发放优化。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AM1 给出的初始结构在 B3lyp 计算中存在 2 个虚

频,然后就不能继续了。如何解决呢？是用其它的方法搜索过渡态的初始结构，还是想办法把一个虚频 

消除？或者干脆用 B3lyp 来进行 Qst2?望指教！ 3x! 

Abinitio  在 route section 中加入 iop(1/11=1) iop(5/13)=1 iop(2/16)=1，这样可避免在遇到两个虚

频时停止运算。或者，先把你想要的虚频所对应几何参量固定，做限制性 opt=minimal,这样可以把不想要

的虚频去掉，然后在做全优化 opt=ts 

Pup  1) QST2 and QST3 are layman's tools.  

2) Probably the B3LYP pathway is less symmetric than the HF pathway. If this is true, you'd 

better add nosymm in the B3LYP calculation. 

a 看了以前的文章，果然漏掉了一篇回复： 

“一般地，我不会推荐 QST2 和 QST3 方法来进行ＴＳ的优化，这是 layman 的做法，而且是折磨计算机的做

法．这里推荐一个两步法搜索 TS 的技巧，对大一点复杂点的体系比较有效．  

第一步：基于你所要考察的反应模式，确定反应坐标（通常是一个或两个键长或键角， 好是一个)，基于

反应能量学以及该坐标所关连的原子类型估计过渡态情况下该反应坐标的大致距离或角度，而后体系的其

它部分可基于稳定分子的参数来确定，这样构造好初始构型后，做能量极小化优化，优化中要固定反应坐

标所对应的内坐标．优化后做 Freq 分析，看你所固定的反应坐标此时的振动是否出现虚频，如果是，进行

下一步．  

第二步：以前一步所得构型为 TS 搜索的初始构型，并利用前一步所得的 fc，进行正式的过渡态搜索，此

时可用 opt(modred,ts,rcfc,maxcyc=nn) geom=check guess=read 等组合，但由于你前一步固定了反应坐

标，所以在接下来的输入中要 activate 你所固定的反应坐标．这样你就能找到给定反应模式下的 TS 了．” 

以前也有这种想法，但一直不确定.。 

但还有一点迷惑，就是对于比较大的系统，进行一次 freq 计算也是比较耗时间的，这样的话如果第一步没

有出现虚频或出现了不正确的虚频，又要重新构造初始结构，再计算。需要的时间要很长啊。当然，如果

有经验了，可能一次就能找到真确的初始构型。呵呵 

谢谢！  

对大一点的体系，如果你的硬件不能 afford FREQ 计算的话这种方式同样有效，但 好是通过逐点优化的

方式逼近过渡态构型，然后再进行过渡态优化。 

 
4.29 计算水平对过渡态结果的影响  

  我在做一个含自由基的有机反应，用 HF 方法找到一个过渡态，可是当用 mp2 和 b3lyp 优化时，却怎么也

找不到。但是，从化学直觉好象一个自由基和一个中性分子反应，应该有个能垒，从这个角度看好象 HF 的

结果合理一些。从理论上讲，用 HF 方法寻找过渡态应该不是很可靠。我想知道这究竟是因为 HF 方法的不

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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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iant; 据我所知，无论是计算方法还是基组的选择都会影响过渡态的寻找，建议你把 HF 找到的过渡态

用 MP2 或 DFT 优化，然后进行振动分析，看看是否有一个虚频，如果有就是过渡态，如没有而且也不同

与终态结构，那么可能是反应的中间产物，而非过渡态 

我这么做是总是得到另外一个过渡态，所对应的不是我所要的反应物和产物 

pupa: Try to use "Scan" in the MP2 or B3LYP calculations 

abinitio: 我做的是氟原子与 1，3-丁二烯的加成，我认为应该存在一个过渡态。我在 b3lyp 下做过 scan,但是

能量一直在升高。这样看似乎不存在过渡态。文献上，有人做过氢原子和 1，3-丁二烯的衍生物（其中的氢，

全部被氟取代） 即顺式 cf2=cf-cf=cf2 的加成，他用 hf 优化，得到两个过度态，能垒约为 20KJ/mol，不是

很高.如果，他的结果可信。是否，可以理解为由于 F 原子要比 H 原子活泼，所以氟原子与 1，3-丁二烯的

加成就不存在能垒。 

Pupa: It appears that your "scan" calculations at the B3LYP level predicted a barrierless pathway 
for the F+C4H6 reaction.   

4.30 请教关于自然价键轨道和重叠集居数的应用   

近看一篇关于过渡态和反应性的文章，提到自然键轨道（NBO）分析，不知道其中数据是哪里得到的。

查阅 Gauss 手册又找不到相关应用。不知那位能否提供一些操作和应用。谢谢了！ 

Lilyracial; 采用 POP=NBO,就可以得到了。G98 手册里面 population 有详细介绍 

Wangsuocheng: 谢谢了。我看到 test 中有相关例子。而 NBO 的手册却找不到，不知有没有人有？ 

Supi: http://www.chem.wisc.edu/~nbo5/ 是有关一个 NBO 软件的使用介绍，并对 NBO 做了初步介绍还有一

些相关文献。在各抒己见版，我曾经上传了一些 NBO 的资料文献，你看看吧，是在回复 ydwadf 的回文中给

出的 

COMPUTATIONAL CHEMISTRY》关于 NBO 有如下的介绍，不过很简单。 

12.3 NATURAL BOND-ORDER ANALYSIS 

Natural bond order analysis (NBO) is the name of a whole set of analysis 

techniques. One of these is the natural population analysis (NPA) for obtaining occupancies (how 

many electrons are assigned to each atom) and charges. Some researchers use the acronyms NBO and 

NPA interchangeably. 

Rather than using the molecular orbitals directly, NBO uses the natural orbitals.Natural orbitals 

are the eigenfunctions of the ®rst-order reduced density matrix. These are then localized and 

orthogonalized. The localization procedure  allows orbitals to be de®ned as those centered on 

atoms and those encompassing  pairs of atoms. These can be integrated to obtain charges on the 

atoms. Analysis of the basis function weights and nodal properties allows these transformed 

orbitals to be classi®ed as bonding, antibonding, core, and Rydberg orbitals. Further 

decomposition into three-body orbitals will yield a characterization of three center bond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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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lso a procedure that searches for the p bonding patterns typical of a resonant system. This 

is not a rigorous assignment as there may be some electron occupancy of antibonding orbitals, 

which a simple Lewis model would predict to be unoccupied.This results in a population analysis 

scheme that is less basis set dependent than the Mulliken scheme. However, basis set e¨ects are 

still readily apparent.This is also a popular technique because it is available in many software 

packages and researchers ®nd it convenient to use a method that classi®es the type of orbital. 

 

4.30 IRC 计算: IRC 计算时，一般怎么写 gjf 文件啊，请 xdjm 给我写个例子先 

supi: 先做过渡态的优化，然后用这个优化的 chk 文件做 irc 计算，或者你可以两步一起来： 

这是算 H＋HCl 的反应，irc 计算时正反向各取 30 点 

%chk=h2clirc 

#mp2/6-31G* 5d opt=(ef,ts) nosym freq pop=full  

h2cl  

0 2 

H 

H   1  A 

X   1  1.0  2 90.0 

Cl  1  B    3 90.0  2  180.0  

A 0.9553 

B 1.4592  

--link1-- 

%chk=h2clirc 

#mp2/6-31G* 5d irc=(rcfc,stepsize=1,maxpoints=30) nosym pop=full  

h2cl  

0 2 

H 

H 1 A 

X 1 1.0 2 90.0 

Cl 1 B   3 90.0 2 180.0  

A 0.9553 

B 1.4592  

如果你做 irc 时要正反向分开做，可以在 irc 的关键词里加 reverse（反）foward（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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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你应该先看看 G98 具体的操作，我发现你对此还不是很熟，本版连载的南开大虾翻译地 G98 使用教

程，对你很有帮助的  

我算完一个过渡态，想做 IRC 分析，请问这样写对吗？大家能不能列举几个一般的格式？（我算过渡态的

机子和算 IRC 可能不在一个机子上，有时候 geom＝...不能用的） 

%chk=TSH+O2.chk 

#p b3lyp/6-31g** irc=(calcfc,maxcyc=100,stepsize=1,maxpoints=30) 

  nosym pop=full  

H + O2 --> OH + O  

0  4 

H 

O  1   1.2185 

O  2   1.4273   1   179.9947  

在控制行加入 opt（ef，ts），因为 calcfc 要求在 IRC 计算的初始进行计算获得力常数 

4.30 布局分析求助 

    Supi: 我算一个体系 H－H————I，此时 HH 成键（键长 0.7373)，I 是远离的（HI 键长 10.0)。         

布局分析如下：  Molecular Orbital Coefficients  

                          1         2         3         4         5  

                          O         O         O         O         O  

    EIGENvalueS --    -0.84664  -0.59658  -0.38589  -0.38589  -0.16827  

  1 1   H  1S          0.00000   0.32737   0.00000   0.00000   0.00000  

  2        2S          0.00000   0.27111   0.00000   0.00000   0.00000  

  3 2   H  1S          0.00000   0.32738   0.00000   0.00000   0.00000  

  4        2S          0.00000   0.27115   0.00000   0.00000   0.00000  

  5 3   I  1S          0.39486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6        2S          0.65304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7        3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56305  -0.06726  

  8        3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6398   0.5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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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PZ         0.00000   0.00000   0.56668   0.00000   0.00000  

 10        4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49397  -0.05402  

 11        4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5613   0.47538  

 12        4PZ         0.00000   0.00000   0.49715   0.00000   0.00000  

 13        5PX         0.00000   0.00000   0.00000   0.02446  -0.00038  

 14        5PY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278   0.00330  

 15        5PZ         0.00000   0.00000   0.02462   0.00000   0.00000  

 16        6D 0        0.00113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7        6D+1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8        6D-1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9        6D+2        0.00192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0        6D-2        0.00044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可以看出：第一个 MO 是 I的孤对电子，第二个 MO 是 HH 成键的 MO，4,5 是 x 和 y方向的 pi 键，  

照理说 4,5MO 能量应该是简并得才对，但是从能量看，却是 3,4MO 的能量是简并得，这是  

为什么呢？ 

 Jdz: 看看你的 standard orientation  

Supi: 我加了 nosymm 了啊？ 

而且我发现，这种情况只在远离平衡态的时候，比如 H2 和 I离子才会出现，在过渡态时 popu 分析是

正常的。并且，这种情况在 br 和 I会出现这样，而 F和 Cl 则不会这样，这太奇怪了，虽然并不影响

我的计算结果，可我还是想不通。这是不是根重原子的某些特殊性质有关？比如相对论效应？ 

 Wf: 这个结果比较有意思。 

不过先说说你用的什么方法计算?构型怎么样？线性吗？ 

体系是开壳层，你给出的是 alpha 还是 beta 电子能量。 

另外，这个结果不影响？ I 的 3个 p轨道应该是简并的啊，即使不考虑对称性， 

简并破坏，分裂得也太大了，0.38 和 0.16 应该是 au 吧？有 3eV 啊！结果合理？  

另外，很显然你用了有效势，但对 F和 Cl，有没有加有效势啊？可能会是这个原因 

而不应该是相对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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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i:  构型都是线性的，不过我看了一下，只有用 rohf 算出来的，才有这种现象，mp2 和 ccsd 都不会这样。

对 Cl,Br,I 我用的都是 Lanl2dz 加 d 极化，F 我用的是 D95V。 

不过由于 z 轴是成键方向，这时候 pz 轨道与 H 的 s 轨道有重叠，参与了σ键的形成，所以与 pxpy 不会再

简并了。但此时 I 与 H 远未成键，应该说 3 个 p 轨道还是简并得才对啊，奇怪…… 

Wf: 原来用 ROHF 啊，基本上没用过，这种方法的轨道能级物理意义很明确吗？ 

你可以用 ROHF 单算个 I 原子你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了。 

另外，因为对称性略有破坏，所以混合了 px 和 py 轨道。 

Pupa: 这个结果并无奇怪之处. 由于 H2 和 I 无实质性的相互作用，所以对应 I原子三个 p轨道的分子轨道

的占据就是随机的，因此，在你所得到的 ROHF 波函数中， 轨道 3和 4双占据，轨道 5 单占据，这样一来，

对应 I原子三个 p轨道的分子轨道的能量也就不同了。此外，这一波函数不能作为线性反应 H2+I-->H + HI

的初始点，原因很简单，因为单电子轨道不在键轴上。 进一步将轨道 3和 5交换就可以了。 

Supi: 谢谢 pupa 老师指点！ 

我有些不懂，由于体系的 HOMO 是第 5 个 MO，LUMO 是第 6 个 MO，也就是说 3,5 轨道之间的交换不属

于 HOMO 和 LUMO 的交换，这时候用 guess＝alter 可以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交换这两个轨道呢？ 

Pupa. 看来你对波函数的概念仍然不够清楚，轨道交换不只局限于 HOMO 和 LUMO 间的交换，原理上，

任何属性（如占据、对称性）不同的轨道均可交换。我上面建议的交换就是要将单占据轨道和双占据轨道

交换，而要进行轨道交换，在 Gaussian 中我还没找到比 guess=alter 更有效的方法。 

Vliant: 问一下，你说的 Lanl2dz 加 d 极化，怎么加的？  

好像还看过 Lanl2dz 加 p 极化，是怎么加的？谢谢！ 

Supi: 我曾经试过两种方法，价层电子的输入不同，而内核电子一律用 lanl2dz 

（1）. 

I  0 

LANL2DZ 

****  

I  0 

d  1  1.0 

0.289  1.00             （这就是所加的 d极化） 

****  

I 0 

lanl2dz  

 

（2）. 

I 0 

S   2  1.00 

     0.724200000         -2.97310480 

     0.465300000          3.4827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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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  1.00 

     0.133600000          1.00000000 

P   2  1.00 

      1.29000000        -0.209237700 

     0.318000000          1.10353470 

P   1  1.00 

     0.105300000          1.00000000 

P   1  1.00 

     0.308000000E-01      1.00000000 

D   1  1.00 

     0.294000000          1.00000000         （这就是所加的 d极化）  

****  

I 0 

lanl2dz  

第二种方法我是直接上基组库拿的 

http://www.emsl.pnl.gov/forms/basisform.html 

输入原子和基组，就可以得到所需的基组 

你如果要加 p 极化，就可以仿造 d极化的输入形式了。不过对 lanl2dz 加 p 极化，我还真没见过。注意一

点的是，这些加法是有根据的，不能自己乱加，有几篇专门讲到基组问题的 paper，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4.31 反应速率常数的计算  

calculation: 请问用 Gaussian98 优化过渡态之后，如果求解反应速率常数？ 

请在这方面比较熟悉的朋友帮忙，我的邮箱：lxf01@mails.tsinghua.edu.cn 

注：lxf 中的 l 是 lmn 的 l，lxf 后面是数字 01  

supi: 1.寻找并优化过渡态 

2,用 irc 找反应途径 

3,得出反应能垒 

4,根据阿累尼乌斯公式求出 K 

能垒是过渡态的能量减去反应物的能量。 

而你要求的指前因子是与反应的活化熵有直接联系： 

A=e^2kT/hEXP(S/R)                                               

速率常数 K则有： 

K（T）＝kT/hEXP(S/R-H/RT)  

这里 S是活化熵，H是活化焓  

请注意公式里的 k不是速率常数！ 

Calculation: 寻找并优化出过渡态之后，用过渡态的 Gibbs 减去反应物的 Gibbs 和，不就是能垒吗？或者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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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态的 E 减去反应物 E 的和（具体哪个我还不死很清楚），为什么还要用 irc 来算反应能垒呢？ 

根据阿累尼乌斯公式求出 K 时，能垒是过渡态的能量减去反应物的能量，指数前因子用 

A=e^2kT/hEXP(S/R)计算，修正过的 Arrhenius 公式是 k(T)=AT^nEXP(-▲E/RT),n 怎么求呢？ 

用公式 K（T）＝kT/hEXP(S/R-H/RT)求反应速率常数 k 有什么意义？跟 Arrhenius 公式不一样啊。 

是否先计算出 A 和▲E 之后，然后把 K（T）＝kT/hEXP(S/R-H/RT)计算出来的 K（T）带入 Arrhenius 公式，

计算出来 n？ 

不知道这个公式精确度如何？ 

另外我看见山东大学顾月姝老师写的一篇文章，用了变分过渡状态理论来算反应速率常数，再用小曲率隧

道效应修正，但是她里面的公式我不是特别明白，她用了 polyrate 软件，请问你对这个软件熟悉吗？ 

多谢！  

Supi: 计算能垒，用的是过渡态的 E减去反应物 E。用 irc 主要是用来确认反应的途径的，也就是在过渡态

中具体的键长键角的变化情况。 

如果你用的是修正过的 Arrhenius 公式，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公式 K（T）＝kT/hEXP(S/R-H/RT)是 K 的纯热力学定义方法，这个地概念比较明晰。 我建议版内做过这方

面工作的哥们来帮帮他，我做的方向跟他不大一样  

Pupa: 一般对于能垒明显的反应无须使用变分过渡态理论，使用正则过渡态理论就可以得到较为不错的结

果了；对无势垒或低势垒反应则至少要使用变分过渡态理论. polyrate 只是一个将上述理论程序化的一

个软件，从网上可以免费得到，不难用． 

Yyt-origin: 我得上网上找一找 POLYRATE，看样子要算反应速率常数，光靠 GAUSSIAN 还是有麻烦。

刚发完帖子，就找到了 POLYRATE 的一个使用说明，有 560 页之多，看样子不是那么容易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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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激发态计算 

1.目的: 
本章探讨激发态的计算。可以完成的任务有：1.用 CIS TD 和 ZINDO 方法计算紫外

吸收光谱（可用从这个网址 http://www.sg-chem.net/swizard/上下载的软件，将高斯的计算结

果转换成可用于 ORIGIN 作图的数据，数据是进行了洛伦兹展宽的）；2.可用 CIS 方法优化

激发态，研究光化学反应中反应物的构型与机理的关系；3.可以计算发射光谱（详见论坛上

相关的讨论这一部分）。与上面的方法相比，CASSCF 方法的计算效果要更好。不过这种方

法对计算者的要求很高。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仔细的研究高斯自带的例子和有关的讨论再做尝

试。磨刀不误砍柴功。需要特别提出的是 CIS 计算对内存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激发态是指分子体系的稳定的，高能级的电子结构状态。比如在高能紫外可见光谱中

的激发态的分子。激发态在化学的很多领域都有用，包括光化学，电子光谱。对于激发态分

子的模拟是困难的，因为很难避免体系向基态变化。模拟激发态的理论很少，在 Gaussian
中，提供的是结构相关方法(Configuration Interactionapproach)，采用 Hartree-Fock 单置换，

所以也被称为 CI-Singles。这一方法被认为是很多分子激发态的零级处理的有效方法。在定

性上有比较好的结果，但在定量方面，并不总是好的。和 Hartree-Fock 方法一样，CI-Singles
方法也不昂贵。ZINDO 是半经验方法，用的不多。TD 是含时密度泛函方法，计算结果比

CIS 方法要好。据说该方法不能用于优化，到目前为止，还未系统的做过激发态的计算，

只做过几个练习。ZORK 是专门做光谱的，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2．高斯自带的练习（输入格式和输出解释，请大家仔细揣摩练习） 
运行激发态计算 
下面是激发态计算的关键词 

CIS 进行 CI-Silgles 激发态计算，这是方法关键词，在其前面可以加上

R 和 U 作为闭壳层分子和开壳层分子的标识。 
CIS=(Root=n) 确定研究哪一个激发态，默认为 1 
CIS=(NStates=n) 确定研究的激发态的数量。默认为 3 
CIS=50-50 同时计算单重态和三重态。Triplets 选项为计算单重态，默认 
 为单重态。当选择 Triplets 时，一定要设置 NStates 数量。 
CIS=Read 从临时文件中读入初始猜测。用于利用前一个工作中的结果 
 进行计算，与 Guess=Read 和 Geom=Check 一起使用。 
Density=Current 要求计算激发态的布局分析 
Pop=Reg 要求较详细的布局分析结果，包括分子轨道系数 

 
Example 9_01 乙烯的激发态 
本例计算乙烯的 低的四个激发态。乙烯的激发态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 低的四个如下 

 多重度 Modern 标记 Mulliken 标记 跃迁 
1 3 B1u T pi-->pi* 
2 3 B3u TR pi-->3s 
3 1 B3u R pi-->3s 
4 1 B1u V pi-->pi* 

计算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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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IS=(NStates=2，50-50)/6-31+G(d) Test 
由于即需要单重态，也需要三重态，所以设置 50-50，每个状态计算两个。 
注意这里使用了弥散基组，弥散基组在计算过渡态方面有好的结果。 
输出文件中有 
Excited State 1：Triplet-B1U 3.7768eV 328.27 nm f=0.000 
                 多重度  对称性 激发能           振荡强度 
    8 --> 11   0.52952 
    跃迁轨道数  激发态波函数系数 
    8 --> 17  -0.45942 
This State for optimization and/or second-order correction： 
Total Energy，E(Cis) = -77.8969983928 
激发态能量 
Copying the Cisingles density for this state as the 
1-particle RhoCI density。 
计算结果是 
        1       2       3       4 
对称性  3B1u    3B3u    1B3u    1B1u 
能量    3.78    7.43    7.83    7.98 
实验值  4.36    7.66    6.98    7.15 
总的说计算的结果与实验值符合的不错，更加精确的结果就需要大的基组计算了。 
 
激发态优化和频率分析 
在 Gaussian 中可以进行激发态的优化和频率分析。步骤是，首先进行能量计算得到激发态，

然后在此结构基础上进行结构优化和频率分析 
Example  9_02 甲醛的激发态优化 
下面是输入文件 
%Chk=es_form 
#T RCIS/6-31+G(d) Test 
Formaldehyde Excited States 
0 1 
 Ground sate molecule specification 
--Link1-- 
%Chk=se_form 
%NoSave 
#T RCIS(Root=1，Read)/6-31+G(d) Opt Freq Geom=Check Guess=Read Test 第一个步骤计算

低的三个激发态，第二步骤是利用其结果进行结构优化和频率分析. 
在本例的计算中，得到的激发态出现了虚频，其结构显示碳原子要离开原子平面。 
由于原来的分子结构中，所有原子都在同一平面上，所以，也得到一个共平面的激发态结构。

这样，就要设法产生一个正确的几个结构。(激发态的结构优化目前没有包含内坐标冗余，

所以在初始结构中定义一个平面结构，得到的激发态结构就也是共平面的)。我们将在

Exercise 9.2 中继续讨论。 
 
 
Exercise 9_01 亚甲基环丙烯的激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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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甲基环丙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现的，其紫外光谱有三个峰， 
位置(nm)        对称性  能量(ev)        相对面积 
309             1B2     4.01            0.2 
242             1B1     5.12            0.01 
206             1A1     6.02            1.5 
该分析结构如下 

C

C C
HH

C
HH

 

半经验方法的计算结果显示在 1A1 下面另一个 1B1 的激发态， 初的解释为其可能被 206
峰掩盖了。 
在 MP2/6-31G(d)水平进行结构优化，然后进行激发态计算 
# RCIS(NStates=5)/6-31+G(d) Density=All Test 
得到了五个激发态，如下 
状态    对称性  能量(eV)        强度 
1       1B2     5.48    4.01    0.05 
2       1B1     5.91    5.12    0.02 
3       1A2     6.30            0.0 
4       1B1     6.38            0.03 
5       1A1     6.41    6.02    0.37 
得到的一，二，五三个激发态都与实验符合。 
对于第三个和第四个，第三个激发态的强度为零，自然观测不到，第四个激发态的强度很弱，

而且与第五个激发态位置相近，也被其掩盖了。 
下面得到的是偶极矩和原子电荷 
方法            偶极矩  C1      C2      C3      C4 
SCF             -2.39z  -0.5    -0.2    -0.1    -0.1 
CI 1-Particle   4.75z   -0.004  -0.06   -0.4    -0.4 
CI              2.56z   -0.2    -0.2    -0.3    -0.3 
两个激发态偶极矩计算的结果都表明偶极矩的符号变化，其中 CI 1-particle 方法夸大了这一

变化，这表明了在激发态电子密度的迁移。 
这一计算偶极矩的方法仍然利用了传统的方法，由于其根据波函数的平方来进行计算，就倾

向于产生这样的趋势。据此，我们强烈推荐采用波函数的解析导数来进行偶极矩计算。设置

为 Density=CI 或在 CI-Silgles 中的 Density=Current 
 
Exercise 9_02 甲醛的激发态优化 
确定甲醛第一激发态的结构，比较红外光谱。 
下面是分子的 Z-矩阵 
C 
O 1 RCO 
X 1 1.0 2 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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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RCH 3 ACH 2  90. 
H 1 RCH 3 ACH 2 -90. 
RCO=1.25 
RCH=1.08 
ACO=145.0 
ACH=60. 
这里使用了虚原子，使得对于分子的描述更加简单，这个分子也不再是共平面的结构。计算

采用校正因子 0.8929，结果如下 
                计算值  校正值  实验值 
平面外弯曲      495     442     683 
CH2 摇摆         978     873     898 
CH2 剪式         1426    1273    1290 
CO 伸缩          1647    1471    1173 
对称 CH 伸缩      3200    2857    2847 
反对称 CH 伸缩    3295    2942    2968 
基本与实验值相符 
 
Exercise 9_03 丙烯醛的激发态优化 
丙烯醛的激发态结构仍然是平面结构 
 
Exercise 9_04a~b 苯的激发态优化 
在 CI-Singlets 方法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CI-Singlets 方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

赖所选用的基组，弥撒的激发态往往需要在分裂的价键轨道基组上增加弥散函数。苯是这一

结论的好的例子。 
苯的激发态研究也显示了如下两点 
1.理论预测必须与高精度的实验比较。允许跃迁可以与普通的单光子光谱结果比较，但禁阻

跃迁要有多光子实验证明。 
2.当需要确定预测的和观测的状态时，必须应用激发态的对称性。一般的，Gaussian 提供激

发态的对称性，但当不能提供时，需要检验跃迁的波函数。 
本例中，没有使用弥散基组得到的激发态与实验结果相差较大，缺少了三个低能量的激发态，

而使用弥散基组的计算结果与实验吻合较好。 
 
Exercise 9_05a~b 使用 CASSCF 方法研究激发态 
练习使用 CASSCF(Conplete Active Space Multiconfiguration SCF)方法。 
研究体系为 Exercise 9.3 研究的丙烯醛。这 Exercise 9.3 中，第一激发态的能量相差较大，本

