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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ridMol 简介 
GridMol 是一款设计为集分子建模、科学计算、分子信息可视化等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型计算化学软件系统。该系统服务器端通过网格中间件高效利用网格中的各种硬件、软件资

源，浏览器端提供图形化的计算化学前、后处理功能。GridMol 系统基于 Java 和 Java 3D API

设计实现，具有跨平台和网络运行的优点。 

GridMol 主要包括以下功能： 

◆ 支持多种格式分子文件中分子结构的查看 

◆ 提供多种模式显示分子的三维结构 

◆ 显示及修改分子结构参数信息 

◆ 支持用户创建新的分子模型或根据用户需要对分子模型进行添加/删除原子（基团）、修改

分子结构参数等修饰的建模功能，并提供分子结构加氢功能 

◆ 保存分子结构到多种格式分子文件及图片 

◆ 提供与高性能计算平台的接口，通过提交表单生成多种计算化学软件的计算输入文件并提

交到高性能计算平台进行计算 

◆ 支持 Gaussian 软件计算结果文件中的信息处理与可视化功能 

 

通过 GridMol 软件系统，用户可以方便快捷地完成计算化学研究的前处理过程，进行计

算作业提交以及计算结果后处理。 

2． 安装与系统配置 
GridMol 运行目前支持两种方式：Java Applet 和 Java web Start，前者通过浏览器加载网

页运行，后者通过运行下载的 GridMol.jnlp 文件加载运行。 

以下对几个操作系统版本的系统配置进行说明： 

 Windows 系统  

1） Java Applet 方式 

a) 下载 jre1.8（点击下载）,双击按照提示完成 JAVA 运行环境的安装。 

b) 下载 Java3d 1.5（点击下载），双击完成 Java3d 环境的安装。 

c) 配置 JAVA 控制面板，将网站加入‘例外站点’列表 

控制面板->java->安全->编辑站点列表 



 

d) 修改 C:\Program Files (x86)\Java\jre1.8.0_231\lib\security\java.policy" 文件，在末尾

增加以下两行 

permission java.lang.reflect.ReflectPermission "suppressAccessChecks" ,"*"; 

permission java.lang.RuntimePermission"accessDeclaredMembers","*"; 

e) 点击 http://gridmol.vlcc.cn/GridMol.html 启动 GridMol 软件，如有安全提示，选择

“不阻止”或“信任” 

注意：请尽量使用 IE 浏览器启动，其他浏览器不保证能运行。 

2） Java Web Start 方式： 

a) 下载 OpenWebStart 软件（点击下载），双击按照提示安装。 

b) 下载 Java3d 软件（点击下载），双击按照提示安装 

c) 将 java3d 加入到环境变量中。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 ->属性 ->高级系统设置 ->环境变量，将‘C:\Program 

Files\Java\Java3D\1.5.1\bin’加入到 PATH 中。 



 

d) 点击下载 GridMol.jnlp 文件，并双击启动 

注意： 

a) 适用于 Window10 64 位操作系统 

b) 第一次运行 GridMol.jnlp 文件时，OpenWebStart 会下载 Zulu-11.05 的运行环境（约

190M），请耐心等待软件加载过程。 

 Linux 系统 

a) 下载 OpenWebStart 软件（点击下载） 

双击按照提示安装或通过命令行运行‘dpkg -i OpenWebStart_linux_1_1_1.deb’进行

安装。默认安装路径为/opt/OpenWebStart 目录 

b) 下载 Java3d 软件（点击下载），双击安装或通过“./ java3d-1_5_1-linux-amd64.bin”

安装。默认安装路径为$PWD/lib/ 

c) 设置 LD_LIBRARY_PATH 

vi ~/.bashrc 

export LD_LIBRARY_PATH=/path/to/java3d/lib/amd64/:$LD_LIBRARY_PATH 

 source ~/.bashrc 

d)   点击下载 GridMol.jnlp 文件并使用 javaws 启动 

/path/to/OpenWebStart/javaws -jnlp /path/to/GridMol.jnlp 

注意： 

a）   适用于 Ubuntu 系统 18.04 及以上 

b） 第一次运行 GridMol.jnlp 文件时，OpenWebStart 会下载 Zulu-11.05 的运行环境（约

190M），请耐心等待软件加载过程。 

 Mac 系统 

a) 点击下载 OpenWebStart 并安装 

b) 点击下载 java3d，解压后设置 



export j3d_path = /path/to/java3d_1.6 

export CLASSPATH=$j3d_path/j3dcore.jar:$j3d_path/j3dutils.jar:$j3d_path/vecmath.jar: 

$j3d_path/gluegen-rt-natives-macosx-universal.jar:$j3d_path/gluegen-rt.jar:$j3d_path/jogl-all-

natives-macosx-universal.jar:$j3d_path/jogl-all-noawt-natives-macosx-universal.jar:$j3d_path 

/jogl-all.jar 

 

c) 点击下载 GridMol.jnlp 文件并使用 javaws 启动 

在 terminal 输入 open ./GridMol.jnlp –a “OpenWebStart javaws” 

等待运行环境下载后启动 GridMol 软件 

注意： 

1） 适用于 Mac10.13.6 系统及以上 

2） 第一次运行 GridMol.jnlp 文件时，OpenWebStart 会下载 Zulu-11.05 的运行环境（约

190M），请耐心等待软件加载过程。 

 

3．GridMol 图形用户界面基本控件 

3.1 主界面 

GridMol 图形用户界面基本控件包括：菜单栏、工具栏、模型浏览器、模型显示窗口、

激活窗口标签和状态栏。 

 



 
                        