练习试图寻找减小误差的办法。 
CASSCF 计算在 SCF 计算基础上增加了完全电子相关计算。由于 SCF 计算有倾向基态的趋

势，CASSCF 是其的改进。关键词就是 CASSCF，需要两个参数，活性空间的(Active Space)
电子数量和轨道数量。活性空间指 CI 计算中的轨道。活性空间的电子从 HOMO 轨道中取

得，轨道由活性空间电子的 HOMO 轨道和一些 LUMO 轨道组成。例如一个单重态体系的

CASSCF(4，6)，表示活性空间由两个 HOMO 轨道(4 个电子)，和 4 个 LUMO 轨道组成。 
Guess=Alter 用于指定组成活性空间的轨道。一个快速的 Guess=Only 和/或 Pop=Full 计算用

于生成具体的轨道信息，来确定参与活性空间的轨道。 
采用 CASSCF 方法确定丙烯醛的第一激发态能量，需要如下步骤，运行 UHF/STO-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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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NaturalOrbitals 计算三重态丙烯醛的初始轨道和对称性，选择将要组成活性空间的轨道。

由于第一激发态电子由氧原子的孤对电子跃迁到 CO 键的 pi 轨道，所需要的组成活性空间

的轨道就要包括氧的孤对电子以及羰基的 pi 轨道。 
在 6-31G(d)基组确定基态和激发态的能量。由于 CASSCF 波函数很难收敛，我们需要做如

下工作: 运行 CASSCF(6，5，UNO)/STO-3G Guess=(Read，Alter)计算三重态丙烯醛，改进

临时文件中的轨道。之所以采用三重态，是因为它比较容易收敛。 
从 STO-3G 的波函数，6-31G(d)基组进行第二个计算。 
采用 6-31G(d)基组计算能量，然后，在前一个计算得到的波函数基础上，设置多重度为 1，
Geom=Check，进行计算，这里需要给出 NRoot=2 来确定激发态。 
运行另一个 CASSCF(6，5)/6-31G(d)计算得到基态能量，方法与得到激发态结果的方法相同。

希望大家在用量化软件作研究时，黑箱的确省事，但若是如此使用软件，作的工作也不会很

好。所以基本功还是要扎实。 
CASSCF 方法不再是个黑箱子，它需要使用者的参与，而且必须很小心，很有耐心。 
注意从默认的猜测进行的 CASSCF 计算几乎肯定是要失败的。选择合适的活性空间轨道需

要对所研究的体系有深刻的认识。 
下面是计算的具体方法 
首先是第一组计算，检验轨道，确定活性空间组成。 
%Chk=acro_cas 
#T UHF/STO-3G Test Pop=NaturalOrbotals 
UHF on triplet acrolein at CAS(6，5) 6-31G(d) geometry 
0 3 
 molecule specification 
--Link1-- 
%Chk=acro_cas 
#T CAS(6，5，UNO) Guess=(Read，Only) Test Geom=Check 
...... 
下面是从第二次得到的收敛的波函数的对称性。 
Orbital Symmetries： 
        Occupied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Virtual  (A") (A') (A') (A') (A') (A') (A') (A') 
活性空间将要由 4 个 高占据轨道和一个 低空轨道组成。我们需要四个 A"和一个 A'轨道，

这样，我们就必须讲第 6 号轨道与 13 或 15 号轨道置换。这样，我们就必须检验这些轨道究

竟代表什么，在分子的什么地方。这里，15 号轨道在氧原子的 2px，2py 轨道上有很大的系

数，而其他几乎为零，所以需要保留这条轨道。 
这样，就要置换 6 和 13 号轨道，输入文件如下 
%Chk=acro_cas 
#T CAS(6，5，UNO)/STO-3G Test Geom=Check Guess=(Read，Alter) 
CAS 6，5 Using triplet UNO orbitals 
0 3 
! Bring A" into the active space 
6 13 
这个计算的输出文件就是新的三重态的 CASSCF 表述。我们要用这个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计

算，首先是更大基组的 CASSCF 计算，然后是单重态的 CASSCF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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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1-- 
%Chk=acro_cas 
#T CAS(6，5)/6-31G(d) Test Geom=Check Guess=Read 
CAS 6，5 in extended basis set 
0 3 
--Link1-- 
%Chk=acro_cas 
#T CAS(6，5，NRoot=2)/6-31G(d) Test Geom=Check Guess=Read) 
Singlet n-pi state (should have similar orbitals) 
0 1 
后是基态的能量计算 

--Link1-- 
%Chk=acro_cas 
%NoSave 
#T CAS(6，5)/6-31G(d) Test Geom=Check Guess=Read 
Ground state starting from excited state orbitals 
0 1 
终得到的能量差是 4.035eV，与实验值 3.71eV 比较，已经很接近了。 

练习 9.6 文件 9_06a~d CASSCF 方法研究丁二烯光化学 
当光照射丁二烯分子时，分子由基态升至激发态，然后激发态又要通过一个非辐射(不发射

光子)衰减回到基态势能面。 
这个非辐射衰减有两个方法解释。传统观点认为分子从激发态的势能面通过其和基态势能面

的 接近的点转到基态的势能面，这一点上，激发态的势能面仅比基态势能面高一点。另外

的观点认为，存在一个区域，两个势能面相交，跃迁在相交的区域完成。 
具体描述可以是，丁二烯(包括顺式和反式，我们这里讨论的是顺式)首先受激跃迁至第一激

发态，这一激发态是单重态的 1Bu 状态，表示的是 pi 体系的 HOMO 到 LUMO 的跃迁。第

二激发态是 1Ag 状态，表示的是 HOMO 到 LUMO 的双重跃迁，这两个激发态的顺序并不

清楚，但是 1Bu 在飞秒的时间内很快转换到 1Ag。然后反应从 1Ag 状态的势能面变化到接

近，穿过基态的势能面，在接近或穿过基态势能面的时候，分子降到基态。 
本练习只研究这个体系的一小部分，在基态结构下研究三个状态的相对能量， 
并确定两个势能面相交的点。 
对于基态，完成如下步骤， 
在 RHF/3-21G 水平检验轨道，来确定活性空间。这里将采用 4 电子空间，6 条活性轨道。轨

道要包括 pi 轨道，并且具有 A2，B1 对称性(对应两个激发态的对称性) 
使用选区的活性空间，在基态进行一系列态平均(State Average)4，4 CAS 计算，一般的，CAS
计算优化轨道和所研究状态的波函数，而态平均计算提供符合所需要的群的所有轨道的 佳

描述。 
在这个计算中，需要定义 NRoot 选项，在其所指定的状态和基态之间的所有状态都将要被

平均化。同时，各个状态的权重也需要提供。 
这里我们关心 低的三个状态，所以，NRoot=3，设权重=0.333333.我们将在 3-21G，4-31G，

6-31G(d)，6-31+G(d)四个基组水平上运行平均化。 
在 后一个计算的设置行设定#P 选项来输出各个状态的表述。表述如下 
VERTOR EIGENVALUES     CORRESPONDING EIGENVECTOR 
    1   -154.87477374  0.95038483  -0.32993992E-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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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序号  能量         各个电子结构的系数 
  下面是 4，4 CAS 计算中的前两个激发态结构 
PRIMARY BASIS FUNCTION=1  2  1  2 
     2                     SYMMETRY TYPE=0 
  结构序号 
        1    2 
        1    3 
 活性空间中的电子位置 
     3                     SYMMETRY TYPE=0 
        1    3 
        1    3 
结构 2 是单重激发态，一个电子从活性空间的第二条轨道跃迁到第三条轨道，结构 3 是双重

激发态，活性空间第二轨道中的两个电子都跃迁到第三轨道 
* 计算完成后，表征两个激发态，比较能量 
* 可以进行第二系列的 4，6CAS 计算，考察结果的变化 
研究相交点，步骤如下 
以已经得到的结构为起点，设置 
  UHF/STO-3G Guess=Mix Pop=NaturalOrbitals NoSymm 
  计算，检验轨道 
建立好的 CAS 体系，运行两次 4，4CAS 态平均计算，在第一次运算中采用 STO-3G 基组，

设置 UNO，NoFullDiog 和 CASSCF 关键词；第二个计算中采用 4-31G 基组。两个计算都有

NoSymm 关键词 
运行 CAS Opt=Conical，Nosymm，iop(1/8=5)确定相交点 
在优化的相交点的结构上运行态平均计算，采用 4-31G 基组， 
部分结果如下 
方法                    激发态 1         激发态 2         能量差 
CAS(4，4)/6-31+G(d，p)    2 1Ag           1 1Bu           0.03702 
CAS(4，6)/6-31+G(d，p)    2 1Ag           1 1Bu           0.00540 
两个结果中，1Ag 的能量都比 1Bu 低，随着方法的改善，能差减小。增加 MP2 计算可以进

一步缩小这个差距。 
这个寻找相交点的计算还是成功的，这一结构上得到的基态和激发态的差距仅有

0.00014Hartree。 
 
 
 
 
 

3 论坛上与激发态计算相关的讨论 
3.1 CIS 练习中的一个问题 
    G98 练习 e9-01。gjf 的 OUT 文件中的一部分如下： 
Excitation energies and oscillator strengths: 
 
Excited State   1:   Triplet-B1U    3.7768 eV  328.27 nm  f=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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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11         0.52952 
      8 -> 17        -0.45942 
This state for optimization and/or second-order correction. 
Copying the excited state density for this state as the 1-particle RhoCI density.  
问题 1。 为什么激发态 1，激发能 3.07768eV 有两个跃迁？8 -> 11    8 -> 17 而且还有一

个系数是-0.45942，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书上说这是“THE STATE OF INTEREST” 
 
我将此例更多的输入输出信息列于此，以方便说明。  
输入：#T RCIS(NStates=2,50-50)/6-31+G(d) Test  
输出：Excitation energies and oscillator strengths: 
 
Excited State   1:   Triplet-B1U    3.7768 eV  328.27 nm  f=0.0000 
      8 -> 11         0.52952 
      8 -> 17        -0.45942 
This state for optimization and/or second-order correction. 
Copying the excited state density for this state as the 1-particle RhoCI density. 
 
Excited State   2:   Triplet-B3U    7.4297 eV  166.88 nm  f=0.0000 
      8 -> 10         0.60741 
      8 -> 15        -0.34842 
 
Excited State   3:   Singlet-B3U    7.8294 eV  158.36 nm  f=0.1884 
      8 -> 10         0.64288 
      8 -> 15        -0.27205 
      8 -> 18        -0.10534 
 
Excited State   4:   Singlet-B1U    7.9753 eV  155.46 nm  f=0.5532 
      8 -> 11         0.66068 
      8 -> 17        -0.20317  
**********************************************************************  
           Population analysis using the SCF density.  
**********************************************************************  
Orbital symmetries: 
      Occupied  (AG) (B1U) (AG) (B1U) (B2U) (AG) (B3G) (B3U) 
      Virtual   (B1U) (AG) (B2G) (B2U) (B3U) (B3G) (AG) (B1U) 
                (B2G) (AG) (B2U) (B1U) (B3G) (B1U) (AG) (B2U) 
                (B3U) (B2G) (AG) (B1U) (B2U) (B3G) (AG) (B1U) 
                (B1U) (B3G) (B3U) (B1G) (AU) (AG) (B2U) (AG) (B1U) 
                (B2G) (B3G) (B1U) (AG) (B1U) 
The electronic state is 1-AG.  
 
  先来解释输入： 
  我们初始输入的是单重态，为 1-AG。因为作的是 CIS，所以在所有的激发中，只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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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电子激发。“NStates=2,50-50”说明，我们要解的是两个单重态和两个三重态，这从

后的输出（4 个激发态，两三两单）也可以得到证实。 
    
  再来详细看输出： 
  当输入中没有指定 Root=N 的时候，默认的是 N=1，意思是说我们感兴趣的（也就是要

做的）是第一激发态，这个态被优化并计算其广义密度。这就是“This state for optimization 
and/or second-order correction. Copying the excited state density for this state as the 1-particle 
RhoCI density.”的来由。  

  激发态 1，是轨道 8 上的一个电子跃迁到轨道 11 上，跃迁后两个电子自旋相同，因而

产生的激发态 1 是三重态。轨道 8 是 B3U，轨道 11 是 B2G，耦合后为 B1U，所以激发态

1 为 Triplet-B1U。系数是该组态在该激发态的 CI 展开式中的 大系数，此处也可由

“IOp(9/40=N)”来控制输出更多的系数（所有大于 10^(-N)的系数）。  
  激发态 1 并非单组态，也包含了由“8 -> 17”的单电子跃迁产生的组态。这里要注意，

符合激发态 1 的跃迁必须是能产生 Triplet-B1U 态的跃迁。轨道 17 和 11 的对称性相同，

所以“8 -> 17”也在激发态 1 的组态之中。  
  激发态 3 为单重态。例如 “8 -> 10” ，是说轨道 8 上的一个电子跃迁到轨道 10 上，

跃迁后两个电子自旋相反，因而产生的激发态 3 是单重态。轨道 8 是 B3U，轨道 10 是

AG，耦合后为 B3U，所以激发态 3 为 Singlet-B3U。  
  激发态 2、4 可同理分析。  
 
 
我想问那个系数有什么意义，一般有没有必要对其讨论；还有既然一种跃迁可能有多种组成，

那么如果用轨道图讨论时，如何处理？还有该种跃迁下的跃迁能又是和什么对应，也就是

说是否是几种组态跃迁能量按照某种组合方式的总和？一直以来都不是很清楚，如果思考

问题的角度有问题，还请指正。  
系数代表该组态对总波函数的贡献，如果做了归一化，那总波函数表达式里各系数的平方和

应该为 1 了。  
  跃迁能应该是对由 CIS 计算的这个激发态能量而言的，所以该态的能量应该是由 CIS

总波函数求得，应该包括了该激发态里所有组态的贡献。这个贡献，有大有小，如果某个

系数特别大以至接近 1，则可近似看作单组态的了！  
  自己的理解，不一定对。欢迎大家来探讨探讨！ 
 

可是，正如楼上人所说，8－17 跃迁的系数是个负数 -0.45942，做何解释呢？其他的 

基本明白了，就这一点，多谢 zgh 了！ 
一般系数的正负应该表示的是相因子。因为 CI 的展开式里是各组态函数的组合，所以这儿

的正负跟我们平常想象的电子云的取向好像联系不起来。这儿的正负是个很模糊的东西，因

为在各组态里已经包含了所有轨道的贡献，因而不大好说。一般关心的是其绝对值。 
根据这里的谐振子强度,激发态四应该是跃迁强度 强的跃迁吧,f=0.5532 ? 
这个贴子 后由 mht263 在 2003/12/08 01:33pm 第 2 次编辑] 
 
Excited State   1:   Triplet-B1U    3.7768 eV  328.27 nm  f=0.0000 
     8 -> 11         0.52952 
     8 -> 17        -0.45942 
This state for optimization and/or second-order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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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样 f 很很小，有什么意义吗？ 
我是问，能不能算是第一激发态啊？有没有意义？强度这样小说明了什么？ 
还有一个是 
Excited state symmetry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Excited State   1:   ?Spin  -?Sym    0.0203 eV 60989.11 nm  f=0.0000 
     4B ->  5B        0.98781 
     4B -> 10B        0.15500 
This state for optimization and/or second-order correction. 
Copying the excited state density for this state as the 1-particle RhoCI density. 
 
Excited state symmetry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Excited State   2:   ?Spin  -?Sym    4.4981 eV  275.64 nm  f=0.0052 
     3B ->  5B        0.99093 
     3B -> 10B        0.13101 
是不是第 2 个才是第一激发态啊？  
 
 如何在 OUT 文件中找到我想要的第一激发态的激发能和键长等信息 
   下面是我的 GJF 文件，可惜我不知道如何在 OUT 文件中找到我想要的第一激发态的激

发能和键长等信息，希望高手帮俺看看。谢谢 
%chk=oh-cis.chk 
%mem=400MB 
# ucis/6-31 opt freq 
 
this is test to check oh-bond 
 
0 2 
o 
h 1 r1 
 
r1=0.9676 
 
--link-- 
%chk=oh-cis.chk 
%mem=400MB 
# ucis(NStates=2,50-50,root=1,read)/6-31++g(3df,3pd) opt freq geom=checkpoint 
 
0 2  
  
Triplet-B1U 态当然是激发态了，而且是能量 低的第一激发态。至于这儿的强度，我也不

是很清楚了，希望能有大侠给出解答！ 
下面引用由 zgh 在 2003/12/08 01:44pm 发表的内容：  
Triplet-B1U 态当然是激发态了，而且是能量 低的第一激发态。至于这儿的强度，我也不

是很清楚了，希望能有大侠给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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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光化学的资料上看到,谐振强度 f 是跟电偶极矩的跃迁矩阵元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

般跃迁都是指电偶极矩跃迁,而电四极矩跃迁和磁跃迁跟电偶极矩跃迁比起来都很小,一般都

不作考虑.f=0.0的话,电偶极矩的跃迁的矩阵元为零,就意味着跃迁是不会发生的,即跃迁禁阻.   
 
1。上面 2 个老大说的好象有些出入，或者两个我根本就没有看懂 
2。关于“如何在 OUT 文件中找到我想要的第一激发态的激发能和键长等信息”，是不是我

写了 root=1,所以 OPT 后的就是第 1 激发态的优化结果，不管是否存在这个跃迁？  
  
激发态能级的高低和跃迁强度不是一回事，能级低的激发态跃迁强度不一定就强，而能级高

的激发态也并非就不能跃迁！ 
上面 2 个老大说的好象有些出入，或者两个我根本就没有看懂",呵呵,我讨论的只是强度的问

题,意思就是讨论虽然计算结果中得到了二个单重态和二个三重态,但是其中有些是不会发生

的,跟 zgh 讲的能级高低是有区别的. 
是我想当然的认为是，能级低的激发态跃迁强度一定就强了。等于 O 就没有跃迁。看来是

我错了。 
看来我是需要好好学学基础的东东先。 
谐振强度 f 是跟电偶极矩的跃迁矩阵元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般跃迁都是指电偶极矩跃迁,而
电四极矩跃迁和磁跃迁跟电偶极矩跃迁比起来都很小,一般都不作考虑.f=0.0 的话,电偶极矩

的跃迁的矩阵元为零,就意味着跃迁是不会发生的,即跃迁禁阻.” 
  正如 flyingheart 所说，对我所列的那个例子中，两个三重态跃迁的强度为 0，这也说明

了跃迁时ΔS ≠ 0 的跃迁是禁阻的，即通常所说的“自旋禁阻”。 
 
  BTW，Manual 上指出，对闭壳层计算，展开系数的平方和应为 0.5（因为 beta 系数没

有列出）；对开壳层，展开系数的平方和为 1。 
 
  另外，“计算结果中得到了二个单重态和二个三重态”，这是由我们输入的

“NStates=2,50-50”来控制的。若改为“NStates=3,50-50”，按 Manual 中描述的便可得到三

个单重态和三个三重态，但我照此运行 e9_01.gjf 却得到两个单重态和四个三重态，不知何

故？？？看来 Gaussian 真得不好控制！！！ 
 
  BTW，zgh，如果你想引用某人的发言的话可以直接点击贴子上的“引用”两个字，这样

就可以了。还有，关于下面这个问题的出现，我想是不是与旋轨偶合有关： 
   Excited state symmetry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Excited State   1:   ?Spin  -?Sym    0.0203 eV 60989.11 nm  f=0.0000 
    4B ->  5B        0.98781 
    4B -> 10B        0.15500 
   书中有提到，“当电子自旋和轨道之间的偶合比较强的时候，即旋轨偶合，是光化学和分

子光谱学中必须顾及的一个因素。旋转的电子不仅有自旋角动量，同时还有磁矩。在 Singlet
《=》Triplet 跃迁中电子的磁矩方向要发生变化，所需要的磁相互作用来自电子在轨道中运

动时所产生的磁场。因此，虽然体系的总角动量是守恒的，但旋轨偶合作用使得自旋角动量

与轨道角动量并不要求也守恒，亦即可以不断地互相转换着。也就是说，由于旋轨偶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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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使得电子的自旋态不必一定是纯粹的单重态，或三重态，可以是一种处于二者之间

的混合态。这时的 Singlet《=》Triplet 跃迁可以看成是混合比例不重的重态与三重态之间的

跃迁。” 
   我想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了程序不能够判断出多重度，出现类似“?Spin  -?Sym”的问

题？   
hehe,看高手们 BBS，仿佛来到了华山看论剑，佩服佩服！（发自内心的） 
所以，我等要好好学习了，尤其是量化基础但重要知识 
 
BTW，如果有空，能否看看我的小小问题： 
2。关于“如何在 OUT 文件中找到我想要的第一激发态的激发能和键长等信息”，是不是我

写了 root=1,所以 OPT 后的就是第 1 激发态的优化结果，不管是否存在这个跃迁？  
但是如果我写成 root=2，3 等，结果是一样的，怎么会这样？  
  
下面引用由 flyingheart 在 2003/12/08 06:32pm 发表的内容：  
BTW，zgh，如果你想引用某人的发言的话可以直接点击贴子上的“引用”两个字，这样就

可以了。还有，关于下面这个问题的出现，我想是不是与旋轨偶合有关：  
   Excited state symmetry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E ...  
  
 感谢 flyingheart 又教了一招！  
  旋轨耦合提得很对，它的确可以使得到的电子自旋态不必一定是纯粹的单重态或三重

态。但 Gaussian 程序里出现的“?Spin  -?Sym”的问题，是不是由此引起，却不太好说。

这与程序有关，我们并不清楚 Gaussian 程序判断自旋态的标准。  
  mht263 的那个问题，也在纳闷！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上面的那一个） 
在书里 P213 写到 
cis=(root=n)   specifies which excited state is to be studied (used for geometry optimizations, 
popul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single-state procedures). The default is the first(lowest excited 
state(n=1) 
 
  在这个例子中，我写了 root=1,所以 OPT 后的就是第 1 激发态的优化结果，即我想要的第

一激发态的激发能和键长等相关？如果 ROOT=0，是不是对象基态啊？ 
 
   实际情况是即便我写成 root=2，3 等，OPT 的结果是一样的 
************************************************************* 
  当输入中没有指定 Root=N 的时候，默认的是 N=1，意思是说我们感兴趣的（也就是要做

的）是第一激发态，这个态被优化并计算其广义密度。这就是“This state for optimization and/or 
second-order correction. Copying the excited state density for this state as the 1-particle RhoCI 
density.”的来由。  
  
有时 50-50 确实有问题，所以建议还是分开计算。免得出错。不过你提到的问题我没遇到过，

有试算过小分子，root＝1 和 2 时结构不同，你还是再检查一下输入吧！ 
相应的基态怎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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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0 还是用其他的方法，比如 MP2/6-31+G**？ 
在 ZORK 的量化网站上也提到过 50-50 这个选项不是很稳定，要尽量少用，可能去看看 
 
 
3.2 ZORK 的关于激发态的总结 
（三）用 GAUSSIAN 处理激发态  
§3-1.输入文件中的电子态多重度  
    输入文件中的多重度，指的是具有这种多重度的 低能量的电子态，  
不一定就是基态，不过一般输入文件都用基态。激发态的多重度是在输  
入文件的 route section 行控制的，如：singlets，triplets。虽然在  
GAUSSIAN 使用帮助中没有明说，但是从给出的例子中可以体会出来。另  
外，在 HyperChem 的帮助文件中有类似的说明，虽然是针对 HyperChem 的，  
但我想对 GAUSSIAN 一样适用。  
§3-2.GAUSSIAN 中研究激发态的方法  
    GAUSSIAN 可以用 CIS 或者 ZINDO 方法计算激发态，CIS 能够研究的分  
子种类与使用的基组有关，GAUSSIAN 中的 CIS 实际是对分子激发态的零  
级处理。有些从头计算程序包含计算激发态的一级组态相关（FOCI）和  
二级组态相关（SOCI），我不清楚是不是和 CIS 相对应。但是，从结果  
来看，FOCI 和 SOCI 并没有比 CIS 改善多少。ZINDO 方法适用范围窄，只能  
用于周期表前 48 种元素构成的分子，这里不谈。98 版还新增加了含时  
（TD）方法处理激发态（包括含时 Hatree-Fock 和含时密度泛函）。  
    我们一般计算的激发态称为 Low-lying Excited States，也就是价  
态。更高的电子态是 Rydberg 态。从头算法和其他半经验方法对空轨道，  
特别是较高空轨道的计算结果不好，因而得到的 Rydberg 态的结果缺乏  
明确的物理意义。  
§3-5.GAUSSIAN 处理激发态的 BUG  
    1。用 94 版进行 CIS 计算，50-50 选项不支持 LanL2DZ 和 3-21G*基组。  
98 版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还跟计算的分子有关。  
    2。同时计算单重激发态和三重激发态（也就是使用 50-50 这个选项  
），有时候会出现致命错误：某些电子态在某些位置的能量有不规则起  
伏，而分开计算（使用 Singlets 或者 Triplets 选项）则不会出现这个问  
题。我在计算中曾经遇见过两次。下面这个例子是从网上看到的，我想  
这位德国的大哥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他对同一个任务执行了三种计算：  
1) #Bp86/6-31G* td=(nstates=5,50-50) scf=direct density  
2) #Bp86/6-31G* td=(triplets,nstates=1) scf=direct density  
   --link1--  
   #Bp86/6-31G* td=(nstates=10) scf=direct guess=read geom=check  
   --link1--  
   #Bp86/6-31G* td=(triplets,nstates=10) scf=direct guess=read  
   geom=check  
3) #Bp86/6-31G* td=(nstates=10) scf=direct  
   #Bp86/6-31G* td=(triplets,nstates=10) scf=direct density  
    第一种计算产生 10 个态（5S 和 5T），后两种产生 20 个。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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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对结果没有影响。结果是：  
                 1)        2)        3)  
Triplet-B1U    3.1077    3.1077    3.1077  
Triplet-B3G    3.9568    3.9568    3.9568  
Triplet-AG     4.1612    4.1612    4.1612  
Triplet-B2U    4.1769    4.1769    4.1769  
Triplet-B3G    4.2101    4.2101    4.2101  
Singlet-B3G    4.3609    4.3609    4.3609  
Singlet-B1U    4.3788   >4.4864   >4.4864  
Singlet-B2U    4.4864   >4.6409   >4.6409  
Triplet-AG     4.5752   >4.7144   >4.7144  
Singlet-B3G    4.6409   >  --     >5.0010  
    通过比较发现，对前六个态，三种处理的结果相同，但是后面的态，  
使用了 50-50 的方法就和另外两种方法的结果不一样了。  
    我个人认为，尽量不要使用 50-50 这个选项。推荐单重态、三重态  
分开计算，虽谈多花一倍时间，但是结果保险。  
§3-6.画激发态的势能曲线  
    笨的方法莫过于算完一个点后，更改输入文件的坐标，计算下一  
个点了。这样费时费力。在优化基态几何构型的时候，可以使用 Scan 关  
键字进行扫描，实际上 Scan 对激发态一样适用。这样开上一晚上计算机，  
到早上所有激发态的势能曲线数据就全有了。例如计算从 R=0.6 埃到 1.2  
埃氢分子的 10 个单重激发态：  
# RCIS(NStates=10)/6-311G Scan  
H2 Excited States  
0,1  
H1  
H2 H1 r  
r 0.6 60 0.01  
    需要注意三点：  
    1。结果给的是垂直激发能，必须换算成相对于基态平衡位置的能  
量。  
    2。扫面范围不要离基态平衡位置太远，一般从 0.75Re 到 2Re 就可以  
了，太远了会报错。  
    3。某些理论和某些基组的搭配可能不支持 Scan，这时候就只好手  
工控制了。  
    后是数据处理，这一步是 枯燥的了。数据处理需要用到 Excel、  
Oringin、Matlab。这些软件用不着钻研很深，知道几个 基本的命令  
就足够用了。  
§3-7.高对称性的分子使用 CIS 方法  
    默认的 CIS 计算求出 低的三个激发态。以它为例，GAUSSIAN 在初  
始的猜测中选择电子态数目两倍的向量（也就是 6 个）进行迭代，直到  
有三个收敛。对于大多数分子体系来说，这种默认的向量数目足够了。  
但是对于高对称性的分子，则需要特殊的方案，否则不会得到比较高的  
收敛态。方法是增加 NStates 的数量，以增加初始向量的数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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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ates 值为 大阿贝尔点群操作的数量，也就是输出文件在 Standard  
orientation 之前的 Symmetry 部分（在输入文件中使用#就可以得到，#T  
不行）。这是一个计算苯分子的例子：  
Stoichiometry   C6H6  
Framework group    D6H[3C2'(HC,CH)]  
Deg. of freedom   2  
Full point group   D2H   NOp     8  
Largest concise Abelian subgroup   D2  NOp   4  
           Standard orientation – 
 
C 如何确定光谱项的对称性 
  §4-4.如何获得光谱项的对称性  
    如果用 GAUSSIAN 计算比较轻的分子，一般都能给出正确的激发态光  
谱项对称性，但是对含有重原子的分子，可能得不到对称性。这个时候  
就需要根据轨道跃迁的的信息获得对称性。  
    下面是用 CIS 方法 LanL2DZ 基组计算 InCl 分子的例子，输出文件给出  
InCl 的电子轨道信息：  
Occupied  (SG) (SG) (PI) (PI) (SG)  
Virtual   (PI) (PI) (SG) (PI) (PI) (SG) (PI) (PI) (SG) (SG)  
          (SG)  
这里结果只给出前 4 个单重激发态：  
 CIS wavefunction symmetry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Excited State   1:   Singlet-?Sym    4.9226 eV  251.87 nm  
  f=0.3243  
       5 ->  6          .43587  
       5 ->  7          .54909  
 This state for optimization and/or second-order correction.  
 Copying the Cisingles density for this state as the 1-particle  
 RhoCI density.  
 
 CIS wavefunction symmetry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Excited State   2:   Singlet-?Sym    4.9226 eV  251.87 nm  
  f=0.3243  
       5 ->  6          .54909  
       5 ->  7         -.43587  
 
 Excited State   3:   Singlet-SG     6.7609 eV  183.38 nm  
  f=0.2830  
       3 ->  6         -.28038  
       4 ->  7         -.28038  
       5 ->  8          .57818  
 
 CIS wavefunction symmetry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Excited State   4:   Singlet-?Sym    6.8241 eV  181.68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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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0000  
       3 ->  7          .49690  
       4 ->  6         -.49690  
    由于 In 原子是重原子，所以大多数电子态并没有给出对称性（第三  
个激发态除外）。我们发现第一激发态是从第五个轨道跃迁到第六、七  
个轨道，而第六、七两个轨道是简并的（PI、DELT 轨道都是二重简并的  
）。也就是说第一激发态的电子组态是：  
InCl: (内层电子)(1σ)2 (2σ)2 (1π)4 (3σ)1 (2π)1  
    这个组态耦合出来的单重态光谱项有一种（当然还有一个三重的）：  
1Π，所以就是 1Π态。再往下看，第二激发态和第一激发态的电子组态、  
能量完全相同，说明这是一个简并态，而实际上除了Σ态以外的态都是  
二度简并的。所以第一激发态和第二激发态实际都是 InCl 的第一激发态  
1Π态。  
    第三个激发态给出对称性了。如果没给，方法和上面的一样，先找  
到它的电子组态，它是由两个组态叠加而成的：：  
InCl: (内层电子)(1σ)2 (2σ)2 (1π)3 (3σ)2 (2π)1  
InCl: (内层电子)(1σ)2 (2σ)2 (1π)4 (3σ)1 (4σ)1  
    第一个组态可以耦合出的单重态光谱项有：1Δ，1Σ+，1Σ-。因  
为这不是一个简并态，所以只能是 1Σ+和 1Σ-其中之一。这就需要进一  
步知道+、-对称性。方法是看跃迁系数：  
       3 ->  6         -.28038  
       4 ->  7         -.28038  
由于正负号相同，所以是 1Σ+态。那么第四激发态必然是 1Σ-了。  
    另外还可以看第二个组态耦合出来的光谱项，只有 1Σ+，因此第三  
个激发态必然是 1Σ+。两个结果一致。  
 
 
3.3 溶液中激发态计算报错： 
1 我做一个在乙腈中的 CIS 计算，中途出错，错误提示为 
A solvent integration origin lies outside the cavity! 
该如何解决？ 
#t b3lyp/lanl2dz extrabasis scrf(scipcm) td(triplets,nstates=10) 
---------------------------------------------------------------- 
------------------- 
Title Card Required 
------------------- 
Symbolic Z-matrix: 
Charge =  0 Multiplicity = 1 
Au 
P                    1    B1 
H                    2    B2       1    A1 
No pruned grid is available for atomic number  79. 
Fock symm off for IB=2 I1=    1 I=   55 J=   19 Cut=1.00D-04 Err=1.28D-04 
Fock matrix is not symmetric: symmetry in diagonalization turned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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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olvent integration origin lies outside the cavity!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C:\G98W\l502.exe.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52.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19 Int=    0 D2E=    0 Chk=    1 Scr=    1 
谢谢   
 
建议你换用 G03 试试，据说 G98 程序本来就有问题，但是 近又看到一些用 G03 也出错的

例子，确实让人头痛 
应该换模型试试。 
还是那个体系，用溶液相做 CIS 激发。输入文件为 
%rwf=/tmp/cis6311.rwf,240Mw,/tmp/cis6312.rwf,240Mw,/tmp/cis6313.rwf,240Mw,/tmp/cis6314.
rwf,240Mw 
%nosave 
%chk=/home/work/huang/mole1/excited/mole1cis631gespon2 
%mem=16000000 
                                                                                                 
#p cis(nstates=5,singlets,direct)/6-31g scf(maxcyc=512,qc) scrf=dipole 
                                                                                                 
molecule1 CYCLOHEXANE(epson=2.0) 
                                                                                                 
0 1 
PCMQM-DMIVC allocation failure:  iend,mxcore=  21175496  15725855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software/g03/l502.exe at Wed Dec  3 09:40:05 2003.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1 minutes 21.8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579 Int=      0 D2E=      0 Chk=     34 Scr=      1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溶剂分子的半径不合适吗？ 
2 我自己的哪个 CIS 计算也很奇怪： 
在 L502。EXE 计算完成后报错了，看来需要做一个练习比较一下 
 
这个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3.4 TD 计算。分为 TDHF 和 TDDFT 两种方法。TDHF 是在 HF 方法优化的基础上进行激

发态能量计算，而 TDDFT 是在 DFT 方法优化的基础上进行激发态能量计算，选项同 CIS 
A §3-3.含时方法（TD）输入方式  
    帮助文件对 TDDFT 这么重要的方法说得真是太简单了，让人去参考  
CIS 的输入方法，连个例子都没有。CIS 的输入方法是：  
# CIS(Triplets,NStates=10)/3-21G Test  
那就用 B3LYP 泛函试试看吧：  
# TDB3LYP(Triplets,NStates=10)/3-21G Test  
但是不行。其实正确的输入方法是：  
# B3LYP/3-21G TD(Triplets,NStates=10)Test  
这个问题浪费了我很长时间。为了表示它的重要，单独分为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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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CIS，TDHF，TDDFT 方法激发能比较  
    一般来说，CIS 和 TDDFT 方法结果的准确度是比较差的，TDDFT 的结  
果是 好的。而各种 TDDFT 相比，B3LYP，B3P86，MPW1PW91 是 好的（  
依具体的分子和使用的基组而不同）。可以参考文献：  
J. Chem. Phys., 111(7), 1999, 2889  
Chem. Phys. Lett., 297(1-2), 1998, 60  
J. Chem. Phys., 109(23), 1998, 10180  
    这些文章都是计算 C，H，O 组成的有机物在基态平衡位置的垂直激  
发能。我对含有重元素 In 的分子激发态进行计算，发现如果选好基组，  
有些 TDDFT 结果和实验值的差距甚至小于 500 个波数，而 CIS 的结果则要  
差 5000 多个波数。所以现在使用 TDDFT 方法的比较多。另外还有人用  
TDDFT 方法计算 DNA 这样的大分子。  
TD 计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用 b3lyp 优化得一构型，对应得 homo，lumo 轨道为 97，98  
然后用 td 进行激发态计算，第一激发却不是 97－>98，而是  
 Excited State   1:   Singlet-?Sym    2.7653 eV  448.35 nm  f=0.0001  
      89 ->100         0.11163  
      97 -> 99         0.22909  
      97 ->100         0.57426  
      97 ->101         0.22065  
相应轨道能量为  
                          96        97        98        99       100  
                           O         O         V         V         V  
     EIGENVALUES --    -0.34306  -0.33513  -0.19924  -0.19914  -0.17262  
 

问题：  

1，TD 算激发态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2，为什么第一激发不选择能量较低的空轨道 98，而选择 100。  

 

若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bow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Franck-Condon(弗兰克-康登)原理：振动能级间跃迁强度 高的谱线是与相同核间距对  

应有 高几率密度的振动态间的跃迁。 （周公度、段连运：结构化学基础[第二版] P.159）  

我觉得这句话挺难懂的，大概的意思是，电子跃迁发生的时间很短[10e-15s]，分子构型来不及改变，因此

与基态具有相同分子构型[或 接近]的激发态是 可能的激发态。 我感觉我明白，但是说不清楚，那位能

给更好的解释一下。 至于 TD 怎么算的，我也不太清楚。 

谢谢回复，找了下这个原理，其描述为  

Classically, the Franck–Condon principle is the approximation that an 

electronic transition is most likely to occur without changes in the positions  

 of the nuclei in the molecular entity and its environment. The resulting state is called a Franck–Condon state, and t

he transition involved, a vertical transition.  

The quantum mechanical formulation of this principle is that the intensity of   

a vibronic transition is proportional to the square of the overlap integral between the vibrational wavefunctions of t

he two states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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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假定是这一原因，那么能否从计算结果中印证呢？ 也就是说，能否从计算结果中看出那个激发态的构型

更接近基态？ 

1. 关于含时的 DFT 的原理,只能自己去查资料了.  

2.你说"跃迁为什么不选择能量较低的 98 号轨道",激发态跃迁发不发生要根据选择定则来  

判断,并非只看能级高低,如果只是看轨道能级高低的话跃迁就只会发生在 98.99.100 等一  

些低能级轨道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而你这里给出的结果 f=0.0001,谐振强度几乎为零  

,意味着跃迁几乎不可能发生.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激发态求教 (转载)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Dec  1 15:05:50 2003), 转信  

这既不能用 Franck-Condon 原理解释，也不能用选择定则解释。因为它们都是用来解释电子态

(states, or spectral terms)的，不能用来解释电子组态(configurations)。每个轨道上电子分布只要满

足泡利不相容原理就可以，不存在选择定则。  

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是 97-->98 和 97-->99 产生不同的对称性，所以在第一激发态中没有出现 97-->98。因

为 97 和 98 轨道能量很近，无法凭经验判断哪个组态产生的电子态能量 低。  

建议再多算几个激发态，应当能找到包含 97-->98 的电子态。  

 

组里搞 TD 的师兄在家还没回来，等他会来解释吧。  

97->98 的激发态出现在第二激发态  

 Excited State   2:   Singlet-?Sym    2.9369 eV  422.15 nm  f=0.0015  

      95 -> 99        -0.11181  

      97 -> 98         0.67685  

该谐振强度较第一激发态大了很多，是否可以认为虽然计算的第一激发态发生在 97－>100，但因为其谐振

强度太小，所以实际观测到的应该是 97－>98 呢？  

 

另外能推荐一些因对称性的不同导致不同的跃迁的文献吗？再次感谢 

判断电子态的对称性首先需要知道轨道的对称性，根据对称性乘法表可以判断。相乘的结果有多个的，还

要看和哪些组态混合。  

 

只做单点能计算，很难说明哪个是第一激发态，只能说对于某个结构， 哪个态低些或者高些。  

判断哪个是第一激发态需要对两个激发态作几何优化。比较 低能量。 gaussian 的 TDDFT 现在还做不了，

得用 cis。 用 TDDFT 做几何优化目前好像只有 NWChem 可以。 

众所周知，激发态的结构优化很难收敛，而且如果初始结构太接近基态的话往往会回到基态上收敛。 近

我做一个激发态的优化，收敛指标总是在一个范围内徘徊，甚至总在循环进行。我试过 iop（1/8=1），

guess=mix，vshift=50 和 300，均不凑效。不知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有何建议？ 

这一点 gaussian 就不如 ADF 了，通过后者你可以通过轨道占据的指任，以得到你想得到的态。 

 
3.5 TDDFT 的收敛问题 
  TDDFT 有时计算会不收敛，该如何解决？同样的体系，我用 B3LYP 算，一般是可以收敛的，换到

PW91PW91 算，就难收敛了。有时可以调小 nstate（比如 B3LYP 算 nstate＝10，算 PW91PW91 就用 nstate

＝3）来实现 TD－PW91PW91 的收敛，但是有时即使这样也不行。该怎么办？ 

PW91 是 pure dft 方法，homo 和 lumo 之间能隙小，不易收敛； 

B3lyp 是 hybrid DFT 方法，homo 和 lumo 之间能隙相对大些，相对易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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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试 vshift，也许有帮助。 

试过 scf 和 opt 都有些技巧处理收敛的问题。 

好像前面都有人贴出来过，你看看，再试试。 

没有用啊。至于 TD 我没有经验：） 

用过这个 TDDFT 方法吗？－－PBE0   

PBE0--Perdew,Burke and Ernzerhof 

在文献中看到用这个模型来计算过渡金属的激发态，较其他方法更为准确，但我在 g98 中怎么找不到？ 

g03 里面有 pbe， 不过 pbe0 我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是指同一个 model，文献上说已包含在 G98 的 DFT 方法中，但好像没看到 

All the DF computations wer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Kohn–Sham UKS formalism, as implemented  in 

the Gaussian98 code . We added the B98 

functional to those already available in this package.In this connection, we note that we have 

implemented several exchange-correlation functionals 

with the same functional form, namely the socalled B97, B97-1 and HCTH functionals . We focused 

our attention on the B98 only, since this 

functional comes out from the most recent and carefulparameterisation by Becke. Anyway, we point  

out that all four functionals (B97, B97-1, HCTH andB98) will be available in a next release of 

the Gaussian package  

 引自文献 Performance of a new hybrid Hartree–FockrKohn–Sham model 

□ / B98 in predicting vibrational frequencies, polarisabilities and 

NMR chemical shifts   ，Chemical Physics Letters，1999 

 

3.6 TDDFT 单重态跃迁的多重度确定  
Helpme:初始态是单重态，但是如果用闭壳层计算，会有 RHF－>UHF 的不稳定性。 
所以下面的计算，都用 UB3LYP。 
命令行： 
#uB3LYP/gen TD(nstates=10)  
这样计算得到的激发态中，会有三重态和单重态，还有一些态 Gaussian 确定不了， 
打了问号在那里。请问，如何确定这些打了问号的态的多重度？ 
检查跃迁的轨道，利用群论知识就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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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计算的参数 Add 的使用疑问(helpme) 
先算 TD(nstates＝5),发现不够，使用 
＃B3LYP/gen guess=read geom=allcheck TD(Add=4) 
结果它好像不认 Add 参数，只算出了 开始的 3 个激发态。（就是前面 
已经算好的 5 个激发态中的前 3 个） 
TD 默认的是算 开始的 3 个激发态，所以上面的命令就等价于 
＃B3LYP/gen guess=read geom=allcheck TD 
的计算结果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各位指点！ 
  
 
如何得到体系的基态和激发态电荷 
在用Ｇ９８（Ａ１１）进行ＴＤ运算时，出错：意思是不能进行 POST-SCF and DFT 的混合  
。  
关键词如下：#p b3lyp/gen TD(DIRECT) DENSITY=All TEST  
据说：这样用在此版９８中已不允许。那该如何处理，请大虾们 HELP ME!!!  
注：我不想进行激发态的优化。 
Why did you use "density=all"?   
 
because I only want to get both ground states charge and excited states charge, you means I must 
delete this keywords?   
 
 
3.7 如何计算荧光和磷光光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射光谱） 

在用 CIS 或 TDDFT 计算了激发态后，请问如何从结果中读出其 大发射波长？ 
由跃迁几率 f 值的大小来判断． 
没有这么简单，楼主也在做这个吗？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我也在做这个 
推 荐 你 看 一 下 这 篇 文 章 ， Fluorescence and absorption spectra of 
oligophenylenevinylenes:vibronic coupling, band shapes, and solvatochromism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johannes gierschner   
 
lexondream ：用 CIS 优化激发态几何结构，以此构型为基础做 CIS 或 TD 计算得到发射光

谱 
# CIS/6-31G*  OPT FREQ 
日月光华，你好！谢谢你的指点。但是我不明白用激发态的结构在做 cis，会不会是向更高

一级的激发光谱，而发射光谱应当是激态回到基态的光谱，我不明白，能讲解一下吗？ 
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不好意思,哈哈 
意思是有人是这样算发射光谱的?是这意思吧? 
是的 

 

 shalyski  设基态为 X，某个激发态为 A。在 g03 中， 
1. 用 HF 或 MCSCF，选择不同基组，对该分子基态进行几何优化并与实验值对比，检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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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如果没有实验值，可以计算有实验值的其他类似分子。 
2. 用 cis 或 mcscf 对 A 态进行几何优化，得到 A 的平衡构型。 
3. 把 X 态设定为 A 态的平衡结构，用 TDDFT/CIS/CIS(D)/SAC-CI/MCSCF/ZINDO 计算该结

构的垂直激发能 T，此能量即为发射波长对应的能量。 
以上计算方案利用了 Franck-Conden 原理。 
 
 
3.8 CIS 和 TD 

CIS 和 TD 都可以计算电子吸收光谱，只不过精度有所不同。另外，用 TD 好象不能三重态和单重态一起

算，而且 TD 好象也不能考虑溶剂效应。 

 

可以的，现在 03 版中更加完善了。 

 

对同一构型进行 cis 和 TD 计算第一激发态，结果差别较大 哪个更具可信性？  

 

一般来说 TD 比 CIS 计算的低激发态结果好，但是和选取的 DFT 有关， 有的 DFT 结果反而更差。  

 

如果基态和第一激发态多重度不同，用 MP4，CISDQ 等方法几何优化的 第一激发态结果可能更好。  

 

-- 在计算激发态时停掉，加入 GEOM=CHECK TD=Restart SCF=Restart 准备由 chk 文件继续算  

，但无法进行。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  

                            量化计算初学者 

 

有可能你那个计算在来不及生成 Redundant internal coordinates 刚好停掉了,因此也就 无法通过 geom=check

来读取上一步的 molecule specification 了 

好像 TD 不能 restart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在 TD 计算中从 chk 文件继续算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Sep 14 14:59:34 2002)  

半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 Gaussian 公司，他们给了我一个说明书上已经有的命令，但我使用了

一下，还是没有办法，其实 SCF 部分早就算完了，还差几步整个计算就结束了，但没有办法 restart。在 cis

计算中试过，也没法继续算 

 

ndft (heh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Canada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l 22 09:59:30 2003), 转信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I am currently looking for a postdoctoral fellow to join my research group.   
The initial appointment would be for one year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renewal。 thereafter, 
depending on mutual interest as well as the availability of appropriate funds.  
        The research of my group is focused on developing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DFT) 
based methods and applying them to study molecules and their properties. We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new method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NMR chemical shifts and ESR 
g-tensors. Moreover,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chemistry of the early actinide elements (partic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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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p, Pu, Am).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contact me directly or refer to my web pages  
at: http://www.umanitoba.ca/chemistry/staff/schreckenbach/  
        Potential projects for the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clude  
(i) Method and program development aiming at creating a new DFT based metho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NMR chemical shifts and ESR g-tensors in extended structures (solid state, 
surfaces, etc.);  
(ii) Development of a DFT based metho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NMR chemical shifts in 
paramagnetic molecules;  
(iii) Theoretical actinide molecular scienc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environmentally relevant complexes)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quantum-chemical calculations is required  
for this position. Programming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relativistic quantum  
mechanics are assets. Interested candidates for this position should send me  
 a detailed CV, publication list, and the nam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at least  
two referees.  
        My research group is loca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in Winnipeg.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 http://www.umanitoba.ca ) is the largest university in the province of Man  
itoba and among Canada’s major research universities. It has a student population  
 of about 23,000. The Chemistry Department ( http://www.umanitoba.ca/chemistry )  
 is one of the largest department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yet it keeps a friendly and 
collaborative atmosphere.  
     Winnipeg ( http://www.city.winnipeg.mb.ca ) is a prairie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approximately 670,000. Its people come from various ethnic  
backgrounds, and are generally friendly and welcoming. Excellent cultural  
amenities include ballet, theatre, symphony, ethnic festivals, and museums,   
and professional sports teams are popular. Housing is perhaps the most affordable  
in Canada. Winnipeg is a safe city. It is located close to good outdoo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with a 
wide variety of lakes, beaches and wilderness areas within an easy drive of the city.  
H. Georg Schreckenbach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Manitoba  
Winnipeg, MB, Canada, R3T 2N2  
Phone: (Canada-204) 474-6261  
FAX: (Canada-204) 474-7608  
E-mail: schrecke@cc.umanitoba.ca  
  
 
 
3.9 溶液中可以计算光谱吗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溶液中可以计算光谱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l 30 15:05:3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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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利用 GAUSSIAN98 中的 SCRF 中的 PCM model 在考虑溶剂效应的前提下计算单个分子（比  

如丙酮）和离子（如高氯酸根）的构型和 IR、RAMAN 光谱，能行的通吗？  

    

--用 SCI-PCM 模型是可以的。 opt freq 同用。  

我 近在做溶液中的离子的构型优化和频率计算。可是发现里面有好多问题。  

1.OPT 和 FREQ 手册上说不能同时使用，可是为什么我看到好多例子都是同时使用的。  

2.那一个模型里面都可以进行 FREQ 计算吗？HELP 好象说的不是。 

在 huafeihua (花非花)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 近在做溶液中的离子的构型优化和频率计算。可是发现里面有好多问题。  

: 1.OPT 和 FREQ 手册上说不能同时使用，可是为什么我看到好多例子都是同时使用的。  

    我一般是分两步进行的，到底如你所说的可不可以，做个 test。  

: 2.那一个模型里面都可以进行 FREQ 计算吗？HELP 好象说的不是。  

频率计算对优化后的结构才有意义，而现在的 continuum model 的结构优化。 从头算是不能考虑相关

能的，也就是只有 hf 方法了，另外 DFT 方法可以优化。  

 

3.10 我用 Gaussian98 计算了一个有机分子的红外光谱，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将计算结果转  
化为我们通常看到的红外谱图？不同于 GaussView 的效果。用 HyperChem 可以吗？哪位大

虾  
知道，请赐教。  
可以，到这里： http://www.sg-chem.net/swizard/  下载一个软件就行了 
 
 
3.11 zhantian (大灰狼★Fermi,您是我的偶像),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你们对大于 300 个原子的蛋白质是怎么优化的？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Oct  2 01:06:06 2003), 转信  
 
激发态没算过这么大的，mos-f 是什么方法啊？ 大我用 TDDFT 算过 60 多个原子的激发态。  
用 Pure DFT 做构型优化和频率分析可以用 G03 中的 density fitting 技术，可以显著地提高  
速度，结果也不太差。大概 1000 多个电子的体系，单 CPU 可以用 1～2 天做 Freq。  
NWChem 等软件也有这个功能。  
 
【 在 bluebird (bluebird) 的大作中提到: 】  
: 反正我对 132 个原子的体系做了一下计算，到现在都没有计算出来，用的是 mos-f  
: 来计算激发态，可是每次都是莫名其妙的就中断了，也没有任何错误信息，哎太烦人，也

不知道为啥。有时候是在转换成标准坐标时中断的。但有时候就不是了，也不知道什么地方

都有可能中止。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在 zhantian (大灰狼★Fermi,您是我的偶像) 的大

作中提到  
 
 
3.12 在计算了分子的激发态后，如何从结果中看出分子的 大发射波长？且如何判断是荧光

还是磷光？ 
计算激发态的能量是不区分磷光和荧光的，只有在计算辐射寿命、跃迁矩、谐振强度时才有

磷光和荧光的区分。单-三态跃迁属于磷光，单态-单态跃迁是荧光，磷光寿命要远远长于荧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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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lohr 的大作中提到: 】 
原始的磷光和荧光定义是从早期的实验现象总结的，应用范围太窄，对很多体系不适用：  
1.不能用于奇数个电子的体系，因为它们没有单重态和三重态；  
2.不能描述除单、三态之外更高自旋的电子态；  
3.不适合描述重元素体系，因为这类体系的自旋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所以，除了偶数个电子的轻元素体系以外，现在一般很少提磷光和荧光了。严格的说法是电

偶极跃迁是允许的还是禁戒的。目前的量子化学软件只能算电偶极跃迁矩，计算磁偶极跃迁

矩和电四极跃迁矩的软件还没有，只能自己编程序了。  
虽然 MOLCAS 说它能算磷光寿命，但我怀疑它指的是考虑旋轨耦合后的特例。一般有机分

子，国外的文章已经能把它的整个光谱给计算出来了，包括紫外，不过除了用 gaussian 他还

用了他自己编写的一个程序， 
 
 
3.13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有用自旋轨道耦合计算过激发态的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1 17:06:46 2002)  
交流交流 
干吗不用 TDDFT 呢，效果比 CIS 好很多 
不好意思，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是 Zork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有用自旋轨道耦合计算过激发态的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11 20:02:51 2002)  
目前还没有包含自旋轨道耦合的 TDDFT 代码。据说 ADF 以后的版本  
中，TDDFT 会加入自旋轨道耦合，目前还不行。 对于含有重元素的分子，电子态的 L，S
已经没有实际意义，需要计算 L-S 耦合后的分量 Omiga。 如果不包含自旋轨道耦合，就不

能真实反映含重元素体系电子激发态的分裂和势能曲面形状。  
 
--TDDFT 只对小于域值 1/2 的低激发态比较有效。 更高的，由于 correlation 得不正确的渐

进行为(decays too fast) 将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结果，而且 TD 是单电子激发近似，没有考虑

多电子激发的作用。 处理激发态目前较成熟的方法是考虑多极电子激发影响的  
full-CI，CISD，CISDT，CCSD，CC2，CCSDT，CC3，MR-CISD， MR-CISDT，CASSCF
等。 这些方法在 Dalton，GAMESS，MOLCAS，COLUMBUS 等软件中有。  
以上方法在 gaussian 中也包括一些，但是除了 CASSCF 以外， 不能处理激发态。 
 
 

3.14 CASSCF 计算。这个方法据说很难，还未尝试过，据看资料可知应有以下步骤：A 

进行 GUESS=ONLY 计算以获取有关轨道的信息；B 将感兴趣的轨道调入活性空间，可用

命令 GUESS=ALTER；C 进行激发态计算。这样看来 难的应该是如何确定感兴趣的轨

道？ 
  我也是 G98 新手，呵呵碰巧我也在看 CAS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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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猫画老虎的做，对于小分子还能出结果，但是 4个以上的分子有时就不灵 

出错说 Convergence failure -- run terminated.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G98W\l510.exe.  