3.2 菜单栏 

● 文件：实现包括新建、打开、保存分子结构、以及退出程序等操作； 

● 编辑：实现对原子、残基、链及整个分子的选择操作。修改分子结构几何参数过程中撤销、

重做等操作。 

● 视图：实现分子模型的显示效果操作和对分子模型的操作控制。 

● 结构：显示分子模型的几何结构参数、分子建模和分子修饰及结构加氢等操作。 

● 计算：计算输入文件配置，计算登陆与作业提交及作业运行状态监控。 

● 结果：图形化显示和查看 Gaussian 计算结果，包括 Opt 轨迹、IRC 轨迹、结果概要、电荷

分布、振动模式、谱图等。 

● 动画：动画显示分子振动情况，动画查看分子旋转效果。 

● 帮助：显示开始页，选择软件显示语言及查看示例分子文件等。 

3.3 工具栏 

下面表格里列出了工具栏中包括的工具标签、名称、工具设定的目的、以及可能对应的

快捷键。工具栏中的工具主要分为四大类：标准工具（ ）、模式转换工具（ ）、

元素动态周期表查询及分子建模工具（ ）、修改分子工具（ ）和网格操

作工具（ ）。 

图标 名称 目的 快捷键 

 
新建文件 产生一个新的分子模型窗口 Ctrl+N 

Manu bar

菜单栏
Tool bar

工具栏

Model explorer

模型浏览器

Model window

模型窗口

Status bar

状态栏

Active window tab

激活窗口标签



 
打开文件 打开一个 GridMol 可以支持的文件 Ctrl+O 

 
保存文件 保存一个分子结构到 GridMol 可以支持的文件 Ctrl+S 

 
旋转模式 

将鼠标在分子模型窗口中的操作转换到旋转模式，此

模式下鼠标点击原子进行选择 
 

 
查询模式 

将鼠标在分子模型窗口中的操作转换到查询模式，此

模式下鼠标点击原子进行几何结构参数查询 
 

 
更多基团 打开一个更多基团选择窗口用于建模  

 
元素周期表 打开一个元素周期表窗口用于建模  

 
删除原子 删除被选中的原子及与其连接的氢原子  

 
修改键长 修改被选中两个原子之间的距离和它们之间键的类型  

 
修改键角 修改被选中三个原子之间的夹角角度  

 
修改二面角 修改被选中四个原子之间的二面角角度  

 
计算登陆 登陆网格进行计算  

 
计算向导 

提供 Gaussian、Molpro、ADF、Gromacs、LAMMPS、

nwchem 等常见软件的计算向导 
 

 
注销登陆 注销网格的登陆状态  

3.4 鼠标的使用 

GridMol 设计了三键鼠标的移动与分子操作之间的交互作用，下面表中列出了鼠标各键

的作用。 

鼠标键 动作 作用 

左键 点击 选择一个目标（查询模式下）或添加一个基团或分子片段（建模状态下） 

Ctrl+点击 增加一个选择目标 

左右拖动 沿 y 轴旋转 

上下拖动 沿 x 轴旋转 

中键 上下拖动 放大缩小分子 

右键 左右拖动 左右平移 

上下拖动 上下平移 

 

4．用户操作指南 
用户可以通过 GridMol 软件打开分子文件查看分子的结构，在分子模型主窗口中新建分



子模型或者在已有的分子模型上进行删除原子/基团或添加原子/基团等操作。高性能计算平台

用户还可以通过 GridMol 提交计算作业并可以进行 Gaussian 软件计算结果文件的可视化分析

等操作体验。 

 

4.1 打开、显示和保存分子 

打开、显示分子 

从“文件”菜单选择“打开文件”、或者直接点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O，可以启动打开文件对话框。 

GridMol 目前支持的文件格式有 xyz、pdb、com、gjf、nw、inp 等常见软件格式。点击应

用软件图标可以激发相应软件格式的打开功能。 

 
                   

选择应用软件后，点击“浏览”按钮选择要打开的文件或者直接输入文件的绝对路径。 

 
 



打开文件之后，模型窗口中显示出球/棍模式的分子结构，模型浏览器中显示出分子结构的层

次列表。 

 

保存分子 

从“文件”菜单中点击“保存为分子…”选项、或直接点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或者在分

子模型窗口点击右键菜单选择“保存”选项，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S。弹出保存分子文件对

话框  

 
 

GridMol 目前可以将分子结构保存为 smiles 格式、xyz 格式、pdb 格式和 Gaussian 程序的输入

文件格式（.com 和.gjf）。用户在“文件类型”下拉框中选择需要保存的文件格式，在“文件名”

文本框中输入文件名，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分子结构为图片 

    GridMol 可以将分子结构保存为图片。从“文件”菜单选择“保存为图片”选项，弹出保存为



图片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在保存为图片的对话框中的文本框里输入保存的图片名称（例如 test.jpg）后，点击“保存”