还有下面的信息，我也不明白，请高人指教！！ 

*********** 

BOTTOM WEIGHT= 20     TOP WEIGHT= 52 

         PRIMARY BASIS FUNCTION=  1  2  3  4  1  2  3  4 

                  2                    SYMMETRY TYPE  = 3 

                       1    2    3    4 

                       1    2    3    5 

                  3                    SYMMETRY TYPE  = 1 

                       1    2    3    5 

                       1    2    3    5 

                  4                    SYMMETRY TYPE  = 2 

                       1    2    3    4 

。 

。 

。 

1763                    SYMMETRY TYPE  = 3 

                       4    6    7    8 

                       5    6    7    8 

               1764                    SYMMETRY TYPE  = 1 

                       5    6    7    8 

                       5    6    7    8 

         NO OF BASIS FUNCTIONS =      1764 NO TO BE DELETED =    0 

CI Matrix Elements calculated here 

         NO. OF CONFIGURATIONS IN REFERENCE SPACE =    1 

                                  SECONDARY SPACE = 1764 

                                  TERTIARY SPACE = 1764 

         NO. OF ORBITALS =    8 

         NO. OF ELECTRONS =    8 

         NO. OF WEIGHTS =   33 

         REFERENCE STATE CONFIGURATIONS ARE:     0 

         NO. OF CORE ORBITALS =    0 

         OPTION:  NON-DIAGONAL HOLE LINE INTERACTIONS INCLUDED 

Len28=     1828170 LenMCI=     1366658. 

ENTER MCSCF PROGRAM 

就以 mht263 的算例说吧！  

  由“NO. OF ORBITALS =    8；NO. OF ELECTRONS =    8”可知，你的活性空间为 CAS(8,8)； 

  “PRIMARY BASIS FUNCTION=  1  2  3  4  1  2  3  4”：这里的编号是指活性轨道的顺序，先排

alpha 电子，后排 beta 电子，这行意思是说，能量 低组态的电子排布为 4个 alpha 电子，4个 beta 电子。

所以可知，你做的是单重态，那么在 CAS 产生的所有组态中都须是 4 个 alpha 电子，4个 beta 电子。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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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依次排入前 4个活性轨道。 

  “2                    SYMMETRY TYPE  = 3 

                      1    2    3    4 

                      1    2    3    5” 

说明，编号为 2的组态电子排布为：4个 alpha 电子依然是前 4个活性轨道，而 3个 beta 电子依然是前 3

个活性轨道，原来在活性轨道 4上的 beta 电激发到了活性轨道 5上。而这个组态的对称性为 3，这是由两

个单占据的轨道 4和轨道 5 所属对称性的乘积得来的。由你列出的信息来看，计算所用点群应是 C2v 或 D2h

了。 

  后面的组态排布可依照上法定出。这个 CAS 总共产生了 1764 个组态，具体算法为：

(8*9*7*8*6*7*5*6)/(5*4*4*3*3*2*2*1)=1764，这个大家群论中学习了 Young 图之后就会算了。  

顺便说一句，Gaussian 手册中的错误多得很，大家看时一定要多加小心。 

ZGH：我对 CAS(N,M)的理解   

近看到好多朋友在讨论计算电子相关能的方法，下面是我的理解，仅供大家参考。  

 

A.电子相关理论的概述  

  分子中的电子相关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电子的动态相关（Dynamic Correlation），它主要

来自于自旋反平行电子的 Coulomb 相互作用；另一部分是电子的非动态相关（Non-dynamic correlation），

主要是由体系中对称性相同的简并或准简并组态的出现而造成的，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有关化学反应中旧键

的断裂和新键的形成、分子和离子的电子激发态和自由基反应等的计算中。  

  Pople 认为，一个理想的电子相关理论，应具备以下性质：  

1. 定义严格，在指定的几何构型下或在一个连续势能面的任意一点，应该具有唯一的能量值。 

2. 满足大小一致性，即当计算分离分子的结合体系时，体系的能量应具有加和性。 

3. 理论上在应用于电子体系时，应该正确，相当于 Full CI。 

4. 是高效的，可以应用大基组来完成计算。 

5. 足够精确，能够给出对 Full CI 足够好的近似。 

6. 满足变分原理，即计算所得到的结果应该是精确能量的上界。  

  除了上述 Pople 所列举的六项标准外，一个令人满意的电子相关理论和程序还应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性

质：  

7. 满足酉不变性，对分子轨道的任意酉变换应不改变体系的能量和其他性质。 

8. 通用性和灵活性，不仅适用于分子的平衡几何构型和分子的电子基态，而且对于电子激发、反应途径、

势能面和分子解离等化学上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能够给出正确或足够精确的描述。  

  目前的电子相关理论，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符合上述的所有要求，大多数方法都是在某些方面获得成功

而在另外一些标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尽管如此，不能否定一些行之有效的电子相关理论在大量的实

际应用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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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组态自洽场方法（MCSCF）是处理非动态相关的 有效的方法。当简并或准简并分子轨道出现时，单

参考态的 HF 描述将完全失败，而 MCSCF 的主要作用在于能够至少是定性地正确描述处于简并态的分子体

系，并为在此基础上的后 HF 计算提供一套优化了的分子轨道，因此在 MCSCF 中要将所有可能出现的简并

态和准简并态包含在体系的波函数中。这些组态可以是通过价键理论（VB）选择出的 优价层组态（OVC），

也可以人为地指定组态作为输入，而更一般的是通过完全活性空间自洽场方法（CASSCF）来产生 MCSCF 的

参考组态空间。还有一种 RASSCF，即限制性的 CAS，我觉得用起来更方便些，特别是对于激发态的指定。  

  分子体系的非动态相关受环境的影响较大，当体系有简并或准简并组态出现时，非动态相关在总相关

能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一般体系中能量接近的组态不会太多，因此非动态相关比较容易处理，只要 

MCSCF 中包含了那些重要的组态即可将非动态相关造成的相关能损失降到 小，而动态相关则很难精确计

算。对动态相关，波函数应被展开为一组 Slater 行列式或组态态函数（CSF）的线性组合，组合系数的大

小由对应波函数对总波函数的贡献来决定。要想完全地获得动态相关能，波函数的展开项非常大，这对实

际计算是不现实的。为了尽可能地获得完全的动态相关能，许多电子相关理论相继出现，目前能较好处理

动态相关的理论有组态相互作用（CI）及其近似方法（收缩）、偶合簇（CC）理论和微扰理论（PT）等。  

  除了以上的后 HF 理论外，还有一些能较好处理电子相关的方法，密度泛函（DFT）方法就是其中之一。  

 

B.CAS(N,M)的理解  

  其它的先不谈，我们主要谈谈 CAS！ 

  以 mht263 的算例来说，我先引用过来！（呵呵，不会说我侵权吧!）  

*********** 

BOTTOM WEIGHT= 20     TOP WEIGHT= 52 

        PRIMARY BASIS FUNCTION=  1  2  3  4  1  2  3  4 

                 2                    SYMMETRY TYPE  = 3 

                      1    2    3    4 

                      1    2    3    5 

                 3                    SYMMETRY TYPE  = 1 

                      1    2    3    5 

                      1    2    3    5 

                 4                    SYMMETRY TYPE  = 2 

                      1    2    3    4 

。 

。 

。 

1763                    SYMMETRY TYPE  = 3 

                      4    6    7    8 

                      5    6    7    8 

              1764                    SYMMETRY TYPE  = 1 

                      5    6    7    8 

                      5    6    7    8 

        NO OF BASIS FUNCTIONS =      1764 NO TO BE DELETED =    0 

CI Matrix Elements calculat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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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F CONFIGURATIONS IN REFERENCE SPACE =    1 

                                 SECONDARY SPACE = 1764 

                                 TERTIARY SPACE = 1764 

        NO. OF ORBITALS =    8 

        NO. OF ELECTRONS =    8 

        NO. OF WEIGHTS =   33 

        REFERENCE STATE CONFIGURATIONS ARE:     0 

        NO. OF CORE ORBITALS =    0 

        OPTION:  NON-DIAGONAL HOLE LINE INTERACTIONS INCLUDED 

Len28=     1828170 LenMCI=     1366658. 

ENTER MCSCF PROGRAM  

  由“NO. OF ORBITALS =    8；NO. OF ELECTRONS =    8”可知，该算例的活性空间为 CAS(8,8)； 

  “PRIMARY BASIS FUNCTION=  1  2  3  4  1  2  3  4”：这里的编号是指活性轨道的顺序，先排

alpha 电子，后排 beta 电子，这行意思是说，能量 低组态的电子排布为 4个 alpha 电子，4个 beta 电子。  

  从第二个组态开始排为两行，上行 alpha 电子，下行 beta 电子。所以可知，该算例是单重态，那么在

CAS 产生的所有组态中都须是 4个 alpha 电子，4个 beta 电子。4对电子依次排入前 4个活性轨道。 

  “2                    SYMMETRY TYPE  = 3 

                     1    2    3    4 

                     1    2    3    5” 

说明，编号为 2的组态电子排布为：4个 alpha 电子依然是前 4个活性轨道，而 3个 beta 电子依然是前 3

个活性轨道，原来在活性轨道 4上的 beta 电激发到了活性轨道 5上。而这个组态的对称性为 3，这是由两

个单占据的轨道 4和轨道 5 所属对称性的乘积得来的。由列出的信息来看，计算所用点群应是 C2v 或 D2h

了。 

   

  后面的组态排布可依照上法定出。这个 CAS 总共产生了 1764 个组态，具体算法为：

(8*9*7*8*6*7*5*6)/(5*4*4*3*3*2*2*1)=1764。  

  （从会用而不求深入的角度）简单地说，画两列并接起来的小方格，方格的总个数为活性电子数，其

中左列代表 Alphe 电子，右列代表 Beta 电子；左上角填活性轨道数，向右一格加 1，向下一格减 1；将所

有方格里的数相乘，便为分子。分母为勾长，为向下和向右的方格数加 1。但若 CAS(N,M)中的活性电子数

N大于活性轨道数 M时，根据空穴与粒子的对应关系，须按 CAS(2*M-N,M)来计算，例如对 CAS(10,8)，就

得按 CAS(6,8)来计算了。 

 

  对单重态的 CAS(8,8)，对应两列四行的 8个小方格。左上角填 8，向右一格加 1 为 9，向下一个减 1

为 7，然后将所有方格的数相乘，这样便产生了分子上的(8*9*7*8*6*7*5*6)。左上角的勾长为 5，其它类

推。然后相除，即为：(8*9*7*8*6*7*5*6)/(5*4*4*3*3*2*2*1)=1764。 

 

  特别要注意的一点，用这种方法算出的是 CAS 空间产生的包括所有对称性的轨道总数。Gaussian 里的

CAS 计算是不分组态对称性的，这样才能用 Young 图算其总数。例如 mht263 的例子，CAS(8,8)产生的组

态中对称性为 2为 3的都有，而实际上他做的是第一种对称性的态。但实际应用时，在大部分程序中，当

给体系加进了对称性限制后，被选中作为 MCSCF 的组态只是和体系有相同对称性的那些组态；特别是用 CAS

方法来产生 MRCI 的参考态空间时，只有与体系有相同对称性的那些组态才会被选中作为参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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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Gaussian 里的 CAS 计算是按 C1 来挑选组态的。在有些程序中，考虑了对称性之后，上面

的例子产生的就不是 1764 个组态了，而只是挑选其中所有对称性为 1 的轨道来做 MCSCF。这点需要大家仔

细了！  

  上面是我的一点理解，仅供大家参考！欢迎完善！  

关于如何算组态数 

*************** 

对单重态的 CAS(8,8)，对应两列四行的 8 个小方格。左上角填 8，向右一格加 1 为 9，向下一个减 1 为 7，

然后将所有方格的数相乘，这样便产生了分子上的(8*9*7*8*6*7*5*6)。左上角的勾长为 5，其它类推。然

后相除，即为：(8*9*7*8*6*7*5*6)/(5*4*4*3*3*2*2*1)=1764。 

************************************************ 

有一个葡萄说： 

比如 6 电子占 16 个空穴，就有 16！/（10！*6！）=8008 

***************************** 

我对 2 个高人说的差别比理解 

 

几重态？  

1.单重态：(17*16*16*15*15*14)/(4*3*3*2*2*1)=95200  

2.三重态：(17*16*16*15*14*13)/(5*4*2*2*1*1)=148512  

呵呵，你也可以自己拿 Gaussian 验证一下！  

BTW，这儿应该叫活性轨道，不应该叫空穴的。 
 
 
我觉得有以下规则可以遵循(但也不是绝对的)：  
一是必须包含 HOMO 和 LUMO。如 B 原子的 2p3s 轨道。如果计算 B 原子更高的电子态， 还   
要包含 3p4s 等等。  
二是分子或原子的轨道能量接近。比如对 B 原子的计算，可以选择 2s2p3s3p 作为活性轨道。

对 Ga 的计算，除了 4s4p 以外，有时候还要加上 10 个 3d 电子。这样得到的结果更好。  
三是对要计算的电子态的贡献。比如对(1pi)4 (1sg)2 (2sg)2 (2pi)4 (3pi)0 组态计算 delta 对称

性的电子态，因为只有 pi ——> pi 激发对生成 delta 对称性的电子态有贡献，所以活性空间

要包含 1pi, 2pi, 3pi，即使是 1pi 和 2pi 之间 的能量相差比较大。而 1sg，2sg 对产生 delta 对

称性无贡献，可以不考虑，虽然它们的能量比 1pi 还高。  
四是要考虑计算量。比如 6 个电子占据 16 个空穴，就是 16!/(10!*6!)=8008 个组态。 8 个电

子占据 22 个空穴，是 22!/(8!*14!)约 32 万组态。如果有几百万个组态，用 Pc 机很难完成（除

非是原子结构的计算）。这种情况一般都改用 MRCI，MRCC， MCPT 等方法来做。   
 
势能面是研究化学反应历程的基础。对一个势能面来说，我们比较关心其关键点。势能面上

的关键点是指势能的极值点，包括反应物 (R)、产物 (P)、中间体 (I) 与过渡态(TS) 或鞍点

（saddle point）等。连接反应物、过渡态和产物的反应途径，是一条能量 低的路径（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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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path），称为反应坐标（reaction coordinate）。各关键点是通过反应坐标联结起来的，

过渡态是其上面的一级鞍点。  
不同类型的反应坐标  
我们常说的反应坐标、 小能量路径等用语，严格地说，是有一定区别的。  

（1） 速下降路径：也称 小陡降路径。从过渡态出发，体系会沿着 陡的斜坡向反应物

深谷和产物深谷移动，移动路径与等能量面正交，方向与势能梯度相反。这条路径的任何地

方，其垂直方向有一极小点，就是垂直切割 速下降路径的交点。  
（2）内禀反应坐标：内禀反应坐标就是连接反应物、过渡态和产物的 速下降路径。  
（3） 小能量路径（MEP）：通常选定一个反应坐标，使能量相对于其它坐标为 小。这

样的反应路径，常常会引起弯曲甚至不连续，特别地与 速下降路径偏离甚远，而后者是真

正的 小能量路径。举例来说，Relaxed Scan 的结果就是一条 MEP。  
（4）经典轨迹：上述路径在势能面上对应着一组原子无限缓慢地移动（零动量），而轨迹是

通过在包括核 初动量的合适初始条件下求解反应物的运动方程得到的。动力学效应，例如

离心力，将使分子沿着不同于 速下降的路径移动。随着分子象台球一样从势能山脊上弹起

又滑下山坡，轨迹可能十分繁长。 
 
 
 
 
关于 CASSCF 的问题，在中文版 P52，原版 P230，  

我想知道，用 CAS（6，5），就是活性空间将要由 4 个 高占据轨道和一个 低空轨道组成，但是为什么

要四个 A"和一个 A'轨道？？ 还有我算的结果和书上的不一样 
chk=acro_cas 

#T CAS(6,5,UNO)/STO-3G Test Geom=Check Guess=(Read,Alter)  

CAS 6,5 using triplet UNO orbitals  

0 3  

! Bring A" into the active space 

6 13  

--Link1-- 

%Chk=acro_cas 

#T CAS(6,5)/6-31G(d) Test Geom=Check Guess=Read  

CAS 6,5 in extended basis set  

0 3  

--Link1-- 

%Chk=acro_cas 

#T CAS(6,5,NRoot=2)/6-31G(d) Test Geom=Check Guess=Read  

Singlet n-pi state (should have similar orbitals)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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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1-- 

%Chk=acro_cas 

%NoSave 

#T CAS(6,5)/6-31G(d) Test Geom=Check Guess=Read  

Ground state starting from excited state orbitals  

0 1  

请看看我的 OUT 文件里面的 EIGENvalueS 都是 0 

这个例子我以前看到过,我觉得书上的例子明显是有问题的,按照它的输入文件,得到的结果和它给出的是

不一样的.它所以要选四个 A"和一个 A'是因为 A"对应于四个 PI 轨道,而 A'对应于 O的孤对电子. 

"对应于四个 PI 轨道,而 A'对应于 O的孤对电子  

我真的想知道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判断什么样的 MO 对应什么样的电子？  

                        11        12        13        14        15 

                       (A')--O   (A')--O   (A')--O   (A")--O   (A")--O 

    EIGENvalueS --     1.99828   1.99772   1.99392   1.77440   1.00000 

  1 1   H  1S          0.12136   0.33058   0.02316   0.00000   0.00000 

  2 2   C  1S          0.00916  -0.12863  -0.15399   0.00000   0.00000 

  3        2S         -0.02034   0.41927   0.49261   0.00000   0.00000 

  4        2PX        -0.03582   0.34985  -0.28648   0.00000   0.00000 

  5        2PY        -0.26928   0.14049  -0.13312   0.00000   0.00000 

  6        2PZ         0.00000   0.00000   0.00000   0.39252   0.79857 

  7 3   C  1S          0.06269   0.08539  -0.12332   0.00000   0.00000 

  8        2S         -0.16431  -0.29676   0.38970   0.00000   0.00000 

  9        2PX         0.09209  -0.08484   0.33575   0.00000   0.00000 

 10        2PY         0.32033  -0.03108   0.14896   0.00000   0.00000 

 11        2PZ         0.00000   0.00000   0.00000   0.66757  -0.07031 

 12 4   H  1S         -0.27221   0.29698   0.02541   0.00000   0.00000 

 13 5   C  1S          0.11463   0.02666   0.00216   0.00000   0.00000 

 14        2S         -0.43249  -0.08104  -0.01958   0.00000   0.00000 

 15        2PX        -0.14333  -0.04978   0.01227   0.00000   0.00000 

 16        2PY        -0.27823  -0.03590  -0.03488   0.00000   0.00000 

 17        2PZ         0.00000   0.00000   0.00000   0.38756  -0.57470 

 18 6   H  1S          0.06845  -0.04831  -0.03050   0.00000   0.00000 

 19 7   O  1S         -0.09556  -0.01359   0.00517   0.00000   0.00000 

 20        2S          0.41502   0.05583  -0.01747   0.00000   0.00000 

 21        2PX         0.00076  -0.00700   0.04637   0.00000   0.00000 

 22        2PY        -0.05730   0.00825  -0.01280   0.00000   0.00000 

23        2PZ         0.00000   0.00000   0.00000  -0.34440   0.37103 

 24 8   H  1S         -0.10260  -0.02747  -0.01156   0.0000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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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 14号和 15号轨道,Pz轨道关于平面对称,所以由它组成的分子轨道的对称性就是 A",至于氧的 A'轨道

主要是氧的 P 轨道成分占主要地位. 

根据我的理解  

O 的孤对电子轨道是 A'对称性，这时你看它的轨道分布的话，主要是 pz 的比较多而且这个轨道的 C，H的

系数应该比较小，或为零 

JDZ 关于 CASSCF 计算的建议 
：CASSCF 计算 helpme: dxl@mail.ustc.edu.cn <dxl@mail.ustc.edu.cn> 
 1.CASSCF 计算，第一步是选择所谓的活性空间。是不是包涵得多一点保险一点？ 
2.算出一个结果了，如何判断它算得是不是有意义？ 
3.两个计算，一个是算 2 重态，一个是算 4 重态，想比较一下它们哪个能量低，是不是在 
计算时需要设置一样的活性电子数和活性空间？ 
4.为什么我算一个只需要 10 分钟？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大家算的时候，一般多长时间啊？ 
  
很多人是算不起:) 
我想有经验体会的也就不多(including me). 
如果你有下面本书的话,自己看看,讲的还是很详细的(包括怎么计算,怎么看结果) 
 
《Exploring Chemistry with Electronic Structure Methods》 
page 228-236  
  
我有的好像是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上面有说这个，但是我还是没有看懂啊。 
我算一个需要的时间很短啊，你能不能给一个算起来很慢的例子给我，我来看看。 
你算的是什么体系？大点的体系就较难算了。Jdz: zjcao@163.com zjcao@163.com 
我算 AuO2，能不给点意见 
 
这是逼我“上轿”：） 我就知道下面的做法，没有怎么算过。 
＝＝＝＝＝＝＝＝＝＝＝＝＝＝＝＝＝＝＝＝＝＝＝＝＝＝＝ 
1, casscf 主要是用来研究激发态。如研究激发能，光谱性质，以及金属（能隙小，可不可以

称为多组态的体系，用单组态的方法不适合）； 
2, 具体做时，应该是先调电子态，把作用的轨道至于活性空间，也就是先得到合适的激发

态。以此为初始猜测再用 casscf 计算。因为对于基态，作用的轨道并不就在 HOMO、LUMO；

而活性空间取太大，又很难计算。不包含主要作用的活性空间研究没有意义。“Note that 
starting a CASSCF computation from the default initial guess is almost never successful.”   
 
如何确定“作用的轨道”，哪些轨道需要考虑呢？ 
这个要计算后，由结果中看分子轨道组成。 
 
说详细一点吧。我对这个一窍不通的。 
该选择什么样的轨道？ 
这里引用 pupa 的 
＝＝＝＝＝＝＝ 
这取决于你所感兴趣的体系！！！通常是将你所要考查的化学键相关的电子数、成键轨道和反

键轨道等包括在内就可以了。以 1,3-丁二烯和乙烯的[4+2]反应的过渡态为例，由于反应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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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两个分子的 HOMO 和 LUMO 等至少四个前线轨道，同时涉及至少 4 个前线轨道电子，

因此，要合理描述其过渡态的 CASSCF 活化空间至少要包含四个轨道（两个占据，两个未

占）和两对电子。建议你 好找一两篇相关文献看看，应该容易从中获得比较好的经验。 
比如我算 AuO2 体系的激发态，是不是要选择 11 个 Au 电子，每个 O 原子选 6 个电子呢？ 
这样一来电子数也太多了吧？   
不是把所有的价电子都考虑进去，应该是把 Au-O 成键反键涉及的轨道和电子考虑进去。调

到合适的态，这些轨道和电子在 nHOMO/nLumo，也许是（4,4）就可以了。   
 
下面引用由 helpme 在 2003/07/26 02:00pm 发表的内容：  
比如我算 AuO2 体系的激发态，是不是要选择 11 个 Au 电子，每个 O 原子选 6 个电子呢？  
这样一来电子数也太多了吧？  
  
 这一分子的基态构型无外乎两种可能对称性：C2v 和 Cs. 基态分子中Ｏ2 应为一价阴离

子．如此而来，分子中 Au 和 O2 之间的相互作用轨道自然包含 Au 的 s 和 p 以及 O2 中原

属于 2pi*的轨道以及其较高能量 sigma 轨道．通常将这些轨道作为活性轨道就能够得到对其

基态和低位激发态的合理描述．但对于高能量激发态，其中 Au 的内层 d 轨道可能提供电子，

则要将部分 d 轨道考虑进来．  
 
所以，要合理利用量子化学软件来研究一个化学体系时，不只是懂得构造程序的输入文件这

么简单，首先，你必须对你所用程序的工作原理和理论基础有清楚的认识， 同时你还要对

所考查的体系进行深入的背景了解和分析，才可能通过量化计算得到合理的结果．   
谢谢！我没有算过 CASSCF，我想您能不能给个粗略的判断，算这样一个 CASSCF 需要多

大的计算量？我用(5,4)计算，很快很快（几分钟），是不是轨道没有找对，就会这么快呢？   
 
So only one empty orbital (probably corresponding to the empty 6s orbital of Au) has been 
included into the CAS. That's why the job can be done within few minutes. Try (5,7) and be sure 
to include those MOs that correspond to the empty 6p orbitals of Au. This job would be quite 
time-consuming!  
  
Pupa: xinlu69@hotmail.com xinlu69@hotmail.com 
6p 轨道是不是要把 6px,6py,6pz 的都包括进来？这样虚轨道好像又太多了。  
还有，我要计算 2 重态和 4 重态各自的激发态，怎样选择电子和轨道，才能使这两个计算  
的结果可以直接相比较？  
  
对于激发态还没有任何研究，但是想问一个问题（无论是激发态还是基态），一个体系的自

旋我重度应该如何来确定？比如要研究 Fe^3+离子的配合物，配体都是闭壳层结构，在强场

或弱场条件下，自旋多重度应如何确定？ 
自旋多重度应该按照能量来吧，哪个能量低就取哪个。 
其实大家现在倾向于用 CASSCF 来做激发态，和实验值相差的怎么样啊？  
 
我知道 CASSCF 是在 SCF 基础上增加了完全电子相关计算，改进了原来 SCF 对基态的倾向。  
 
但是听说还有一种 CASPT2 更牛，可以还增加了动态相关能。不知道哪位大虾做过！请赐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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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CF 简介 
CAS 空间  
大家好，有谁了解有关 CAS 空间的一些东西吗？如何定义呢？对于有二十多个原子或者更

多个原子的分子如何定义他们的 CAS 空间呢？国内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吗？ 
casscf 在 g98 手册可以查到：作完全活性空间要用 CASSCF 关键字 
用下面的关键字指定 CASSCF 计算的电子数(N)和活性空间的分子轨道数(M)： 
CASSCF(N,M) 
不过这种方法是一种耗时耗机的方法，很多情况下若你的机子不行，那是算不动的。 
一般来说作这种计算首先要先做预计算，得出体系的 HOMO 和 LUMO 和 高占据的电子，

然后再作 CASSCF，或者更有效一点的是先做激发态的计算，知道体系在激发态的时候电子

将占据在哪几个虚轨道上，然后再定义 casscf 方法的轨道和基组。不过你的体系这么大，算

casscf 估计够呛。 
我将 G98 的 CASSCF 的说明附于后： 
 
 
CASSCF 
说明 
这个关键字指示进行完全活性空间多重组态 SCF(MC-SCF)[94, 95, 116, 117, 155, 282]计算。

MC-SCF 计算是结合 SCF 与包含一部分分子轨道的完全组态作用(full CI)的计算；这一部分

分子轨道也就是活性空间。必须用下面的关键字指定 CASSCF 计算的电子数(N)和活性空间

的分子轨道数(M)：CASSCF(N,M)。注意，其它选项可以任意次序放在 N 和 M 之间或前后。 
默认时，定义的活性空间假设电子来自初始猜测列式中的 高占据轨道，而其余的活性空间

轨道来自初始猜测的 低虚轨道。因此，一个闭壳层系统的 4 电子，6 轨道 CAS 计算——

定义为 CASSCF(4,6)——其活性空间的构成应当为： 
*由初始猜测轨轨道提供足以容纳 4 个电子的轨道。即包含两个 高的分子占据轨道。 
*足够的虚轨道使活性空间具有六个分子轨道。由于有两个占据轨道，因此活性空间需要有

四个虚轨道。 
同理，三重态分子的 4 电子 6 轨道 CAS 的计算将包含三个能量 高的占据轨道（在初始猜

测行列式中，一个双占据轨道，两个单占据轨道）和三个能量 低的虚轨道。在 Gaussian 98
中，算法的改进使活性空间可以包含直到 12 个轨道[97, 98]。超过八个轨道时，CASSCF 程

序对矩阵元素自动使用新的直接算法。 
通常，使用 Guess=Alter 以确定使用的分子轨道包含感兴趣的电子，并且这些电子之间有正

确的相关作用。可以先运行 Guess=Only 计算迅速决定分子轨道的对称性（见下面第一个例

子）。另一种方法先进行完全 Hartree-Fock 单点计算，接下来使用(Guess=Read,Alter)读入并

改善 checkpoint 文件中计算的初始猜测分子轨道。要使轨道系数信息包含在输出文件中，需

要预先在工作的执行路径中包含 Pop=Regular（如果要检查除这几个 低虚轨道以外更多的

资料，使用 Pop=Full）。也可以用绘图软件观察分子轨道。 
CASSCF 默认使用直接算法，以避免使用硬盘储存积分。使用传统算法可在执行路径部分使

用 SCF=Conven 指定。 
CASSCF 的同义字是 CAS。 
在执行路径部分使用#P 可以在 CASSCF 输出中除了包含能量和单电子密度矩阵以外，还包

含本征值和本征矢。 
CASSCF 方法的概述在《Exploring Chemistry with Electronic Structure Methods》[210]的第 9
章（练习 5 和 6）和附录 A 中给出。选择活性空间的详细讨论见参考文献[117]。CAS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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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效率方面的讨论见使用手册第 4 章。 
注意：CASSCF 是一种强大而又复杂的方法，需要很多技巧。在进行 CASSCF 计算（特别

是对 CASSCF MP2）之前，强烈推荐研究一下引用的参考文献。应用示例的讨论见参考文

献[283-289]。 
变化 
*CASSCF 计算中,如果在计算执行路径中同时指定 MP2 和 CASSCF 关键字，可以计算对

CASSSCF 能量的 MP2 级别电子相关修正[96]。 
*进行分子体系的激发态计算可以使用 NRoot 选项。注意 NRoot=1 表示基态，而非第一个激

发态（和 CIS 的规定不同）。 
*使用选项 StateAverage 和 NRoot 进行指定电子态的态平均 CASSCF 计算。 
*在 CASSCF 任务的计算路径内包括选项 Opt=Conical，可计算分子状态的圆锥交叉点和避

免交叉（见例子）[139-141]。 
*在 CASSCF 计算的计算执行路径内包含 Spin 选项，可用来计算两自旋态间的近似自旋-轨
道耦合作用[191-195]。Gaussian 98 中使用的方法基于参考文献[195]。适用于从 H 到 Cl 的元

素。 
为了计算自旋-轨道耦合，积分使用包含相对论项的单电子近似进行计算，然后使用有效电

荷，即对每个原子的 Z 值的换算到实验上的双电子影响。注意这个计算默认是态平均计算，

使用 NRoot 选项指定的态（默认为基态）以及它的上一个态。 
 
 
然后再定义 casscf 方法的轨道和基组"  
是不是知道了激发态电子占据的虚轨道，就能定义 CASSCF 的轨道数 M 了？  
或句话说就是，活性空间轨道数 M 怎么计算啊？  
还有电子数(N)是不是一定要包括所有的电子？  
  
 
还有如果我用 CASSCF（8，8）来算 H2 
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还是结果就不能用）  
这个方法比较难掌握,建议先积累一定的经验再学习比较好. 
如何计算 S1 态的结构  
比如，我想计算一下丙酮的 S1 态，在输入的时候应该怎样输入呀！ 
# cas(8,7) nroot=2 
 
怎么不行呢？ 
 
应该是一重态 S 吧？一应该写在 S 的左上角。而且这种写法是对于闭壳层的原子而言，基

态一般是一重态 S。但是丙酮是有 C2V 对称性的，基态的符号不应是这样。不知道你是否

要计算基态？ 但是你为什么要用 CASSCF 方法呢？ 
说来惭愧，CASSCF 是一个功能很强大的方法，到现在我也还未入门。关于第一激发态活性

空间的选取可以参考《Exporling...》那本书，上面有例子算第一激发态的能量。 
我刚接触激发态，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先算丙酮的基态，然后不改变多重度的同时调分子轨道，将 HOMO 和 LUMO 对调，这样做

是不是更简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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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混沌兄指教   
 
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种激发态的计算不是像金属配合物那样简单的对换轨道，而且还有一

个方法的问题。在光化学问题中，往往是要计算平衡位置的垂直激发能，如用 CIS，TD，

而并作激发态优化。 
甭指教了，交流吧，我 CASSCF 也用得不好，想在这里得到牛人的指点呢～～  
CASSCF 中 alter，和其他（象 HF）方法中的 alter 意义不一样，CASSCF 中 alter 是为了把

合理的轨道选入活化空间中。也就是说不改变 nroot 值，算出来的还是基态。   
bnulk@hotmail.com bnulk@hotmail.com 
丙酮的激发态被研究的比较多了，我翻到一篇文章，供参考 
Danliu, Wei-Hai Fang,Xiao-Yuan Fu, An ab initio study on photodissociation of acetone, 
Chem.Phys.Lett. 2000,325, 86-92 
我就是照着这篇文章作的，可是做 S1 态的时候总是说我选择的轨道有问题， 
我刚刚接触激发态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正常; 把合理的轨道选入活化空间即可.   

 

一起做个 CASSCF 计算实例   
大家帮我算一个实例，也为后来人提供一个经验。 
计算体系：AuO2- 失电子到 AuO2, 计算 VDE, 和 AuO2 的激发能。 
计算步骤：1.优化 AuO2-的结构。 
         2.用 AuO2-的结构参数，计算 AuO2 的能量，得到 VDE. 
         3.计算 AuO2 的激发态。 
下面开始做第一步。 
实验和理论都可以证明，AuO2- 是直线型的 Dh 分子。基态的自旋多重度是 3. 
按照参考书上说的，先做自然轨道分析。 
两个问题： 
1.用 pop=NOAB 还是 pop=NO ? 
2.要不要加 stable=opt ? 
假定 AuO2-必须是 Dnh 线型，且为三重态，你可先做一个单点计算，分析其波函数，看是

否合理，如果合理，再优化其结构，NBO 分析对你所要考查的问题（电离能）没有什么帮

助，不做也罢。至于 stable 分析（这一功能在确定体系是否存在单重态双自由基基态波函数

时 为常用）也没必要，你可基于第一步的分析，构造几个可能的低能态的波函数，然后分

别优化其构型。   
 
谢谢了！ 虽然书上说要做 NBO，但是我听您的。  
可是，怎么“分析其波函数，看是否合理”？我是初学，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  
“构造几个可能的低能态的波函数，然后分别优化其构型。 ”那么应该取哪一个作为  
正确结果呢？  
 
理解波函数是正确进行 ab initio 计算的根本保证，从概念上讲 MO 理论中的分子轨道就是原

子轨道的线性组合，对分子轨道贡献大的原子轨道其相应的组合系数就越大，基于此，就可

以推断每一ＭＯ的特性．按照这种思路，对 AuO2-这种小分子进行轨道分析并不难．只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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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轨道进行了合理理解后，才能判断你所计算的体系的物理图象是否符合要求，相应的能

量学的可靠性才有保证．如果此时你所看到的波函数物理图象不合理或与实验体系不一致，

就应该调整波函数直至获得正确的波函数．此外，如果要做激发态的计算，对分子波函数的

理解要求就更加严格．我已在前面的相关贴子中不只一次地强调，从头计算时，千万不要过

分依赖程序来给你正确结果，而要自己＂控制＂程序来给你正确结果,要记住，任何脱离物

理内涵的计算结果都是毫无意义的． 目前，论坛上大部分贴子所提问题（如自由基的计算、

布局分析等）均在于提问者对量子化学基本原理缺乏认识和理解．希望大家能够在计算过程

中不断加深自己对量子化学基本原理的理解。  
还以 AuO2-， 即(O-Au-O)-， 为例来说明其前线轨道占据情况， 首先，这一体系可看作

是由一个 Au+ (5d106s0) 和两个 O- (2p5)组成，依对称性必然分为三类轨道，sigma(键轴轨

道，主要包括 Au 的 5dz 和 6s 以及 O 的 2s 和 2pz)、pi（包括 Au 的 dxz 和 dyz 以及 O 的 2px
和 2py）还有 delta（Au 的 dx2-y2 和 dxy,不参与分子内的化学键)。进一步，仅以 sigma 轨道

为例，可如下理解，Au+的 5dz 满占，且不一定参与成键(实际上可能 Au+的 5dz 会与 6s 杂
化), 那么 Au+仅提供一空的 6s 用于成键，如果此时 O-的 pz 轨道均为满占，则与 Au+的 6s
组合成三个 sigma 型的ＭＯ，分别为成键、非键和反键，其中前两个ＭＯ为满占据。类似地

可考虑 pi 键体系，分别有两组兼并的轨道分别在 xz 和 yz 平面上，在 xz 面内，Au+的 dxz
和两个 O-的 px 组合也得到三个 pi 轨道，分别为成键、非键和反键，在 yz 面内类似，由于

两个 O-在每一面的 pi 轨道内共提供 3 个电子，所以，对 pi 类型 MO 而言，每一面的 pi 电
子数为５个分别占据三个 MO,必然会有一个电子填充反键轨道，所以 AuO2- (Dnh 点群)可以

存在一个 3SGg 的电子态。如果电离一个电子， 大的可能性是将一个 pi 反键内的电子电

离掉，这就必然会降低体系的对称性。相应的 AuO2 的激发态（如果仍取 O-Au-O 构型）可

以类似的方式来理解，例如可以将 sigma 非键的一个电子移到其空的 pi 反键轨道上，这样

如果考虑自旋可地到一个四重态和一个二重态；此外，对 AuO2 其它构型如 Au-O-O 型，可

看成是 Au+加上 O2-的成键，也可以很容易看出其分子轨道的组成。 
您的这一段话我一定好好捉摸。 
这里看样子要分析 fermi 面附近每个分子轨道的组成了。 
可是您说不要做 NBO， 那怎么看分子的组成呢？ 
是用 pop=full,还是用 pop=NO ？ 
pop=full is OK. If you want to visualize the MOs with the use of MOLDEN, you'd better include 
"gfinput" in the switch line as well.  
 
BTW, what's the experimental value of the ionization potential of AuO2-?   
正如您所说，  The electronic state is 3-SGG. 
分析 MO 的组成，觉得可以做这样的计算： 
CASSCF(4,8) 
交换 alfa :17<->19 
交换 beta :15<->17. 
 
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不是有道理，或者错了，应该怎么做？我对这个还是很糊涂。 
上面的计算没有收敛。 
换了 CASSCF(4,5)，也没有收敛。CASSCF(4,5)，交换 alfa :17<->19 
收敛了，可是太快了，2 分钟就算完了。是不是有问题？ 
Final one electron symbolic density matrix: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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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198698D+01 
  2  0.000000D+00  0.997560D+00 
  3  0.000000D+00  0.000000D+00  0.100000D+01 
  4  0.000000D+00 -0.445376D-05  0.000000D+00  0.248899D-02 
  5  0.147193D-05  0.000000D+00  0.000000D+00  0.000000D+00  0.129724D-01 
MCSCF converged.  
Changing the ordering of the 17th and 19th MOs has no effect on the final result, because both 
orbitals are occupied and included in the active space. Attached pls find an old paper on the 
CASSCF study of NiCO and FeCO for your interest.  
  
太谢谢了。  
17th 和 19th 轨道调换，我试了一下，对结果有影响啊。 估计是我算的不对，会有影响，  
等我把文章看完了，再请教吧。（那篇文章就是你们做的吧？）  
 
我正在做您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Chemistry, Vol72, 221-231的那篇文章中的例

子。我做的是 FeCO。 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基组？文章中说的，我不会用，我现在用的是

6-311+G。 我得到的轨道是：  
 
16  3dπ         2  
17  3dπ         2    
18  σ (CO)      2  
19  4s           2  
20  3dδ         1  
21  3dδ         1  
29  3dσ         0  
30  3dσ         0  
 
CASSCF(4,4)计算，我觉得应该是 alter 29 22.可是这样计算的结果不对，没有实现从 4s 轨
道到 3dσ上的电子转移。请指教！  
 
  另外，在计算 ROHF 的时候，开始计算的结果，和上面的不一样。 
我试着交换了一下 17,21 轨道，才得到上面的结果的（能量上也是交换以后更低）。 
我想请教一下，这样的轨道交换有什么根据吗？如何确定交换以后得到的就是正确的结果了

呢？ 
  
[这个贴子 后由 pupa 在 2003/08/22 04:05p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 helpme 在 2003/08/21 04:40pm 发表的内容：  
我正在做您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Chemistry, Vol72, 221-231的那篇文章中的例

子。我做的是 FeCO。  
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基组？文章中说的，我不会用，我现在用的是 6-311+G。  
我得到的轨道是：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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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rbital analysis given above is basically acceptable!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on the right 
way to do real ab initio calculations. But I am afraid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attributaion of the virtual MOs, especially the one corresponding to the Fe 3d sigma orbital. The 
low-lying virtual orbitals in FeCO appear to be those attributed to Fe 3d simga and CO 2pi orbitals. 
As the LUMO in FeCO is the 22th MO,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Fe3dsimga-like MO adopts the 
29th MO. That's why the CASSCF result is wrong when the 29th MO is included.  
Please check carefully the attribution of the low-lying virtual MOs.   
 
 谢谢您给我的鼓励。下面是计算得到的轨道。我把系数大于 0.1 的列了出来。 
Orbital    1   (SG)--O-261.40276 
   Fe  1S            0.472 
   Fe  2S            0.409 
   Fe  3S            0.212 
Orbital    2   (SG)--O -31.94572 
   Fe  1S           -0.160 
   Fe  2S           -0.241 
   Fe  3S           -0.106 
   Fe  4S            0.501 
   Fe  5S            0.616 
Orbital    3   (SG)--O -27.44895 
   Fe  0PZ           0.716 
   Fe  1PZ           0.327 
Orbital    4   (PI)--O -27.43640 
   Fe  0PX           0.716 
   Fe  1PX           0.327 
Orbital    5   (PI)--O -27.43640 
   Fe  0PY           0.716 
   Fe  1PY           0.327 
Orbital    6   (SG)--O -20.68852 
   O   1S            0.551 
   O   2S            0.472 
Orbital    7   (SG)--O -11.39498 
   C   1S            0.563 
   C   2S            0.467 
Orbital    8   (SG)--O  -4.15783 
   Fe  4S           -0.295 
   Fe  5S           -0.504 
   Fe  6S            0.680 
   Fe  7S            0.588 
Orbital    9   (SG)--O  -2.75229 
   Fe  0PZ          -0.286 
   Fe  1PZ          -0.122 
   Fe  2PZ           0.337 
   Fe  3PZ           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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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  4PZ           0.264 
Orbital   10   (PI)--O  -2.71064 
   Fe  0PX          -0.286 
   Fe  1PX          -0.121 
   Fe  2PX           0.337 
   Fe  3PX           0.564 
   Fe  4PX           0.264 
Orbital   11   (PI)--O  -2.71064 
   Fe  0PY          -0.286 
   Fe  1PY          -0.121 
   Fe  2PY           0.337 
   Fe  3PY           0.564 
   Fe  4PY           0.264 
Orbital   12   (SG)--O  -1.57057 
   C   2PZ          -0.110 
   C   3S            0.268 
   C   3PZ          -0.120 
   O   1S           -0.107 
   O   2S           -0.180 
   O   3S            0.518 
   O   3PZ           0.151 
   O   4S            0.365 
Orbital   13   (SG)--O  -0.80300 
   C   2S            0.121 
   C   3S           -0.377 
   C   4S           -0.211 
   O   2S           -0.103 
   O   2PZ          -0.224 
   O   3S            0.307 
   O   3PZ          -0.339 
   O   4S            0.428 
   O   4PZ          -0.164 
Orbital   14   (PI)--O  -0.65125 
   C   2PX           0.129 
   C   3PX           0.221 
   O   2PX           0.249 
   O   3PX           0.398 
   O   4PX           0.349 
Orbital   15   (PI)--O  -0.65125 
   C   2PY           0.129 
   C   3PY           0.221 
   O   2PY           0.249 
   O   3PY           0.398 
   O   4PY           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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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ital   16   (PI)--O  -0.58249 
   Fe  5D+1          0.451 
   Fe  6D+1          0.465 
   Fe  7D+1          0.332 
Orbital   17   (PI)--O  -0.58249 
   Fe  5D-1          0.451 
   Fe  6D-1          0.465 
   Fe  7D-1          0.332 
Orbital   18   (SG)--O  -0.55959 
   C   2S           -0.126 
   C   2PZ           0.209 
   C   3S            0.341 
   C   3PZ           0.285 
   C   4S            0.655 
   O   2PZ          -0.121 
   O   3PZ          -0.201 
   O   4PZ          -0.133 
Orbital   19   (SG)--O  -0.25784 
   Fe  5S            0.120 
   Fe  6S           -0.202 
   Fe  7S           -0.306 
   Fe  8S            0.619 
   Fe  9S            0.515 
Orbital   20  (DLTA)--  -0.12544 
   Fe  5D+2          0.458 
   Fe  6D+2          0.473 
   Fe  7D+2          0.319 
Orbital   21  (DLTA)--  -0.12544 
   Fe  5D-2          0.458 
   Fe  6D-2          0.473 
   Fe  7D-2          0.319 
Orbital   22   (SG)--V   0.03285 
   Fe  9S           -1.183 
   Fe  8S            1.630 
   Fe  0PZ           0.127 
   C   5PZ          -0.195 
   O   5S           -0.174 
Orbital   23   (PI)--V   0.04256 
   Fe  9PX           0.127 
   Fe  0PX           0.897 
   C   5PX           0.158 
Orbital   24   (PI)--V   0.04256 
   Fe  9PY           0.127 
   Fe  0PY           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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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5PY           0.158 
Orbital   25   (SG)--V   0.04280 
   Fe  9S            0.165 
   Fe  8S           -0.224 
   Fe  9PZ           0.130 
   Fe  0PZ           0.830 
   C   4PZ           0.115 
   C   5S           -0.380 
   O   5S            0.326 
   O   5PZ           0.121 
Orbital   26   (PI)--V   0.08104 
   Fe  0PX          -0.144 
   C   3PX           0.174 
   C   4PX           0.183 
   C   5PX           1.097 
   O   2PX          -0.103 
   O   3PX          -0.176 
   O   4PX          -0.165 
   O   5PX          -0.449 
Orbital   27   (PI)--V   0.08104 
   Fe  0PY          -0.144 
   C   3PY           0.174 
   C   4PY           0.183 
   C   5PY           1.097 
   O   2PY          -0.103 
   O   3PY          -0.176 
   O   4PY          -0.165 
   O   5PY          -0.449 
Orbital   28   (SG)--V   0.08642 
   Fe  9S           -0.220 
   Fe  8S            0.305 
   C   3S            0.119 
   C   4S           -0.612 
   C   4PZ           0.485 
   C   5S           -2.672 
   C   5PZ           1.068 
   O   3S            0.104 
   O   5S            2.775 
   O   5PZ           0.554 
Orbital   29   (SG)--V   0.12686 
   Fe  8S           -0.169 
   Fe  9S            0.292 
   Fe  5D 0          0.204 
   Fe  6D 0          0.228 



 420

   Fe  7D 0          0.207 
   Fe  8S           -0.354 
   Fe  0PZ           0.320 
   Fe  1D 0          0.338 
   C   4S           -0.169 
   C   4PZ          -0.287 
   C   5S            0.493 
   C   5PZ           0.948 
   O   5PZ          -0.236 
Orbital   30   (SG)--V   0.15136 
   Fe  8S           -0.193 
   Fe  9S            0.331 
   Fe  5D 0         -0.244 
   Fe  6D 0         -0.268 
   Fe  7D 0         -0.263 
   Fe  8S           -0.379 
   Fe  9PZ           0.138 
   Fe  0PZ           0.250 
   Fe  1D 0         -0.286 
   C   4S           -0.281 
   C   4PZ          -0.250 
   C   5S            0.510 
   C   5PZ           0.902 
   O   5PZ          -0.109 
  
 
我前面一个帖子问过这样的问题：“另外，在计算 ROHF 的时候，开始计算的结果，和上面

的不一样。我试着交换了一下 17,21 轨道，才得到上面的结果的（能量上也是交换以后更低）。

我想请教一下，这样的轨道交换有什么根据吗？如何确定交换以后得到的就是正确的结果了

呢？” 
我觉得我得到上面的轨道分析是偶然的，而且我不敢确定这个就是对的。   
 
你前面给出了两次不同的 ROHF 计算,这些计算结果均属合理，第一计算得到的 FeCO 中 Fe
的导出电子态为 3dσ03dπ33dδ34s2, 第二次计算得到的 FeCO 中 Fe 的导出电子态为 3dσ
03dπ43dδ24s2. 文献上推荐的是第二种电子态．所以，这次练习实际上告诉你这样两个道

理：  
１）对于含过渡金属原子的分子体系，简单地由程序生成的电子态可能往往不是你所需要的

电子态，此时，你必须通过仔细的轨道分析，来判断其内在物理图像，并通过重新构造物理

图像符和要求的初始波函数来获得你所要的电子态．  
２）要做到上述步骤，不仅要求你对ＭＯ理论中的波函数概念要清楚，还要求你对所要考察

的物理或化学体系事先就要有所理解，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你就无法判断计算结果的合理性．  
 
事实上，我已经在前面相关的贴子里反复强调过上述两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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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CAS(4,4)计算，为了使活性空间包括：(3dσ，4s)2 (3dδ)2 ，该如何交换轨道呢？ 
我觉得是交换： 
29 22 
30 25 
可是计算结果没有实现从 4s 轨道到 3dσ上的电子转移。我应该重新计算 ROHF，还是改变

CASSCF 的 alter 的轨道？ 
另外，您的文章中，指出 CASSCF(4,4)的计算结果是：(3dσ)(1)，(4s)(1), (3dδ)(4) , 那是哪

里的电子转移到了 (3dδ)上了？ 
 
谢谢！  
  
你的 ROHF 计算中虚轨道的组成有些不合理，这可能是由于使用了 6-311G**基组来描述 Fe
的缘故，我们使用的是优化后的基组（可在 PNNL 的基组网站上找到），对虚轨道的描述较

好，所以无需进一步交换虚轨道就可以进行 CAS(4,4)计算．我建议你在不改变基组的情况

下基于上述 ROHF 波函数直接进行 CAS(4,4)计算． 此外，由于 25 号轨道不可能被包含在

CAS(4,4)计算的活性空间中，所以交换 30 号和 25 号轨道是毫无意义的．  
 
 helpme，你做的那个 CASSCF 的计算实例有没有结果? 我很想看看,你能不能把你那个体系

的所有输入文件发过来让我看看,我对 CASSCF 的输入文件过程还不是很清楚,很想学,多谢,
我的 Email:xiafeilangzhong@sina.com,多谢,希望我们能一起探讨!   
 