按钮，分子结构即被保存到图片 test.jpg 中。 

4.2 查看与操作分子 

打开一个分子之后，可以对分子进行查看或者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 

操作分子 

    在模型窗口中操作分子的动作包括：旋转、平移、缩放和置中。 

旋转 

在模型窗口中任意位置，按住鼠标左键拖动，旋转分子。左右拖动，分子绕 y 轴旋转；上下

拖动，分子绕 x 轴旋转。 

平移 

在模型窗口中任意位置，按住鼠标右键拖动，平移分子。 

缩放 

在模型窗口中任意位置，按住鼠标中键上下拖动，缩放分子。 

置中 

从“视图”菜单，点击“置中”选项或者在模型窗口中右键选择“居中”选项，模型窗口中

的分子被放置在模型窗口的中心 

选择 

（1）模型窗口中鼠标点击原子进行选择 

“编辑”菜单中的“选择”、“选择所有”和“取消选择”选项控制选择的目标。其中“选择”选项



包含“原子”、和“链”两个子选项，分别控制鼠标点击选中的目标。当模型窗口中的目标被选

择之后，目标的颜色呈现黄色。 

（i）“编辑”“选择”点击“原子”后 

鼠标移动到模型窗口中某个原子上方，单击鼠标左键，即可选中该原子。被选中的原子

将呈现黄色。在下方的状态栏会显示该原子的原素符号、编号以及坐标信息。如果再单

击另外一个原子，前一个被选中的原子将会自动取消选中。要选中多个原子，需要按住

Ctrl 键。 

（ii）“编辑”“选择”点击“链”后 

鼠标移动到模型窗口中某个原子上方，单击鼠标左键，即可选中该原子所在的链。被选

中的链将呈现黄色。如果再单击另外一个链上的原子，前一个被选中的链将会自动取消

选中。要选中多个链，需要按住 Ctrl 键，然后逐个点击需要选中的链上的原子。点击模

型窗口空白处，会取消选中。此功能可在模型浏览窗口鼠标单击链名称选中 

（iii）“编辑”点击“选择所有”，当前模型窗口中的所有原子被选中，颜色呈现黄色。点

击模型窗口空白处，会取消选中。 

（iv）“编辑”点击“取消选择”，取消当前模型窗口中所有的被选中。 

 

（2）从模型浏览器中选择目标 

在模型浏览器中，鼠标左键点击某个原子的符号，模型窗口中对应的原子被选中，；鼠标

点击某个组的名称，该组中的所有原子被选中；鼠标点击某个链的名称，这个链中的所有原

子被选中；鼠标点击分子的名称，整个分子被选中。被选中的目标呈现黄色。小分子体系要

选中多个目标，按住 Ctrl 键，然后逐个点击需要选中的目标名称即可。鼠标点击模型窗口空

白处，会取消选中。 

 

查看分子 

查看分子的操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模型窗口背景颜色调整 

● 分子模型浏览器 



● 分子显示模式转换 

● 显示原子标签 

● 显示坐标轴 

● 查看分子的几何结构参数 

下面分别介绍上面列举的查看操作。 

模型窗口背景颜色调整 

GridMol 模型窗口的背景颜色的默认值是青色。将鼠标放在“视图”菜单中的“背景颜色”

选项上，弹出颜色选择列表，即可选择或自定义模型窗口背景颜色。 

           

分子模型浏览器 

GridMol 通过分子模型浏览器显示分子结构的层次列表。分子结构层次顺序为：分子

链群组原子 

分子显示模式转换 

GridMol 中分子的显示模式包括：线、棍、球/棍、大球、管状、绸带、卡通、新卡通和

混合等模式。其中管状、绸带、卡通、新卡通和混合等模式只适应于大分子的显示模式。分

子的默认显示模式是球/棍模式。分子显示模式的转换操作，从“视图”菜单中选择“显示模式”，

从显示模式列表中选择需要的显示模式。 

下图依次列出了甲烷（CH4）分子的线、棍、球/棍、大球等显示模式的显示效果。 

 
下图列了血红蛋白分子（2HHB.pdb 文件）的线模式显示效果和几种大分子显示模式效果。 



 
           线模式                        管状模式                      绸带模式 

 
         卡通模式                    新卡通模式                        混合模式 

大分子的混合模式显示方法不仅用绸带模式显示出蛋白质链的结构，还用球/棍模式显示出配

体小分子的结构。 

显示原子标签 

    原子的标签包括元素符号和原子编号。在模型窗口中显示出原子的标签，需要从“视图”

菜单，勾选“元素”选项和“原子编号”选项。勾选以后原子的标签显示在模型窗口中对应的原

子上。此功能还可由右键功能菜单触发。 



 

显示坐标轴 

从“视图”菜单，勾选“坐标轴”选项，在模型窗口中显示出分子的笛卡尔坐标轴，坐标轴

的原点位于分子的质心上。此功能亦可由右键菜单“坐标轴”选项触发。 

 



查看分子的几何结构参数 

    点击“结构”菜单，鼠标放在“测量”选项上，弹出分子几何参数项目列表（包括：键长、

键角、二面角），选择点击其中一个项目，即弹出一个相应的分子几何参数测量结果列表窗口，

如下图显示了 CH4 的键长和键角列表。 

   
 

单独查看分子的某一个几何结构参数，可以通过下面的操作实现。 

工具栏点击查询模式图标 ，然后用鼠标点击模型窗口中的原子选择原子。选中一个

原子，在状态栏中显示出该原子的原子信息；选中两个原子，则状态栏中显示出这两个原子

之间的距离信息；选中三个原子，状态栏中显示出键角的信息；选中四个原子，状态栏中显

示出二面角的信息。 

 

4.3 分子建模和分子修饰 

分子建模与修饰操作包括：添加原子或基团、删除原子、修改化学键、修改键角和修改

二面角，分子加氢。下面分别介绍。 

新建一个分子模型 

新建一个分子模型窗口 

选择菜单“文件”→“新建”，或者点击工具栏中的“新建文件”图标 ，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

＋N。界面上打开一个空白的模型窗口，没有任何原子显示。 

GridMol 中设置了一个包括简单分子基团、环状化合物、氨基酸、核酸碱基，以及元素



周期表和元素的分子片段的结构数据库。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中的结构构建所需要的分子模

型。同时，GridMol 还支持从 Smiles 码识别直接创建分子的功能。 

从添加分子基团开始 

（1）选择一个分子基团 

点击在菜单“结构”→“构建”，或者点击工具栏中的“更多基团”图标 ，打开一个构建分子

模型所需分子基团列表窗口。 

 
分子基团包括：简单基团、环状化合物、氨基酸和核酸碱基等。分子基团列表窗口的上方是

各个基团的按钮列表，点击某个基团按钮之后，被选择的基团的 3D 结构被显示在窗口下面

的 3D 视窗中。在此视窗中可以用鼠标对分子基团进行旋转、平移、缩放等操作。 

（2）在新建的模型窗口中添加基团 

选择一个基团之后，鼠标在主界面的模型窗口中空白处点击一下，基团就会被添加到模型

窗口中。如果是点击在一个 H 原子或重原子上，那么程序自动用选中的基团替换原来的 H 原

子或重原子，从而把基团添加到原来的分子中去。 

       

       



新建分子模型过程实例：构建一个环氧庚烷分子结构。 

1.新建一个模型窗口→ 2.打开基团列表窗口，选择环庚烷基团→3.在模型窗口中鼠标左键点击一次→4.点击

周期表分子建模中的 O 并选择“-O-”类型，在模型窗口中的环庚烷分子的一个 C 原子上鼠标左键点击一次，

完成环氧庚烷的创建→5.保存 

从添加原子或分子片段开始 

新建一个分子模型也可以通过添加原子或分子片段来实现。添加原子或分子片段的操作

与添加分子基团类似。包括以下过程（以构建一个丁二烯分子为例）： 

（1）选择原子或分子片段 

点击菜单“结构”→“元素周期表”，或直接鼠标点击工具栏中的“元素周期表”图标 ，打开元

素周期表窗口。  

 

 
点击元素周期表上的任意一个元素便会弹出该元素的原子和分子片段按钮列表和显示原

子及分子片段 3D 结构的视窗。选择一个原子或分子片段时（例如：碳元素的卡宾基团分子

片段），下面的视窗中显示出被选择原子或分子片段的 3D 结构。 

 



 
 