学了一段时间的 CASSCF,发现这些高等级的方法非要比较浑厚的理论功底不行,并非学会一

两个命令就可以学成的,理论上熟悉了,才能对计算过程有正确的了解,非仅靠一些讨论就能

讨论清楚.还是看书罢 

 

哪位老兄介绍一下 CASSCF 活化空间的选取？ 
激发态的计算如何下手呀？ 
 
先谢谢了！ 
这取决于你所感兴趣的体系！！！通常是将你所要考查的化学键相关的电子数、成键轨道和反

键轨道等包括在内就可以了。以 1,3-丁二烯和乙烯的[4+2]反应的过渡态为例，由于反应涉

及到两个分子的 HOMO 和 LUMO 等至少四个前线轨道，同时涉及至少 4 个前线轨道电子，

因此，要合理描述其过渡态的 CASSCF 活化空间至少要包含四个轨道（两个占据，两个未

占）和两对电子。建议你 好找一两篇相关文献看看，应该容易从中获得比较好的经验。   
 
 
老兄您是否在做激发态呢？ 
我感觉激发态好难收敛，而且与方法和基组关系密切？ 
不知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你在做激发态，是吧？能否先谈一谈你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对于一个激发态体系，你是怎么

处理的呢？讲出来，回应讨论的也就多 
总感觉自己是在胡乱试验，并没有什么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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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对于同一体系，稍微变换一下基组，可能就不收敛啦！ 
感觉 CAS 方法偶然性很大！  

 

3.15如何翻译： 
1。激发态 
2。双自由基 
还有，到底双自由基指的是什么，能否举个小例子 
双自由基定义: 
BIRADICAL(Synonymous with diradical) - An even-electron molecular entity with two (possibly 
delocalized) radical centres which act nearly i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Species in which the two radical centres interact significantly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biradicaloids. If the two radical centres are located on the same atom, they always interact strongly, 
and such species are called carbenes, nitrenes. etc. 
 The lowest-energy triplet state foa biradical lies below or at most only a little above its lowest 
singlet state (usually judged relative to kT, the product of the Boltzmann constant k and the 
absolute tmeperature T). The states of those biradicals whose radical centres interact particularly 
weakly are most easily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 pair of local doublets. 
 Theoretical description of low-energy states of a biradical display the presence of two 
unsaturated valences (biradicals contain one fewer bond than permitted by the rules of valence): 
the dominant valence boudn structure have two dots, the low energy molecular orbital 
configurations have only two electrons in two approximately nonbonding molecular orbitass, two 
fo the natural orbitals have occupances close to one. etc.   
 
1.excited state or states 
2.diradical 
比如臭氧分子，环丁二稀都是属于双自由基。 
 
Berson 将其定义为比标准的价键规则所允许的键数少一个键的偶电子分子。 
 
而我曾做过一些初步的计算，发现双自由基的 HOMO 是两个电子占据在两个简并的轨道上

的。不过是不是所有的双自由基都是这样？我不敢说。 
 
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充分的讨论 
谢谢各位 
比如卡宾有 SINGLET，TRIPLET 
 
都是激发态的吗？ 
激发态是相对基态定义的,基态是能量 稳定的状态,那么有可能是 singlet state or triplet state,
所以对于卡宾的话 稳定的状态就是基态,其它的态就是激发态. 
 
书上说 TRIPLET 比 SINGLE 要稳定 
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HF/6-31 OPT   HF/6-31 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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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 3   
 
SINGLET       TRIPLET 
 
这样算有意义吗？我是问优化后得到 2 者的能量大小，是否可以相比？ 
 
（如果 SIGLET 是激发态的话，是否可以这样算？RCIS  
  
注意，卡宾具有双自由基的性质 
请问 supi,你做的是什么方向啊,我感觉你的涉猎很广，请教你是如何学习量化的？ 
 
  我是做价键的，呵呵！涉猎广没用啊，什么都不精：（  
 
学量化凭的是兴趣，平时不断的看各种各样的文献和书籍，多上上论坛，慢慢的积累也就有

了，其实现在我还很不够，要多学习的。  
 
对双自由基的处理，我也在摸索中，所以不敢多说。   
 
请注意，卡宾具有双自由基的性质   
************ 
Species in which the two radical centres interact significantly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biradicaloids. 
If the two radical centres are located on the same atom, they always interact strongly, and such 
species are called carbenes, nitrenes. etc. 
****************** 
Q:卡宾 SINGLET，TRIPLET 都是激发态的???（还有比这 2 更稳定的） 
or 只有相对 SINGLET 稳定的 TRIPLET 是？ 

 

 

3.16 单电能计算可以，算 TD 的时候，scf Done 以后，出错文件 后几行如下。 

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SCF Done:  E(UB+HF-LYP) =  -338.673667283     a.u. after   38 cycles 

           Convg  =    0.1239D-06                   247 Fock formations. 

             S**2 =  2.0932                  -V/T =  4.2311 

Annihilation of the first spin contaminant: 

S**2 before annihilation     2.0932,   after     2.0051 

Range of M.O.s used for correlation:     1   110 

NBasis=   110 NAE=    36 NBE=    34 NFC=     0 NFV=     0 

NROrb=    110 NOA=    36 NOB=    34 NVA=    74 NVB=    76 

**** Warning!!: The largest alpha MO coefficient is  0.18068789D+02 

**** Fatal Problem: The smallest alpha delta epsilon is -0.11211372D-01 

**** Warning!!: The largest beta MO coefficient is  0.18066973D+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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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al Problem: The smallest beta delta epsilon is -0.18179960D-01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home/bsc/dxl/g03/l801.exe at Wed May 26 07:50:06 2004.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27 minutes 26.4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22 Int=      0 D2E=      0 Chk=      1 Scr=      1 

delta epsilon 和  好象是在计算某种性质时(记不清楚了), 在一个公式中 MO coefficient 位于分

子,delta epsilon 位于分母, 因此太大的 MO coefficient 和太小的 delta epsilon 会造成结果的很大 

误差.  

以前 GAUSSIAN 公司的回答： 可以改变基组试试，一般是去掉弥散函数。  一般轨道参数的 Warning

可以不管. 

 

3.17 TDDFT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TDDFT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24 14:01:34 2002)  

我用 gaussian98 的 TDB3lyp 计算激发态，但是中途不幸中止掉了，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没有 restart 起来，

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用的？请指教 

  Re: TDDFT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TDDFT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24 15:48:05 2002)  

什么意思？用 chk 文件不行？ 还有，不要用 tddft 算高激发态。（大于阈值一半的一般都算不好 

  Re: TDDFT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TDDFT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25 13:37:39 2002)  

给出 Route Section 好吗？ 一般 CHK 文件没问题吧！  

  Re: TDDFT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TDDFT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25 17:09:45 2002)  

已经计算到这一步了。  

Davidson failed to converge within maximum sub-space dimensions.  

  Restart with updated initial guess:  

 Iteration     1 Dimension    60  

 Cannot handle 2e integral symmetry, ISym2E=1.  

 CISAX:  IP=  1 NPass=   1 NMax=  60.  

 CISAX will form  60 AO SS matrices at one time.  

 NMat= 60 NSing= 60.  

 Cannot handle 2e integral symmetry, ISym2E=1.  

 CISAX:  IP=  1 NPass=   1 NMax=  60.  

 CISAX will form  60 AO SS matrices at one time.  

 NMat= 60 NSing=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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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itation Energies [eV] at current iteration:  

 Root      1 :     1.628418981706506  

 Root      2 :     1.628453508995181  

 Root      3 :     2.244506076155594  

 Root      4 :     2.256473104806431  

 Root      5 :     2.256474400801080  

 Root      6 :     2.262191665503959  

 Root      7 :     2.408337815048263  

 Root      8 :     2.408360573367522  

 Root      9 :     2.447413689254764  

 Root     10 :     2.447425250690074  

 Root     11 :     2.514533731852263  

 Root     12 :     2.537853604927037  

 Root     13 :     2.624793069680948  

 Root     14 :     2.698070919314112  

 Root     15 :     2.748039274387586  

 Root     16 :     2.787484677893595  

 Root     17 :     2.824214981672201  

 Root     18 :     2.824230165422329  

 Root     19 :     2.979059036049097  

 Root     20 :     2.979076924828568  

 Root     21 :     3.049407870250391  

 Root     22 :     3.049407871315931  

 Root     23 :     3.242327252216994  

 Root     24 :     3.290063602137819  

 Root     25 :     3.336806689189910  

 Root     26 :     3.3368  

试了很多的 restart 方法，都没有起来。 

 

3.18 那里出错！  

发信人: xzhgok (x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那里出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Jan 20 18:05:51 2002)  

请问各位高手，下面那里出错！所计算的是一个双核配合物，金属离子为 Zn2+ 电荷为 0，多重度为 1，

采用 Zindo 计算时激发态时出错，但是用其它方法（半经验和从头算）单点 计算没问题！  

 -------  

 # Zindo  

 -------  

.....  

.....  

 

Two-electron integral symmetry is turned off.  

   272 basis functions     1632 primitive gaussians  

   144 alpha electrons      144 beta electrons  



 426

       nuclear repulsion energy      3623.9435495577 Hartrees.  

 Do NDO one and two-electron integrals.  

 One-electron integrals computed using PRISM.  

 Generate ZINDO/S integrals.  

 Error:  NBasis= 272 but NBZDO= 282.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C:\G98W\l302.exe. 

   Re: 那里出错！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那里出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an 24 12:51:48 2002)  

我试了一系列的配合物:MH(n),发现只要次外层的 d 轨道是满的话,zindo 就计算不过去, 出错原因都一

样 :there are 6 occupied orbitals but only 5 basis functions. 这可能是  zindo 方法本身的问题 ,我猜测所谓

5 basis functions 应该就是指有电子占有的 高 d 轨道,但是由于 IB,IIB,以及第五周期以后的 IA,IIA,的 d 轨

道均是闭壳层,无法与 外层 s 轨道进行组合,生成所谓的 zindo/s integrals,故出错 

 

3.19 再次请教%mem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再次请教%mem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Feb  6 18:52:59 2002)  

作 CIS 时，出现如下情况，时为什么？是不是内存不足，还是空间不够，怎样解决？  

   Max sub-space:   200 roots to seek:    40 dimension of matrix: 107666  

 Iteration     1 Dimension    40  

 Cannot handle 2e integral symmetry, ISym2E=1.  

 CISAX needs    232020 more words of memory.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G98W\l914.exe. 

   Re: 再次请教%mem  

发信人: xzhgok (x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再次请教%mem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Feb  6 19:59:26 2002)  

这是内存不足，可以采用 MEM 的命令解决，如果不行可以采用 CIS=DIRECT 的命令 

  Re: 再次请教%mem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再次请教%mem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Feb  6 21:44:12 2002)  

CIS 往往要求很大的内存 

  Re: 再次请教%mem  

发信人: hnnew (半经验),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再次请教%mem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Feb 25 18:11:58 2002)  

好象还需要比较大的硬盘空间。 

  Re: 再次请教%mem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再次请教%mem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Feb 25 22:57:3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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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硬盘不够只好 CIS=Direct 了 

 

3.20 Re: 哪位大侠能系统地介绍一下有关激发态的 新工作?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哪位大侠能系统地介绍一下有关激发态的 新工作?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Jan 25 12:21:38 2002)  

 

【 在 berlin (lin) 的大作中提到: 】  

: rt.  

: 谢谢的先!  

 

CASSCF 和 CASPT2  

组态相关：CIS，CISD，CISDT，CISDTQ，FOCI，SOCI，full-CI，COSCI，GUGA-CI  

各种级别的耦合簇：CCS，CCSD，CC2，CCSDT，CC3  

多重参考：MR-CISD，MR-CISDT，MR-AQCC  

半经验：ZINDO  

 TD-DFT 和 TD-HF  

 另外在可以指定多重度的程序中，大多数方法都可以计算不同于基态多重度的 低激发  

 态。 

   Re: 哪位大侠能系统地介绍一下有关激发态的 新工作?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哪位大侠能系统地介绍一下有关激发态的 新工作?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r 12 13:13:26 2002)  

 

【 在 berlin (lin) 的大作中提到: 】  

: rt.  

: 谢谢的先!  

 

 电子激发态计算方法总结  

    ┌——半经验方法：ZINDO  

 (单参考)HF—┬—激发级别—┬—CI: CIS, CISDT...  ———————┐  

    ∣      ∣            └—CC: CCSD, CC2，CC3...  —————┤  

    ∣      └—微扰级别—MP2, MP4, ...    ——————————┼—full CI  

    └—MCSCF, CASSCF—┬—激发级别—MR-CISD(T), MR-AQCC...  —┤  

                       └—微扰级别—CASPT2, CASPT3  —————┘  

 DFT—┬—多重态理论  

     └—含时理论 TDDFT（特例：TDHF）  

 量子蒙特卡罗(QMD)  

 计算激发态常用软件：  

 MOPAC：半经验方法  

 G98：ZINDO，CIS，TDDFT，TDHF，CASSCF  

 GAMESS(US)：first order CI (相当于 CISD)，second order CI (相当于 CISDT)，TDHF  

，CASSCF  

 DALTON：CISD，MCSSCF，CCS，CCSD，CC2，C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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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BUS：MR-CISD，及其修正 MR-AQCC，MR-ACPF  

 ABINIT：TDDFT  

ADF：TDDFT，多重态理论  

 MOLPRO：CISD，CCSD，MR-CISD，MR-AQCC，MR-ACPF，CASPT2, CASSCF，CASPT3，full   

 CI，等  

 MOLCAS：CCSD，MR-CISD，CASSCF，CASPT2, CASPT3，等  

 MOLFDIR & DIRAC：CASSCF，各种激发级别的 MR-CI（可进行完全相对论计算，但对计算  

 机要求极高） 

 

3.21 怎样选择活化空间？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怎样选择活化空间？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May 10 21:06:22 2002)  

在进行 CAS 时，怎样选择活化空间，有什么规则没有？ 

Re: 怎样选择活化空间？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样选择活化空间？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y 12 19:34:08 2002)  

我觉得有以下规则可以遵循(但也不是绝对的)：  

一是必须包含 HOMO 和 LUMO。如 B 原子的 2p3s 轨道。如果计算 B 原子更高的电子态，还要包含 3p4s

等等。  

二是分子或原子的轨道能量接近。比如对 B 原子的计算，可以选择 2s2p3s3p 作为  

    活性轨道。对 Ga 的计算，除了 4s4p 以外，有时候还要加上 10 个 3d 电子。这样  

    得到的结果更好。  

三是对要计算的电子态的贡献。比如对(1pi)4 (1sg)2 (2sg)2 (2pi)4 (3pi)0 组  

    态计算 delta 对称性的电子态，因为只有 pi ——> pi 激发对生成 delta 对称性  

    的电子态有贡献，所以活性空间要包含 1pi, 2pi, 3pi，即使是 1pi 和 2pi 之间  

    的能量相差比较大。而 1sg，2sg 对产生 delta 对称性无贡献，可以不考虑，虽  

    然它们的能量比 1pi 还高。  

  四是要考虑计算量。比如 6 个电子占据 16 个空穴，就是 16!/(10!*6!)=8008 个组态。  

    8 个电子占据 22 个空穴，是 22!/(8!*14!)约 32 万组态。如果有几百万个组态，  

    用 Pc 机很难完成（除非是原子结构的计算）。这种情况一般都改用 MRCI，MRCC，  

    MCPT 等方法来做。 

 

3.22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人: xyzzz (xyzz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0 11:33:39 2002)  
我想计算两个分子分别在特定激发态时发生的反应应该怎么做,g98 能行吗? adf 能行吗?应
该怎么处理,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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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0 13:07:50 2002)  

g98 可以,我觉得关键不是软件 而是你对反应过程和反应机理的分析 激发态势能面和基态势能面都要进

行分析 好还做一些振动模的 ordering 分析 尤其是对过渡态 TS 附近的 crossing。 此外,激发态反应涉

及的分子都具有一定能量 反应机理很重要 我做了一个激发态反应计算 正准备投文章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0 13:11:48 2002)  

btw,你的激发态反应是单分子反应还是多分子过程?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人: xyzzz (xyzz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0 17:16:11 2002)  

当然是多分子反应了,而且都是多原子分子,搞得我现在摸不着头脑 各位大虾多提宝贵建议!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0 22:16:32 2002)  

不管是多分子反应还是单分子反应 都要先分解成许多个态-态过程(state-to-state reaction) 涉及激发态的

反应往往比较复杂 首先由 Kasha 规则,反应是通过 S1 态或 T1 态进行的 如果光化学反应是通过 S1 态进

行的  

反应涉及的分子都是含有能量的分子,可能还要对态密度(state density)进行计算 适用的反应机理有

Slater Mechanism,RRKM/QET(quasi-equilibrium theory) 其中后者 为成功,可以查查相应的书或者文献  

A+M --> A* --> A# --> P  

单分子反应通常采用是上述机理,如 Slater,Eyring,RRK,RRKM,TST 等 反应物 A 被 M 碰撞或吸收光子后

生成富能态 A*  

A*通过能量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后生成过渡态(TS)或者活化络合物 A#  

a)只有富能态 A*才能生成 TS A#; b)只有 A#才能反应生成产物 P.  

a)和 b)是与 Lindermann 反应机理不同的地方,后者认为所有的能态分子 A 通过碰撞都可以  

反应得到产物 P.  

当然 RRKM/QET 机理中还要引入不少假设,such as  

1).振动能可以在各个振动模式之间自由流动,分子的各种内能态均可达到,并对形成产物  

有贡献;2).富能分子的能量在各能态之间重新分配的驰豫速率远高于反应速率;3).每次  

碰撞均可进行有效的能量传递(强碰撞假设)  

态密度的定义我想可以在一般的统计热力学书上找到  

能量在 E to E+dE 之间的状态数为 dN(E)=N(E)*dE, N(E)即态密度,表示的是能量分布的疏  

密程度;经典理论能量是连续的,而量子理论则是分立的,可能要考虑到简并度  

例如当 A* <--> A#达到平衡时  

[A*]/[A#]=Q(A*)/Q(A#),其中 Q 是配分函数  

Q 和态密度的关系为: Q(A)=∫N(E)*exp(-E/kT)dE  

因为配分函数即状态和,是和态密度是相关的  

Gaussian 对配分函数的计算可以通过 Freq 关键词完成:Q=qt*qr*qe*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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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qt,qr,qe,qv 分别为平动,转动,电子和振动项  

 

具体原理就不多说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你的反应是激发态反应,所以对 Gaussian 对于  

电子配分函数中引入的近似可能要考虑修正:  

Gaussian 在计算电子配分函数时采用了基态近似:即激发态能量>>基态 S0 能量  

从而 exp[-E(Si)/kT]相对于 exp[-E(S0)/kT]而言可以忽略  

其中 Si 是第 i 单激发态(i>0),上面 k 都是 Boltzmann 常数  

如果激发态能量不是很高,对电子配分函数就要考虑修正了  

 

就说这么多吧,因为具体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关键是反应机理,对激发态的计算可以考虑 TDDFT,但是 Gaussian 中 TDDFT 无法优化  

全组态计算如 CIS,CISD,CAS 这些计算量太大了,不过虽然他们计算出来的能量普遍偏高  

但相对值还是可信的  

 

希望这些东西对你的计算有帮助,信手写来,如有错误请多包涵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人: chemzju (sk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1 09:06:21 2002)  

 

能问一下 TDDFT 是什么吗？  

Gaussian 的关键词里没有啊？  

能举个简单的处理激发态的具体例子吗？  

TD 是含时激发态吧？怎么用呢。  

谢谢了。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人: alwens (大傻),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1 09:33:44 2002)  

 

TDDFT 即 time-dependent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在计算激发态和  

（超）极化率时，考虑频率色散关系。Gaussian98 的关键词中 TD 就是 TDDFT 计算。  

Ex：#p b3lyp/6-311g* TD(singlets,nstates=50) density=current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1 09:49:37 2002)  

 

关于 TDDFT 的一篇综述:  

Ranbir Singh, B.M.Deb. Developments in excited-state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Physics Reports 311 (1999) 47-94  

 

btw,请问谁对谱峰的解卷积有了解?  

计算光谱是线光谱,但实验测得的是带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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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谱峰重叠就好了,但要将二者一一对应必须把实验光谱分解  

 

理想光谱应该是洛伦兹型谱峰,或者是 Gauss 型谱峰  

要进行解卷积分峰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近正在为这个工作发愁  

前一阵子用 TD-B3LYP 和 TD-B3PW91(3-21G**)计算了一个谱峰(无重叠)振子强度  

和我从吸收谱算出来的结果吻合得让人难以置信: 0.1381 vs 0.138096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人: alb (hop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么处理激发态的反应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1 14:34:11 2002)  

 

这个主要是如何计算反应的速率常数了吧，  

和如何做一个激发态的反应关系并不算很大了 ? 

 

请问你做激发态反应计算用的是什么方法？cascf？  

 

3.23 how to search the crossing point?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how to search the crossing point?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y 18 11:10:34 2002)  

please tell me how to search the crossing point with the CASSCF method.   

  and how and what to input the routine section. and which geometry is the ini  

tial guess geometry to input as molecule specification. for example the S0/S1   

,  S0/T1, S1/T1 and so on.   

  please give me a example and tell me in detail.  

 thank you!!! 

   Re: how to search the crossing point?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search the crossing point?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y 18 14:40:26 2002)  

ey word: Opt=Conical   

detailed introduction:  

Including Opt=Conical keyword in the route section changes the job from an opt  

imization of the specified state using CASSCF to a search for a conical inters  

ection or avoided crossing involving that state. The optimized structure will   

be that of the conical intersection or avoided crossing. Distinguishing betwee  

n these two possibilities may be accomplished by examining the final eigenvalu  

es in the CASSCF output for the final optimization step (it precedes the optim  

ized structure):   

 

FINAL EIGENVALUES AND EIGENVECTORS  

VECTOR EIGENVALUES     CORRESPONDING EIGENVECTOR  

 

   state  energy  



 432

     1  -154.0503161      0.72053292         -0.48879229          ...  

                         -0.16028934E-02      0.31874441E-02      ...  

         ...                   

     2  -154.0501151      0.45467877          0.77417416          ...  

 

If the two eigenvalues (the first entry in the lines labelled with a state num  

ber)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then the energies of the two states are the sam  

e, and it is a conical intersection. Otherwise, it is an avoided crossing.   

 Re: how to search the crossing point?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how to search the crossing point?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y 18 14:46:32 2002)  

至于初始构型，就象一般构型优化一样输入你猜测的初始结构就可以了。  

要提醒一下的是 casscf 系列的计算不象 hf,dft,mp2,ci 等方法。再开始工作前 好阅读一两  

篇文章和做一些尝试。这个方法能解决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但一定要小心慎重地使用。 

 

3.24 谁帮我看看分子组态吧，很奇怪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谁帮我看看分子组态吧，很奇怪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y 26 22:48:57 2002)  

 

以 LiH 分子为例。  

从分子组态的角度分析，Li 2s 轨道与 H 1s 轨道组成的的基态分子组态是：  

(σ)2(σ)0      光谱项为 1Σ+  

另外还能形成激发组态：  

(σ)1(σ)1      可以产生生两个激发态：  

                1Σ+（自旋反平行）和  

                3Σ+（自旋平行）  

也就是说 Li 2s 轨道与 H 1s 轨道可以形成三个单电子激发态。  

如果用分离原子方法，Li 原子基态 2S 和 H 原子基态 2S 耦合成 Σ+（可以参看  

Herzberg 分子光谱与分子结构第一册），考虑到自旋， 后产生两个光谱  

项：基态 1Σ+和激发态 3Σ+。  

后面的分离原子方法比前面的分子组态方法少了一个 1Σ+态，这是怎么回  

事呢？另外，从我手头的资料来看，两种方法都有使用，而且结果就差一  

个 1Σ+态。哪一个是正确的？ 

  Re: 谁帮我看看分子组态吧，很奇怪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谁帮我看看分子组态吧，很奇怪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7 16:51:05 2002)  

 

哪个 1Σ+应该是存在的，不过其能量总是高于 3Σ+。 所以两种说法都不算错。 

 

3.25   问几个简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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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delover (codelov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问几个简单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23 20:25:42 2002)  

 

刚接触 g98，有很多迷茫的地方  

问题应该很简单，您别笑哦  

1.用 casscf 优化第一激发态，CASSCF(N,M)中，电子数 n 和轨道数 m 对于一个  

分子应该如何确定？如果是水，n，m 各位多少？是否唯一？  

2.当优化到一个构型后，在接下来的频率计算中，经常用到 geom＝check guess=read  

我想问的是，guess＝read 的作用有多大？它的有无是否会关系到一个构型的频率由实  

频变成虚频？  

3.当把 maxcyc 设为 200 时，仍不收敛，有没有其他什么好办法  

4.在 scf 中，conver 的作用？？记得有次优化一构型，设成 4 不收敛，改为 5 居然就可以  

了，why？  

就先这么多吧，响起来再问 

    问几个简单问题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问几个简单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May 23 21:10:53 2002)  

一下问了这么多，呵呵  

(1) cas(n,m)中的 n 是 active space 中的电子数，m 是轨道数。这些都不是固定的，  

你应该按具体情况合理选择。n 和 m 越大越准确，但耗时也急剧增加。  

举你给的例子，H2O, 你的激活空间至少要有四个轨道，和四个电子，即 cas(4,4)。  

这包括两个 H 的 1s 轨道和 O 的两个与之成健的两个 p 轨道。这四个轨道里面一共有  

四个电子。如果你想更准确一些，可以考虑加上 O 的另外一个孤对电子 p 轨道(2 个电子)，  

 

即成为 cas(5,6)，或者加上 O 的 2s 轨道，成为 cas(6,8)。O 的 1s 轨道没有必要加。  

 

(2) guess=read 读取 chk 文件里存储的轨道做为初始的 guess,在几何构型相差不大  

时比用 Huckel 或 indo 做的 guess 好，可以很快收敛。在你说的优化后做频率计算，  

做频率计算说实际上是微小改变几何构型计算能量的变化，因为构型改变很小，  

所有 guess=check 能加快收敛速度。在几何构型优化时也是自动读取上一步的轨道做  

为初始 guess 的。  

guess 正常情况不影响计算结构，只会影响 SCF 收敛速度。  

 

(3)maxcyc 大于 100 还不收敛一般就很难收敛了。可以用一些收敛参数如 vshift,  

maxrot 等，请参考 gaussian 的说明书。也可以用 scf=qc(不过很慢)，或想办法改进  

guess。  

 

(4)conver 那时 SCF 收敛标准啊，变化小于 10**(-scfconv)算收敛。对同  

样的计算不会出现 4 SCF 不收敛 5 反而收敛把？如果是几何优化则有可能，  

因为 4 和 5 得到的分子轨道有少许不同，再此基础上计算的能量梯度也有些差异，  

所以构型优化的过程有些差异，也许偶而碰上了 5 不收敛把。不过对于构型优化,  

不适宜选取比较差的 SCF 收敛标准，这样是危险的。不准确的单点计算会造成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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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即使收敛了)。隐含的在优化的时候，scf conver 是 8，如果这时 scf 能收敛，不要改  

动它。  

我觉得 多稍微改小一点点，4 和 5 都太小。 

 

3.26 thanks for gobin34 !!!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thanks for gobin34 !!!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y 18 18:21:43 2002)  

thank you to answer my question,but I don not know the value of the NROOT in the input file,for example S

0/S1 ,S0/T1 or S1/T1.and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weighting factor.   

   would you tell me ? I have read some paper,but there is no word to say the  question, maybe I did not unde

rstand what they said. thanks!!! 

      Re: thanks for gobin34 !!!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thanks for gobin34 !!!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1 09:45:58 2002)  

我昨天试了一下 opt＝conical 计算 crossing point，不 converged，并且是在计算中，好像根本没有变化，

但是也没有提示出错，就是相差很远。这是正常的吗？我真的是如书上所  

说：......is almost never successful.......Do not be discouraged by difficulti  

es that you may encounter.....  

  看来我是很难 encounter 了，毕竟到现在还有些问题不甚明白。 能不能帮帮我呀？？？ 

    Re: thanks for gobin34 !!!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thanks for gobin34 !!!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1 16:41:17 2002)  

I do not have experience on this point because I have not done such a calculat  

ion myself.  

Here is two refrences which talk about the Conical Intersection optimization:  

M. J. Bearpark, M. A. Robb and H. B. Schlegel, "A Direct Method for the Locati  

on of the Lowest Energy Point on a Potential Surface Crossing," Chem. Phys. Le  

tt. 223, 269 (1994).   

I. N. Ragazos, M. A. Robb, F. Bernardi and M. Olivucci, "Optimization and Char  

acterization of the Lowest Energy Point on a Conical Intersection using an MC-  

SCF Lagrangian," Chem. Phys. Lett. 197, 217 (1992).   

 

If you will calculate the S0, you do not need to input nroot. Nroot eq. 1 mean  

s ground state. For S1, you should check which state it is(check the output of  

 S0 calculation).For example, if the energy order  

is S0 T1 S1 ..., then you should input Nroot=3 for S1.  

 

I do not understand why you want input the weighting factor. I think it is for  

 state average calculation. In state average calculation, what you input is ju  

st a stat value, like the start geometry. So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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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need to be so critical on the input value.  

 

It is quite normal to meet scf converge problems in such a calculaiton. What y  

ou can do is just change your start geometry, include some converge options(sh  

ift, qc...), or even make the guess yourself.  

Re: thanks for gobin34 !!!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thanks for gobin34 !!!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May 21 17:40:30 2002)  

 

thanks !gobin34  

    this is the final question:  

     what is the mean of the value of nroot?  

    nroot=2 is the first excited state.  then nroot=2 is ?  

   why the T1 state is nroot=2 ?  

    thanks!!! 

     Re: thanks for gobin34 !!!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thanks for gobin34 !!!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22 03:31:12 2002)  

 

【 在 hinice 的大作中提到: 】  

:   

: 【 在 huafeihua 的大作中提到: 】  

: :very sorry  

:     the question is  why S1 is state nroot=3 ?  

 

Nroot =1 means the ground state,  

and Nroot =2 means the first excite state, Nroot =3 means the second excide st  

ate.  

这个记数只包括你计算所包括的态。这句话的意思是，假如你只计算单重态，那么 nroot=  

1 指能量 低的单重态，而如果你只计算三重态，则 nroot=1 指能力 低的三重态。  

 

I said Nroot =2 means T1, this is only true when the energy sequence is S0, T1  

, S1. 

 

3.27  510 的报错应该如何修改？？  

发信人: codelover (codelov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510 的报错应该如何修改？？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29 15:43:45 2002)  

对一构型采用 cas（5,6,Nroot=2)/6-3111+g(3d) 进行优化， 后报错如下，不知应该如何更正：  

 

 ITN=199 MaxIt=200 E=   -333.0157732386 DE= 4.34D-02 Acc= 1.00D-04 La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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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N=200 MaxIt=200 E=   -333.0537674951 DE=-3.80D-02 Acc= 1.00D-04 Lan=   

 0  

 ... DO AN EXTRA-ITERATION FOR FINAL PRINTING  

 Final one electron symbolic density matrix:  

             1             2             3             4             5  

   1  0.192055D+01  

   2  0.000000D+00  0.197334D+01  

   3  0.000000D+00  0.232461D-01  0.102258D+01  

   4 -0.142077D-01  0.000000D+00  0.000000D+00  0.791802D-01  

   5  0.993763D-04  0.000000D+00  0.000000D+00 -0.465943D-05  0.  

251311D-02  

   6  0.568506D-03  0.000000D+00  0.000000D+00  0.120308D-04 -0.  

675743D-03  

             6  

   6  0.184166D-02  

 Convergence failure -- run terminated.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ata3/g98/l510.exe.  

 Job cpu time:  0 days  2 hours 49 minutes 26.6 seconds.  

 

帮帮忙谢谢！ 

     Re: 510 的报错应该如何修改？？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510 的报错应该如何修改？？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Wed May 29 20:55:35 2002)  

改变初始结构，加大 scfcycle 

 

3.28 用 AM1 怎样优化激发态？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用 AM1 怎样优化激发态？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un 10 19:17:17 2002)  

在很多文献中都有用 MOPAC 中 AM1 作激发态，请问如何来做，关键词是什么？ 

    Re: 用 AM1 怎样优化激发态？  

发信人: stannum (火星人),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用 AM1 怎样优化激发态？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Jun 15 13:39:38 2002)  

首先，需要 DATA-FILE 的第一行(命令行)指定 AM1，因为 MOPAC 的默认是 MNDO。 其次，需要指

定 EXCITED,也可缩写为 EXCI。 再次，如果你熟悉 MECI,可以不用 EXCITED，使用 MECI 的

OPEN(2,2), SINGLET,      ROOT=2，异曲同工。  

说明：这一番是纸上谈兵，试验后请回贴，另外请问谁知道哪里能下载 mopac. 

3.29 基于 DFT 的计算激发态方法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基于 DFT 的计算激发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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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Aug 12 13:35:00 2002)  

 

1. 多重态方法。是一种比较老的方法，现在很少用。  

   ADF，BDF。  

2. TDDFT。现在用的比较多。速度快，对 low-lying 激发态结果也比较好。一  

   般不适用于作里德堡态的计算，但 近的工作在高激发态计算方面也取得  

   了一些进展。  

   G98，ADF，Abinit，CADPAC，QChem  

3. DFT/MRCI 混合方法。  

   TURBOMOLE  

4. CAS-DFT。  

   还没有现成的软件。MOLCAS 可能在 6.0 版本中包含 

 3.30  请教 g98 算激发态的问题  

发信人: codelover (codelover),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 g98 算激发态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ug 27 01:21:28 2002)  

对于一个稳定构型， 用什么参数可以指定 gassian98 计算一个分子从 π->π*轨道的跃迁 

      Re: 请教 g98 算激发态的问题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 g98 算激发态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ug 27 19:35:32 2002)  

Guess(alter,read) 

 

3.31  这是怎么回事？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这是怎么回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Aug  9 17:07:55 2002)  

请问： 计算 CAS 时，输出能量时，比如计算 S1 态的单点能，有两个值，一个当然是 S1 的能量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S0 态了，可是为什么，S0 的能量和单独在 S0 时计算的不一样。 

      Re: 这是怎么回事？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是怎么回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Aug  9 21:31:48 2002)  

相差多大，两者的输入坐标精度一直么？ 

     Re: 这是怎么回事？  

发信人: hinice (scwy),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是怎么回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Aug 10 14:51:41 2002)  

相差几个 kJ,完全是同一个构型，只是改一下 route section 而已。 

     Re: 这是怎么回事？  

发信人: O0O0O0O0 (葡萄),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是怎么回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Aug 18 14:44:55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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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CF 方法一般都使用态平均的方法，计算 S0 和 S1 两个态的 终能量是  

平均过的，即使其它设置不变，和单独计算一个 S0 态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3.32  发信人: dreamroma (梦回罗马),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样才能输出 G98 中用 CI 方法计算的电子波函数?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Apr  2 00:56:51 2002)  

其实你在做 CI 计算时，Gaussian 会输出组态系数，组态波函数已经是一个物理的态，并非一个原子或

分子轨道，如果你想得到，就需要使用这些组态系数， 结合分子轨道，线形组合成组态波函数，详细

情况 参见徐光宪《量子化学》。 

 

3.33 Re: 如何知道跃迁的对称类型？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知道跃迁的对称类型？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Nov  1 20:08:15 2002), 站内信件  

【 在 kutu (kutu) 的大作中提到: 】  

: 做 td 计算后只给出了 49->50A 49->50B 这样的信息  

: 怎么知道这是 pi->pi 或 n->pi*？  

: 还有如果换成 Ag Bu 的形式？  

: 谢谢  

从跃迁的轨道的组成判断是 pi->pi 还是 n->pi*,如果能有 molden 作图出来，一眼便知。 如果是用分子

点群的不可约表示的符号，则要用特征表相乘而得。详细可见《物质结构导轮》附录，中科大用书。  

 

 

3.34 CIS 计算所用的基态是用什么方法优化的?听说 HF 方法优化的结构用 CIS 算激发态,DFT 方法优化的

结构用 TD 算激发态,是这样的吗?如果用 ZINDO 算,它的基态该用什么方法来优化?两个都可以吗? 

Gaussian reply: 
             Dear Guoyong, 
       You are correct, when one is considering excitations from the ground state minimum         
geometry, CIS calculations are typically performed on HF-optimized geometries and TD-DFT  
calculations are typically performed on DFT-optimized geometries. For ZINDO calculations, I 
would recommend using an AM1-optimized geometry. As for diffuse functions, they can present a 
problem because they can introduce near linear dependencies in the basis set. This is not a 
certainty, though. If linear dependencies do occur, then unfortunately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change the basis set.  

Regards, 
 

 

3.35 在 casscf 的计算中，我的一个任务一直无法收敛。 

ITN= 64 MaxIt= 64 E=   -398.5538160760 DE=-1.19D-08 Acc= 1.00D-08 Lan=  0 

我想把收敛的阈值改为 1.00D-7，不知道 G03 中用什么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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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 Thresh=n  不能用。 

     要改变 CAS 迭代的收敛域值，还得通过 scf(conver=N) 来指定。 

  不过 好先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不收敛的，例如看看是不是能量在振荡等，别一味地改变收敛域

值；如果不振荡有收敛的可能，也可以通过增大 SCF 迭代次数以求收敛。顺便地，如果收敛域值改

变，则在你要比较的一系列计算中，都要改成一致的收敛域值 

 

3.36 我希望计算一个分子的激发态，希望对其激发态结构进行优化，但总算不下去 

错误提示为 

Orthogonalize current: ORTVEC returned    79 roots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C:\G98W\l914.exe. 

或者是 

Convergence failure -- run terminated. 

请问该如何调整参数？ 

    没有收敛,我觉得恐怕要加大迭代次数.至于 914为什么出错我没看出来,这步一般需要很大的硬盘,你看

看是不是写不下了,多写几个 rwf 文件试试. 

 

3.37 请问怎样用 CIS 优化构型？route section 命令应该怎么写？ 

     
    我用# cis opt 优化一个水分子，做到 后总是出现 

Error termination request processed by link 9999.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G98W\l9999.exe.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1 minutes  4.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58 Int=    0 D2E=    0 Chk=    5 Scr=    1 

换成甲烷也一样，是什么问题啊，如果我想优化一个上百个原子的有机分子，该怎么做？请教高手 
     我也是刚涉足激发态计算,可以相互交流.不知你有没有这本书,从上面的例子来看:优化应是在能量计

算之后进行的,就是说先通过能量计算找到激发态,然后才是根据能量计算的结果和自己研究的兴趣来

确定要优化那一个激发态.激发态的优化步骤和命令格式和基态是有一些差异的. 

象这个命令:# cis opt 是在优化水的第一激发态的构型吧?没有基组吗?l9999.exe.是完成计算和输出,是

不是在默认的次数里计算未完成? 

     Error termination request processed by link 9999.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d:\G98W\l9999.exe. 

  这个错误有可能是优化的次数不够或是构型有问题,这两个方面你先尝试一下 

 

 

3.38 我合成了一个氟苯基氯苯基羟基喹啉锌配合物，测定了发射光谱，想用 gaussian 计算，从电子水平研

究发光机理。参照文献，用密度泛函方法进行了计算，我不太清楚使用哪些计算结果进行讨论。发射

光谱如何计算  

    那就应该进行激发态的计算.北大那本结构化学书上 32 页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计算出激发能后算出

波长.对于吸收光谱和发射光谱两者的计算方法就是要算出激发态的能量. 

    设基态为 X，某个激发态为 A。在 g03 中， 

1. 用 HF 或 MCSCF，选择不同基组，对该分子基态进行几何优化并与实验值对比，检验可靠性。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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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验值，可以计算有实验值的其他类似分子。 

2. 用 cis 或 mcscf 对 A 态进行几何优化，得到 A 的平衡构型。 

3. 把 X 态设定为 A 态的平衡结构，用 TDDFT/CIS/CIS(D)/SAC-CI/MCSCF/ZINDO 计算该结构的垂直

激发能 T，此能量即为发射波长对应的能量。 

以上计算方案利用了 Franck-Conden 原理。（作者 shalysk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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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溶液中的计算 

1.目的。 
进行液相中分子的构型，频率，吸收光谱和反应机理的研究。可以这么说，气相中能

进行的研究在液相中都能进行。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研究的体系都是气相的。气相体系可以是很多体系的近似，但是

对于溶液中的反应就不合适了。实际上，在气相和溶液中的分子性质，过渡态等都有区别。

比如，溶液产生的静电场的作用就会给分子性质带来很大影响。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溶液

中的计算是通过用模型模拟溶液来实现的。因此计算效果和所能处理的分子和模型是有关

的。根据所看的文献：PCM 模型的计算效果比 Onsager 模型要好。但根据本人的计算实践

1. PCM 模型不能处理太大的分子，笔者所算的分子有 40 多个原子，用 Onsager 模型可以算，

但 PCM 模型不行，估计是模型自身的不足造成的；2。PCM 模型对内存的要求非常大。可

适用的内存至少要在 1.2G 以上（对笔者所算的分子）。详细情况看讨论部分。 
 

2.高斯自带的练习和理论模型介绍 
反应场模型 

非水溶液体系的一个理论模型是自洽反应场模型(Self-Consistent ReactionField，
SCRF)。这个方法将溶剂描述为连续的，均一的，介电常数 espon：反应场。溶质处于溶剂

内的空穴中。按照对空穴和反应场的定义而有了不同的理论模型。 
1. 简单的模型是 Onsager 反应场，这一模型中，溶质占据了溶剂场内的一个固定

的球形的空穴，半径 a0.分子的偶极诱导中间体的偶极，溶剂偶极产生的电场与分子偶极相

互作用。关键词 SCRF=Dipole。这个计算需要先计算算研究分子的体积。Onsager 模型的局

限：偶极矩为 0 的体系中，溶剂对这一模型没有任何贡献，其计算的结果与气相的结果是一

样的。 
2. Tomasi 的极化统一模型(Polarized Continuum Model，PCM)定义的空穴，由一系列

互相连接的原子球组成，溶液的极化作用采用数字积分，而不是 Onsager 方法中的解析积分。

另外两个等密度方法采用的也是数字积分。这一方法关键词为 SCRF=PCM。 
3. 等密度 PCM 方法(Isodensity PCM，IPCM)将空穴定义为分子的等密度面，这个等

密度面通过迭代产生，直到其形状不再发生变化。SCRF=IPCM。 
4. 等密度面是由分子的形状产生的，是空穴的自然的，直接的表述。但是，等密度

面与电子密度也有必要进行耦合，自洽等密度极化统一场模型(Self-consistentIsodensity 
Polarized Continuum Model，SCI-PCM)考虑了这一点，它在等密度面的迭代过程中考虑了溶

剂的影响，包含了溶剂能，而溶剂能本身又与等密度面相关。关键词 SCRF=SCIPCM。 
 
运行 SCRF 计算 
Gaussian 中的 SCRF 关键词表示了 SCRF 计算。进行 SCRF 计算需要输入溶剂的参数。 
各个方法所需要的参数如下。 
模型            所需参数                举例 
SCRF=Dipole     a0(A) epson             2.92 2.0 
SCRF=PCM        epson pts/sphere        2.0  100 
SCRF=IPCM       epson                   2.0 
SCRF=SCIPCM     epso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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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on 是溶剂的介电常数，本例中采用的是环己烷的数值 2.0. 
 
分子体积计算 
Gaussian 为 SCRF=Dipole（表示用 Onsager 模拟溶液）计算提供了分子体积计算。在运行单

点能计算时使用 Volume 关键词将计算 a0.如。 
下面是甲醛 RHF/6-31+G*计算得到的结果 
Recommended a0 of SCRF calculation = 2.92 angstrom (5.51 bohr) 
考虑到周围溶剂分子的范德华半径，这一结果比实际计算的值大 0.5 埃。 
 
Emaple 10_01a~b 溶剂中二氯乙烷旋转异构体的能量差异 

研究反式和偏转异构体在不同环境中的能量差异。计算偏转异构体在环己烷(epson=2.0)
中的 SCRF 单点能，分别采用 HF 和 MP2 等级的 Onsager 模型(a0=3.65)，采用 B3LYP 水平

的 IPCM 模型。所用基组为 6-31+G(d)。也计算在气相中的能量以及反式异构体的 IPCM 计

算。(由于反式异构体偶极矩为 0，没有必要进行 Onsager 计算)。 
在计算 SCRF 的同时，输出文件也给出气相的结果。 
气相结果在第一个 IPCM 迭代计算中给出。 
在 IPCM 计算中，溶液中的能量在 SCF 描述部分给出，寻找含有 Converfence Achieved 的信

息。对于 Onsager 模型计算，溶液中的能量标识为 Total energy(include solvent 三陵 energy)。
在 SCF 计算中，溶液中的能量在 SCF 迭代中产生，但对于 MP2 计算，只有在 SCF 总结描

述部分的能量包含了所有信息。 
 
本例中，要求设置 SCF=Tight。 
下面是计算结果。 
        气相                             
        HF              MP2             B3LYP 
反式    -997.03286      -997.55740      -999.02324 
偏转    -997.02974      -997.55499      -999.02043 
        环己烷 
        Onsager         Onsager         IPCM 
        HF              MP2             B3LYP 
反式    -               -               - 
偏转    -997.03075      -997.55583      -999.02254 
能量差(偏转-反式)(kcal/mol) 
                                                        实验 
气相    1.96            1.51            1.76            1.20 
环己烷  1.32            0.99            1.46            0.91 
溶剂效应-0.64           -0.52           -0.30           -0.29 
IPCM 方法得到 佳结果。这一体系的气相研究中已经显示，电子相关有很大的作用，因此

包含电子相关的方法得到好的结果也就可以理解了。 
 
Emaple 10-02a~c 甲醛在乙腈中的振动频率。 
乙腈具有很高的介电常数，达到 35.9，对溶质往往产生很大影响。 
研究方法如下（可以认为这是 Onsager 模型的计算步骤；SCIPCM 不需要计算分子体积）： 
在 HF/6-31+G(d)水平的基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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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体积计算 
SCRF 结构优化 
SCRF 频率分析 
采用的方法分别是 Onsager 和 SCIPCM 方法 
得到的空穴半径 3.65. 
乙腈对分子结构没有大的影响，O-C-H 键角有 0.3-0.4 度的变化，下面是频率比较 
                B1      B2      A1      A1      A1      B2 
气相计算        1190    1227    1489    1792    2829    2896 
    实验        1167    1249    1500    1746    2782    2843 
溶液 Onsager     1202    1222    1488    1766    2848    2924 
    SCIPCM      1205    1223    1485    1757    2860    2934 
    实验                1247    1503    1723    2797    2876 
计算的结果基本与实验值吻合，溶剂对溶质的主要振动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Exercise 10_01a~c 二氯乙烷旋转异构体的能量差异 
在液态二氯乙烷(epson=10.1)和乙腈(epson=35.9)中研究旋转异构体的能量差异实验值分别

为 0.31 和 0.15kcal/mol。 
分别采用 Onsager(HF，MP2)和 IPCM(B3LYP)模型，6-31+G(d)基组 
 
Exercise 10_02 甲醛的振动频率 
研究环己烷溶液中甲醛的振动频率 
 
Exercise 10_03a~f 溶液中的羰基振动 
研究甲醛，乙醛，丙烯醛，乙酰胺，丙酮，乙酰氯，乙酸甲酯中羰基振动频率在乙腈溶液中

的变化 
 
Exercise 10_04a~c N-甲基-2-硝基-乙烯基胺在溶液中的旋转势垒 
计算 C=C 键在邻二氯苯(epson=9.9)中的旋转势垒。步骤如下 
采用 Onsager 方法，RHF/6-31G(d)基组优化溶液中的结构 
确定连接两个极小值的过渡态。注意在溶液中进行优化 
进行频率分析计算 
在 B3LYP/6-31+G(d)水平下，采用同样 SCRF 方法计算能量 
计算旋转势垒。实验值 21.10kcal/mol 
计算得到的 Z-型到 E-型的势垒为 29.54kcal/mol。在气相中势垒为 41.8kcal/mol。 
 
Exercise 10_05a~b 利用呋喃康醛比较 SCRF 方法 
在乙醚溶液中比较两种呋喃康醛构型的能量差异。实验值为-0.53kcal/mol。 
结果为 
HF/6-31+G(d) SCRF=Dipole        -0.13 
MP2/6-31+G(d) SCRF=Dipole       -0.60 
B3LYP/6-31+G(d) SCRF=IPCM       -0.39 
B3LYP/6-31+G(d) SCRF=SCIPCM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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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坛上与溶液计算相关的讨论 
3.1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人: brucewu (bruc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23:12:19 2002)  

# RB3LYP/6-311+G(3df) SCRF=(PCM,Solvent=Heptane)   Test  

我用它来计算,却总是 link died, 不知道该怎么改,错在那儿了? 

  Re: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人: Gaussian98 (量化菜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14 23:23:39 2002)  

能不能把出错信息贴出来看看。就 out 或 log 

  Re: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人: brucewu (bruc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09:35:47 2002)  

 STVDrv-2 allocation failure:  iend,mxcore=   7805479   6291456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C:\G98W\l302.exe.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2.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10 Int=    0 D2E=    0 Chk=    1 Scr=    1  

是不是缺少了 heptane 的数据库文件呢? 

  Re: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16:05:08 2002)  

本身没有什么错误 是不是弥散函数选择的问题？换(d,p)或者(d)试试看吧 使用弥散函数时 好用

SCF=Tight  

note:  

SCF and DFT single point energ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basis sets which inc  

lude diffuse functions should always use the =Tight keyword to request tight  

SCF convergence criteria. 

  Re: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人: Elizerbeth (小小鸟~~~幸福的蔡鸟),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16:09:42 2002)  

L302 Calculates overlap, kinetic, and potential integrals  

  Re: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这句话怎么不对呀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an 15 16:16:06 2002)  

302 就死了呀 前面那步应该是 301，然后是 302，303，401，502，601 把你的体系拿出来看看  

有可能是基函数选择的问题，但肯定不是溶剂的问题 如果溶剂的问题应该 died at L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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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SCRF 中 PCM 的使用  

发信人: pandafu (pand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SCRF 中 PCM 的使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r 25 14:02:31 2002)  

用 SCRF 中的 PCM model 进行溶剂效应的计算，命令行如下：  

#p b3lyp/6-31G* scf=tight scrf=(PCM,solvent=water) sp  

error 为：  

Cycle   1  Pass 1  IDiag 1:  

  PEDRA: too many spheres; increase Omega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usr/g98/linda-exe/l502.exel.  

 Job cpu time:  0 days 13 hours  0 minutes 56.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514 Int=    0 D2E=    0 Chk=   16 Scr=    1  

我的这个分子很大，是否需要增加参数，还是 PCM 无法 deal with. 请大家指教！ 

   Re: SCRF 中 PCM 的使用  

发信人: demm (小米),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SCRF 中 PCM 的使用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Mar 30 08:00:37 2002)  

分子太大很难进行 pcm 计算， 试试 scf=direct 另外加大硬盘和内存 

 
3.3 请教：Opt(HBOND)及 PCM 的问题？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Opt(HBOND)及 PCM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un May 26 16:25:26 2002)  

Q1：有谁用过 OPT(HBOND)，对含氢键的体系使用或不使用这个 option 在构型优化时有什么区别？对

含氢键的体系的构型优化一定要用这个吗？又是如何使用的？  

Q2：我计算的是溶剂效应，用的是 discrete－continuum model，在 solute＋nH2O  

    cluster 的 QM 计算中构型能够优化，但是在 cluster＋PCM 的计算中构型优化不了，一直在振荡，用了

一些方法（如 scf＝qc；IOP(1/8=1)；opt＝loose 后再重新优化；OPT(maxcyc=500)等）都不行！请问您有

什么建议？ 

    Re: 请教：Opt(HBOND)及 PCM 的问题？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Opt(HBOND)及 PCM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7 10:38:17 2002)  

g98 手册上说 HBOND 和 NOHBOND 要在多余内坐标（addredundant）下使用。  

使用 addredun 的目的应该是确保有键连的原子之间成键如氢键。  

但是在 Opt(addredun,Hbond)和 Opt(addredun,NOHBOND)的计算中都说是语法错误， 这应该是 g98 的一

个 bug。（个人认为） 所以对含氢键的体系，用 addredun 坐标指点键连的原子，确保氢键的生成。是乎  

就不要在用 HBOND 这个 option 了。如：  

%chk=2h2o.chk  

# rhf/sto-3g opt(addredun)   

 

Title Card Required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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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H                  1              B1  

 H                  1              B2    2              A1  

 O                  1              B3    3              A2    2              D1  

 H                  4              B4    1              A3    3              D2  

 H                  4              B5    1              A4    3              D3  

 

   B1             0.960000  

   B2             0.960000  

   B3             1.920000  

   B4             0.960000  

   B5             0.960000  

   A1           109.471221  

   A2           109.471221  

   A3           109.471221  

   A4           109.471221  

   D1             0.000000  

   D2           126.357851  

   D3             6.357851  

 

 2  4  

 

××××××××××××××××××××××××××××  

请各位继续帮我解决在 PCM 计算中难优化构型的问题。 谢谢。 

   Re: 请教：Opt(HBOND)及 PCM 的问题？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Opt(HBOND)及 PCM 的问题？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May 27 17:10:04 2002)  

关于 HBOND 请看以下说明：  

Gaussian 98 Release Notes  

Last Update: 02/11/2002  

 Revision A.11.2 and A.11.3   

 

The generation of redundant internal coordinates for weakly bound complexes ha  

s been updated. The "HBond" and "AllHBond" options never did what the document  

ation suggested (and they have been removed); what is done in revision A.7 is   

to include Hydrogen bonds automatically. In addition, in connecting different   

fragments which are only weakly bound (hydrogen-bonded and otherwise), all pai  

rs of atoms with one atom in each fragment having distance within a factor of   

1.3 of the closest pair have their distances added to the internal coordinates  

. If at least 3 such pairs are found, then no angles or dihedrals involving bo  

th fragments are added. However, if only 1 or two pairs of atoms are close, th  

en the related angles and dihedrals are added in order to ensure a complete co  

ordinate system. As usual, the ModRedundant option can be used to add or remov  



 447

e any coordinates manually 

 
3.4 请教：溶剂化能的计算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溶剂化能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Jun 27 09:49:08 2002)  

在溶剂效应的性质中溶剂化（自由）能是个很重要的方面。 有谁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请指点一二！  

看了一些文献其基本的计算公式是： ∆Gsol=∆Gele+∆Gvw+∆Gcav  

你们是如何具体操作的，自己编程吗？ 

  Re: 请教：溶剂化能的计算  

发信人: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教：溶剂化能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l  2 12:33:24 2002)  

可用 SCRF(self consistence reaction field)方法  

Gaussian 中就是 SCRF 关键词 溶剂化自由能=静电作用能(ele)+非静电作用能  

仔细看看 help 吧，SCRF 两种模型，dipole 和 PCM  

dipole 项是 Onsager 模型，溶质分子在球腔中，球腔直径 Aw 是根据分子表面  

0.001 e/bohr^3 的等电荷面所包围的体积计算出来的，PCM 模型将溶质分子中原子加上范德华半径形成溶

质腔，溶质为连续的反应场  

溶剂可以选择已设定的，也可以自己输入，需要知道介电常数和分子直径 A0  

A0 是根据 Onsager 模型的体积求得得，即 Aw，可以用 Volume 关键词求得  

 

SCRF 输出例子：  

 

-------------- VARIATIONAL  PCM  RESULTS -------------  

 ------------------------------------------------------  

    <Psi(0)| H |Psi(0)>        (a.u.) =   -100.024068  

    <Psi(0)|H+V(0)/2|Psi(0)>   (a.u.) =   -100.028947  

    <Psi(0)|H+V(f)/2|Psi(0)>   (a.u.) =   -100.029186  

    <Psi(f)| H |Psi(f)>        (a.u.) =   -100.023819  

    <Psi(f)|H+V(f)/2|Psi(f)>   (a.u.) =   -100.029187  

    Total free energy in sol.  

    (with non electrost.terms) (a.u.) =   -100.028994  

 ------------------------------------------------------  

    (Unpol.Solute)-Solvent (kcal/mol) =     -3.06        静电项(包括极性  

    (Polar.Solute)-Solvent (kcal/mol) =     -3.37        和非极性作用)  

    Solute Polarization    (kcal/mol) =      0.16  

    Total Electrostatic    (kcal/mol) =     -3.21  

 ------------------------------------------------------  

    Cavitation energy      (kcal/mol) =      3.20        非静电项(包括  

    Dispersion energy      (kcal/mol) =     -4.12        空腔能量、分散  

    Repulsion energy       (kcal/mol) =      1.04        能和排斥能)  

    Total non electr.      (kcal/mol) =      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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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G (solv)          (kcal/mol) =     -3.09        总溶剂化自由能 

 
3.5 收敛问题请教！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收敛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20 00:39:47 2002)  

我在进行一个优化时候发现老是不收敛,有什么好主意吗?  

# opt=tight rhf/6-31+g(d) scrf=(pcm,solvent=Acetone) guess=mix  

liclo4  

 

0  1  

 Cl  

 O                  1        1.471364  

 O                  2        2.305362    1       38.426163  

 Li                 2        1.987657    1       92.981282    3        0.00000  

0  

 O                  2        2.384036    1       34.179640    3      118.12666  

2  

 O                  5        2.362324    2       60.300811    1       32.86858  

 

   Re: 收敛问题请教！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收敛问题请教！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Sep 20 07:56:30 2002)  

It is a fact that the inclusion of solvent decrease the accuracy of the  gradient. So it makes geometry optimizati

on more difficult. 

You may try OPT=GDIIS, or big or loose options. I am not sure which is working. But helpful. 

 
3.6 怎样使用高斯一个分子和水的能量 

   发信人: Tangdou (Tangdou),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怎样使用高斯一个分子和水的能量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Sep 30 20:57:05 2002)  

我在算一个分子和一个水分子的体系，使用高斯计算能量时，收敛的太慢了，怎么办？ 有没有更好的

办法？谢谢  

   Re: 怎样使用高斯一个分子和水的能量  

发信人: silali (Geek),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样使用高斯一个分子和水的能量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 00:14:01 2002)  

输入结构时,加 X 原子,增加结构的对称性,减少优化变量 

  Re: 怎样使用高斯一个分子和水的能量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怎样使用高斯一个分子和水的能量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Oct  1 16:32:12 2002)  

根据你的化学模型，固定一些不重要的变量。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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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H-OH  

 

如果你的研究的体现是氢键问题，B...H 距离很重要，H2O 的健长个健角能优化 好，HOHB 的二面

角就不用优化了，这个角度对能量影响很小，很难优化，实际上也没多大的意义。 

 
3.7 溶液中可以计算光谱吗？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溶液中可以计算光谱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l 30 15:05:37 2002)  

我想利用GAUSSIAN98中的 SCRF中的 PCM model在考虑溶剂效应的前提下计算单个分子（比如丙酮）

和离子（如高氯酸根）的构型和 IR、RAMAN 光谱，能行的通吗？ 

    Re: 溶液中可以计算光谱吗？  

发信人: chemis (Gogo),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溶液中可以计算光谱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Jul 30 21:40:10 2002)  

用 SCI-PCM 模型是可以的。 opt freq 同用。 

     Re: 溶液中可以计算光谱吗？  

发信人: huafeihua (花非花),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溶液中可以计算光谱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26 15:00:07 2002)  

我 近在做溶液中的离子的构型优化和频率计算。可是发现里面有好多问题。  

1.OPT 和 FREQ 手册上说不能同时使用，可是为什么我看到好多例子都是同时使用的。  

2.那一个模型里面都可以进行 FREQ 计算吗？HELP 好象说的不是。 

     Re: 溶液中可以计算光谱吗？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溶液中可以计算光谱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hu Sep 26 19:24:15 2002)  

【 在 huafeihua (花非花)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 近在做溶液中的离子的构型优化和频率计算。可是发现里面有好多问题。  

: 1.OPT 和 FREQ 手册上说不能同时使用，可是为什么我看到好多例子都是同时使用的。  

    我一般是分两步进行的，到底如你所说的可不可以，做个 test。  

: 2.那一个模型里面都可以进行 FREQ 计算吗？HELP 好象说的不是。  

    频率计算对优化后的结构才有意义，而现在的 continuum model 的结构优化  

    从头算是不能考虑相关能的，也就是只有 hf 方法了，另外 DFT 方法可以优化。 

 
3.8 请教各种溶剂化能的计算  

发信人: jdz (jdz),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教各种溶剂化能的计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Oct 14 11:53:12 2002)  

1，对于簇模型方法，  

溶剂化能＝M(H2O)n - M - nH2O  

 

2，对于 Onsag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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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给出，如：  

 Total energy of solute =  -134.279033162  

 Total energy (include solvent energy) =  -134.278638203  

 Total energy (without reaction field) =  -134.278243243  

其溶剂化能应该是后两者的能量差。但"Total energy of solute"是什么意思，按我理解  

其值应该等于 Total energy (without reaction field)？  

 

3，对于 PCM model，  

计算结果给出，如：  

 -------------- VARIATIONAL  PCM  RESULTS -------------  

 ------------------------------------------------------  

    <Psi(0)| H |Psi(0)>        (a.u.) =   -134.278282  

    <Psi(0)|H+V(0)/2|Psi(0)>   (a.u.) =   -134.285153  

    <Psi(0)|H+V(f)/2|Psi(0)>   (a.u.) =   -134.285731  

    <Psi(f)| H |Psi(f)>        (a.u.) =   -134.277333  

    <Psi(f)|H+V(f)/2|Psi(f)>   (a.u.) =   -134.285733  

    Total free energy in sol.  

    (with non electrost.terms) (a.u.) =   -134.286138  

 ------------------------------------------------------  

    (Unpol.Solute)-Solvent (kcal/mol) =     -4.31  

    (Polar.Solute)-Solvent (kcal/mol) =     -5.27  

    Solute Polarization    (kcal/mol) =      0.60  

    Total Electrostatic    (kcal/mol) =     -4.68  

 ------------------------------------------------------  

    Cavitation energy      (kcal/mol) =      8.97  

    Dispersion energy      (kcal/mol) =    -12.72  

    Repulsion energy       (kcal/mol) =      3.49  

    Total non electr.      (kcal/mol) =     -0.25  

 ------------------------------------------------------  

    DeltaG (solv)          (kcal/mol) =     -4.93  

但是在 PCM MODEL 的计算中以上结果是在第一个循环后并不是在结构优化后，在结构优化  

中没有给出(Unpol.Solute)-Solvent, (Polar.Solute)-Solvent, Solute Polarization  

, Total Electrostatic, 及 终的 DeltaG (solv), 也就是说计算的溶剂化能是对初始  

结构，并不是对优化的构型？对优化后的构型是如何计算其溶剂化能的? 

优化构型后加一个单点计算也不能显示 DeltaG (solv)，重新进行优化应该死可以显示得  

到 DeltaG (solv)，且不会费太多时间，但是这就麻烦了些！ 

 
 
3.9   请问 PCM 能用在过渡金属上吗？  

发信人: shalene (aaa),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请问 PCM 能用在过渡金属上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19 15:50:09 2002), 站内信件  

 

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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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请问 PCM 能用在过渡金属上吗？  

发信人: berlin (lin),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请问 PCM 能用在过渡金属上吗？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Sat Oct 19 20:59:11 2002), 站内信件  

结果很差,例如有一个二价的 Zn,Population Analysis 却显示电荷为+30,delta G(solv)为负的几千千卡每

摩,结果显然是很荒谬的  

不过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有时不得不用 Gen 来给过渡金属另行指定 ECP 基组,这用来优话构型和算能

量可能还可以,但涉及到偶极可能就不行了  

类似的还有 Oniom 方法,Gaussian 的编写者自己都承认那是一个很不稳定的方法,不过据说  

G2002 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改进,到时可能 QM/MM 方法就能广泛地应用了//期待中 

 
3.10 ghb (Never is a long time),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代友发文，希望同行给点建议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Mon Jan  7 21:36:24 2002)  

用 SCRF 关键词，可以指定它给出的系列溶剂（默认为 H2O） 可供选择的有 19 种溶剂，可以在 SCRF

关键词里面查到，也可以写成 SCRF=N  (N=1~19,分别对应 N 所代表的溶剂）  

也可以用自己设定的溶剂 但是要在输入它的介电常数和溶剂半径 A0  

介电常数可以查化学手册，A0 可以用 Volume 关键词进行计算  

计算方法可以选择 PCM 和 Dipole 两种模型  

e.g.  

 

# RHF/6-311++G(d,p) OPT=VTight Freq SCRF(PCM,Solvent=4) Test  

 

在甲醇溶剂中用 PCM 方法进行优化和频率计算  

 

【 在 brucewu (bruce) 的大作中提到: 】  

: 是要选一些类似的试一下.  

: 我现在是想知道,用 Gaussian 进行溶液计算,  

: 应该怎样输入  

: 采用那些关键词和计算方法  

: 请仁兄指教. 

 
3.11  如何进行溶剂化效应的激发态构型优化  

发信人: zindo (娃娃),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如何进行溶剂化效应的激发态构型优化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19 10:11:46 2002)  

如何进行溶剂化效应的激发态构型优化，需要用那些关键词。  

用 OPT + CIS + SCRF(PCM) 提示  

"Only single-point PSCF with reaction field." 
     Re: 如何进行溶剂化效应的激发态构型优化  

发信人: gobin34 (小胖子), 信区: Gaussian         

标  题: Re: 如何进行溶剂化效应的激发态构型优化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Tue Nov 19 16:30:38 200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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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ian 98: Solvation Models   

All of these models employ a self-consistent reaction field (SCRF)  

 methodology for modeling systems in solution.   

Onsager model (dipole and sphere) [150,151,152,153], including analytic   

first and second derivatives at the HF and DFT levels, and single-point  

 energies at the MP2, CI, CCD, and QCISD levels.   

Polarized Continuum (overlapping spheres) model (PCM) of Tomasi and coworkers  

 [155, 154, 343, 347, 346, 345, 350, 344, 352] for analytic energies and   

gradients at the HF and DFT levels.   

 

IPCM (static isodensity surface) models [156] for analytic energies at the  

 HF and DFT levels.  

 

SCI-PCM (self-consistent isodensity surface) model [156] for analytic   

energies and gradients and numerical frequencies at the HF and DFT levels.  

 
3.12 我又试了 SCI-PCM 方法,但又出错,信息如下: 

ARNING!  Serious error in surface integrals. 

Nuclear flux =    214.99 Qnuc =   218.00 Error in int =     0.00  

It is probable that some of the solute is outside the cavity and/or 

parts of the cavity surface cannot be reached from the origin. 

Try more integration points or a different set of integration origins.  

Surface Problems in SciFoc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e:\g03w\l502.exe at Tue Jun 29 16:41:38 2004.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3 minutes 30.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46 Int=      0 D2E=      0 Chk=     1 Scr=      1 

从提示来看，要增大格点。我已经试了用 Integral（Grid=UltraFine） 指定（99.590）格点,而默认

的是（75.302）格点。但不行还是出错,像这种问题该怎样处理?怎样才能实现"a different set of 

integration origins",需要用什么命令?多谢! 

   自出错后,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就以目前的计算经验来说,不应该出现一算就报错的情况了.研究了程

序中自带的例子和出错信息:It is probable that some of the solute is outside the cavity and/or parts 

of the cavity surface cannot be reached from the origin.Try more integration points or a different 

set of integration origins. 

怀疑是模型有问题,不能处理太大的分子.为证实这种想法,作了以下测试,逐步增大分子,看在是否会在分

子达到一定程度时报错. 

（1）C8H16 104 basis functions, opt hf/3-21g scrf=(scipcm,solvent=methanol)  

可以计算. 

（2）C10H10N2O 137 basis functions # opt rb3lyp/3-21g* scrf=(scipcm,solvent=methanol)  可以算 

（3）C12H13N5OS 207 basis functions  # opt rb3lyp/3-21g* scrf=(scipcm,solvent=methanol) .可以

算   

（5）C13H15N5OS  220 basis functions  # opt rb3lyp/3-21g* scrf=(scipcm,solvent=methanol)  

可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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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14H17N5OS  233 basis functions, # opt rb3lyp/3-21g* scrf=(scipcm,solvent=methanol)可以

算。 

（8） C15H19N5OS  246 basis functions # opt rb3lyp/3-21g* scrf=(scipcm,solvent=methanol),可以

算。 

（9）C16H21N5OS 259 basis functions  # opt rb3lyp/3-21g* scrf=(scipcm,solvent=methanol) 报错,

信息与我第一次出现的相同: 

WARNING!  Serious error in surface integrals. 

Nuclear flux =    181.52 Qnuc =   184.00 Error in int =     0.00 

It is probable that some of the solute is outside the cavity and/or 

parts of the cavity surface cannot be reached from the origin. 

Try more integration points or a different set of integration origins.  

Surface Problems in SciFoc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e:\g03w\l502.exe at Fri Jul 02 10:06:09 2004. 

Job cpu time:  0 days  0 hours  2 minutes 53.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38 Int=      0 D2E=      0 Chk=   1 Scr=    1  

现在需要证明是分子大小的影响还是基函数的影响。个人认为是分子大小的影响，但还需要证实当基函大

于 259 时不会出错，才能更能有力的说明是分子的大小而不是基函数的数目在影响计算。 

（10）C12H13N5OS  315 basis functions, # opt rb3lyp/6-31g* scrf=(scipcm,solvent=methanol) 

可以算。所以可以得出是分子的体积而不是基函数在影响计算。估计在建模时,所给的模型不能处理大的分

子,所以会出现溶质分子在空穴之外的错误提示,不知理解的如何?根据提示应该是有补救的手段:增大积分

点或换一套积分模式,但在手册中没有提到.高斯公司不回我的信,真是想不通. 

卞老师多谢.在PCM模型中有定义计算网格点的命令,通过这个命令可以增加积分的密度.觉得在SCIPCM模

型中也应该有,可高斯03手册中给的关于SCIPCM的介绍太少,不知你能否给我介绍一下?不知怎么会事,

给高斯公司技术服务部发了四封信,一封都没回,以前不是这样的. 

Try more integration points or a different set of integration origins.卞老师,后面这个建议是什么意思?多谢! 

    高斯公司回复了! 

 #p pbe1pbe/6-31G* opt scrf=scipcm test  

ethene in dichloromethane  

0  1  

C C,1,CC H,1,CH,2,HCC H,1,CH,2,HCC,3,180.,0 H,2,CH,1,HCC,3,180.,0 H,2,CH,1,HCC,4,180.,0 

CC=1.31477 CH=1.07363 HCC=121.8867 8.93 0.0004 302 1 3 F 0 The allowed values on the above 

line are summarized below:        

Input:  Epsi   Cont   IPhi ITheta ISurf NoPrun IScal        

e.g. :  78.3  0.0004   40    20     3     F      0        

Epsi = Dielectric constant of solvent      

Cont = value of isodensity surface in atomic units.  0.0004 au              is recommended 

and the default.        

IPhi = Number of phi values for numerical surface integration,              or number of points 

in a Lebedev grid.  Default is 302.       ITheta = Number of theta values for numerical surface 

integration,            1 to use a Lebedev grid, which is the default.        

ISurf = Whether to do surface integrals using a single origin (2)               or piecewise, 

using Becke grids (3).  3 is most general               and the default, but 2 is fast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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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x cavities.    NoPrun = Whether to not prune out close points in conductor 

scaled                calculations. Default is False.  

Internally DoPrun =   .not.NoPrun        

IScal = Whether to scale the polarization charges.0=no.1=yes, scale negative and positive 

charges separately and  uniformly so that the total polarization charge equals  -(1-1/epsi) 

times the charge of the solute molecule. This  corresponds to localization of the solute 

charge  distribution in the cavity.  2=yes, scale the polarization charges so that the  TOTAL 

potential at all points on the cavity surface is  zero when the medium is a conductor 

(epsi=infinity).  Default is 2.  Explicit derivatives of the scale factors  are available for 

0 and 2 only 

3.13 是在优化好的结构上作的频率计算.真是太奇怪了,以前作气相中的计算时,很少会出现频率计算报错

的情况,就是有,通过增大 RWF 文件的空间和可使用的硬盘空间,问题也就解决了.可这个不行.报错时

RWF文件只有944MB,可见不是这个报错不应该是空间的问题,而且我也试了增大RWF文件的空间和可使

用的硬盘空间.仍然是在下面这个位置报错.如果说结构不合理,也不太可能,因为结构是优化好的,难

道是模型的问题吗?请大家帮忙会诊一下. 

输入信息: 

%chk=B3LYP3-21(d)freq 

%mem=95MW 

%rwf=1,2gb,2,2gb,3,3gb,4,4gb 

%nproc=1 

Will use up to    1 processors via shared memory. 

Default route:  MaxDisk=6000MB 

-------------------------------------------------------------- 

# freq rb3lyp/3-21g* scrf=(solvent=methanol) geom=connectivity  

出错信息如下: 

NSum of APT charges=   0.35270 

   APT Atomic charges with hydrogens summed into heavy atoms: 

             1 

    1  Br  -0.348376 

    2  S   -1.146245 

    3  O   -1.027842 

    4  N   -0.834813 

    5  N   -0.186505 

    6  N   -0.150731 

    7  N   -0.852982 

    8  N   -0.259442 

    9  C   -0.033129 

   10  C    0.118845 

   11  C   -0.036959 

   12  C    0.089505 

   13  C   -0.082063 

   14  C    0.686961 

   15  C    1.20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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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   -0.788394 

   17  C    0.826498 

   18  C    0.065219 

   19  C    0.718120 

   20  C   -0.076351 

   21  C    0.050490 

   22  C   -0.102428 

   23  C    0.519564 

   24  C   -0.086937 

   25  C    0.060537 

   26  C    2.025635 

   27  H    0.000000 

   28  H    0.000000 

   29  H    0.000000 

   30  H    0.000000 

   31  H    0.000000 

   32  H    0.000000 

   33  H    0.000000 

   34  H    0.000000 

   35  H    0.000000 

   36  H    0.000000 

   37  H    0.000000 

   38  H    0.000000 

   39  H    0.000000 

   40  H    0.000000 

   41  H    0.000000 

   42  H    0.000000 

Sum of APT charges=   0.35270 

Electronic spatial extent (au):  <R**2>= 16756.0205 

Charge=     0.0000 electrons 

Dipole moment (field-independent basis, Debye): 

   X=     4.4781    Y=   -13.9645    Z=     5.1624  Tot=    15.5471 

Quadrupole moment (field-independent basis, Debye-Ang): 

  XX=  -171.9310   YY=  -177.5606   ZZ=  -168.0004 

  XY=    55.2926   XZ=    -0.8687   YZ=    -2.9272 

Traceless Quadrupole moment (field-independent basis, Debye-Ang): 

  XX=     0.5663   YY=    -5.0633   ZZ=     4.4969 

  XY=    55.2926   XZ=    -0.8687   YZ=    -2.9272 

Octapole moment (field-independent basis, Debye-Ang**2): 

 XXX=    76.3040  YYY=  -260.9683  ZZZ=    10.1579  XYY=   192.9949 

 XXY=  -153.3713  XXZ=    -6.1382  XZZ=    78.1987  YZZ=   -36.9377 

 YYZ=    32.8431  XYZ=    22.2143 

Hexadecapole moment (field-independent basis, Debye-Ang**3): 

XXXX=-12680.0968 YYYY= -6426.2374 ZZZZ=  -584.3541 XXXY=   456.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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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Z=   240.0490 YYYX=  1028.6885 YYYZ=     5.0575 ZZZX=  -109.8996 

ZZZY=   -36.8108 XXYY= -3348.7631 XXZZ= -2487.6433 YYZZ= -1137.9718 

XXYZ=    94.1140 YYXZ=   -65.0780 ZZXY=   -70.7703 

N-N= 2.709998116592D+03 E-N=-1.489621355248D+04  KE= 3.981653343482D+03 

 Exact polarizability: 490.904 -43.677 431.547  42.754  -2.982 143.667 

Approx polarizability: 521.672 -44.663 496.046  54.897  -8.847 176.906 

D1PCM: PCM CHGder 1st derivatives, ID1Alg=0 FixD1E=F DoIter=F I1PDM=0. 

D2PCM: PCM 2nd derivatives, FixD2E=F I1PDM=0. 

D2PCM-2 allocation failure:  iend,mxcore= 119167574  99361975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e:\g03w\l701.exe at Mon Jun 28 05:48:45 2004. 

Job cpu time:  0 days  6 hours  5 minutes 37.0 seconds. 

File lengths (MBytes):  RWF=    943 Int=      0 D2E=      0 Chk=      3 Scr=      1 

 

Sum of APT charges=   0.35270:电荷总和不为零.但 Sum of Mulliken charges=   0.00000.此外错

误还在: D2PCM-2 allocation failure.但不知该怎样处理,还请大家帮忙看看.多谢!  

   会不会是内存不够？ 

    "%mem=95MW"内存设置的是 760MB,总共只有 1G 的内存,就是在往大里设,也大不了多少了.不过很有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因为我作了几个小分子的运算(在同一水平上),没出错.现在已把内存设到 820MB(我

用的是 XP 操作系统,本身就需要很大的空间),到明天看情况如何吧.多谢! 
    内存不足，我计算的分子比你的少 10 来个原子，也必须用 900M 内存呢 

    我在 rb3lyp/3-21g*和 CIS/sto-3g 下运算，一出错就是加内存条，逼得我重新买了一块主板，已经 1.28G

内存了，大一点的基组还是不能用。 

 

3.14 求助 G03 进行 PCM 计算出错 

   在用 G03 的 PCM 计算过渡态的溶剂化效应时,报告有未连成键的原子,计算以出错退出.请高手指教. 

现把出错信息附上,请各位帮忙:  

United Atom Topological Model (UA0  parameters set). 

UA0: Hydrogen    2 is unbound. Keep it explicit at all point on the 

UA0: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 to get meaningful results. 

Error termination via Lnk1e in /usr/g03/l301.exe at Sat Sep 21 21:27:27 2002. 

 L301Generates basis set information 你把你的 input file 给出大家看看 

input file 如下:  

%Mem=400MB 

#P B3LYP/6-311++G** SP SCF=Tight SCRF=(PCM,Read,Solvent=DMSO)  

SP  

-1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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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ho2 

c   2 ch3        1 cho3 

c   3 cc4        2 cch4         1 dih4 

c   4 cc5        3 ccc5         2 dih5 

c   4 cc6        3 ccc6         2 dih6 

c   4 cc7        3 ccc7         2 dih7 

 

 

3.15 请问溶剂半径怎么算 

 我用的溶剂高斯里面没有,只能用 read 关键词设定.但RSOLV的值不知怎么计算.问过高斯公司的人.他也没

说具体的方法.只给我文献.但那文献我又找不到.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验,指点一下?谢谢.(volume 好象只是

给 onsager 模型用的.) 

yyt-origin: 在 SCRF 理论里，好象溶剂化体积指得是溶质的体积，先用关键词 VOLUME 计算出体积，同时

也给出了半径，加上溶剂的介电常数就可以计算溶剂化的 SCRF 条件下的优化及能量了 

michaelw: volume 算的是给 onsager模型用的.我想用的 cpcm.以前 g98有 bug.RSOLV怎么输能量结果都是一

样的.03 已经改进了.能量随 RSOLV 变化不小.如果我不能确定一个合理半径.我不能确定我得到了合理的能

量 

pupa: 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改用 SCI-PCM 方法，只需提供溶剂的介电常数即可；二是直接计算溶剂半径．先

优化单个溶剂分子的构型， 后的结果中会给出其体积和半径． 

狼外婆: 1. gaussian98 中的 VOLUME 关键词只能用 ONSAGER 模型的计算。 

2。使用 PCM，DCM，IEFPCM 的时候如果没有定义的溶剂，的确自己要加介电常数和溶剂半径的。后

者是实验值，在一些文献里可以查到。溶剂化模型的提出者（哪个什么 T什么 I的）建议过几篇文

献。 

3。溶液中的性质和模型的选折有很大关系。 

4。SCIPCM 模型不好用。老是出错。我用它的计算很少能完成的。 

Yyt-origin: 我一般先用关键词计算溶质的体积。当然也可计算溶剂的体积，然后查找溶剂的介电常数，

利用 PCM 模型来计算溶剂化条件下的结构优化及振动频率。 

Michaelw: yyt-origin 请问你是用什么算溶剂的体积?volume 只能用于 onsager 模型.我算了一下水算出来的

半径和高斯对水做溶剂半径是相差很大的.PCM 下优化构型很难收敛啊.有没有好的经验介绍一下?PCM 中

有很多种你用的是那一种啊?你为什么要选这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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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量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