（2）在新建模型窗口中添加原子或分子片段 

选择一个原子或分子片段后（本例是卡宾基团分子片断），鼠标在主界面的模型窗口中空

白处点击一下，选中的分子片段被添加到模型窗口中。 

 
（3 继续用鼠标点击在卡宾分子片断结构中的虚原子上，那么程序自动用选中的卡宾分子片

段替换原来的虚原子，构建出一个乙烯分子结构。 



 
（4）继续用鼠标点击在模型窗口中的乙烯分子结构中的一个氢原子上，这个氢原子被卡宾分

子片段替换，构建出一个如下图所示的分子片断结构。 

 
（5）继续用鼠标点击在上图所示分子片断结构中的虚原子上，虚原子被卡宾分子片段替换，

最终构建出了一个丁二烯分子的模型结构。 



 
注：完成分子构建后，关闭“基团或元素周期表窗口或者点击查询按钮释放鼠标左键的添加基团功能，转

为查询功能。 

修改分子模型 

可以通过添加分子基团和分子片断、替换原子、修改键长、修改键角、修改二面角或者

删除原子等方式来修饰已经存在的分子模型。分子修饰中的添加基团和分子片断、替换原子

等操作与分子建模过程的操作一致。 

添加基团 

在分子修饰过程中，添加基团的操作过程如下： 

打开一个分子模型文件→打开分子构建窗口→选择一个合适的分子基团→同时点击模型窗口

中分子模型上的一个需要替换位置的 H 原子（或重原子）→完成在分子模型中添加一个分子

基团的操作。 

添加分子片断 

在分子修饰过程中，添加分子片段的操作过程如下： 

打开一个分子模型文件→打开元素周期表窗口→选择一个合适的分子片断→点击模型窗口中

分子模型上的一个需要修改的 H 原子（或重原子）→完成在分子模型中添加一个分子片断的

操作。 

替换原子及基团 

GridMol 中，可以用其它原子替换分子模型中的氢原子或重原子。在分子修饰过程中，

替换某个原子的操作过程如下： 

打开一个分子模型文件→打开元素周期表窗口→选择一个合适的原子或分子片段→点击模型

窗口中分子模型上的一个需要替换的 H 原子（或重原子）→将分子模型中 H 原子（或重原子）



替换为新的分子片段。 

       

修改化学键 

以上面新建的丁二烯分子模型为例。按住 Ctrl 键，选中 2 个原子，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

“修改键长”图标，打开修改化学键的对话框。 

 
 

修改化学键对话框中包含两个部分：键类型和键长。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键类型修改两

个原子之间的成键类型，包括：不成键、单键、双键、三键和芳香键。用鼠标拖动滑标或者

在文本框中输入键长的数值可以改变两个原子之间的距离。当用鼠标拖动滑标改变键长时，

每一次拖动键长的值显示在文本框中，结构的改变效果会临时显示在模型窗口中，但最终改

变的结果是点击“确定”按钮时文本框中显示的键长的值。点击“取消”按钮，则不保存当前对

键长的改变。改变键长时，编号为 1 的原子及所连接的基团保持不动，而编号为 2 的原子及

所连接的基团随键长的改变而沿着键的方向相应地移动。 

修改键角 

按住 Ctrl 键，选中 3 个原子，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键角”图标，打开修改键角的对

话框。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滑块调节或者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键角的值改变所选择键角。模型窗

口中的分子结构随着鼠标的每次拖动显示出键角改变后的临时效果，但最终改变的结果是点

击“确定”按钮时文本框中显示的键角的值。点击“取消”按钮，则不保存当前对键角的改变。

改变键角时，编号为 1 和 2 的原子及所连接的基团保持不动，而编号为 3 的原子及所连接的

基团随键角的改变而做相应地移动。 

修改二面角 

按住 Ctrl 键，选中构成二面角的 4 个原子，然后点击工具栏中“修改二面角”图标，打开

修改二面角的对话框。鼠标拖动滑块调节或者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二面角角度改变当前选择

的二面角的角度。鼠标拖动滑块调节二面角的临时效果显示在模型窗口中，但最终改变的结

果是点击“确定”按钮时文本框中显示的二面角的角度值。点击“取消”按钮，则不保存当前对

键角的改变。改变二面角时，编号为 1－3 的原子以及 1 和 2 号原子上连接的基团保持不动，

而编号为 4 的原子及 3 和 4 号原子上连接的基团随之做相应地改变。 

 

撤销、重复修改键长、键角、二面角操作 

当对分子结构进行了修改键长、键角、二面角等操作后，选择“编辑”菜单，其中的“撤销”、

“重做”选项被激活，点击“撤销”选项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Z,撤销上一步的修改键长、键角或



二面角的操作。点击“重做”选项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Y,则恢复对当前修改操作结果的临时保

存。 

分子加氢 

    若当前窗体中分子没有 H 原子或者 H 原子不饱和时需要进行加氢操作。点击”结

构”——>“添加氢”可以为当前活动窗体中分子进行加氢操作，若 H 已经饱和则不进行任何操

作。 

         

删除原子 

选择一个原子，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原子”图标，删除被选择的原子或原子及与之连接

的 H 原子，模型窗口中不再显示被删除的原子。是否删除与之相连的 H 原子按照提示进行选

择，如是则删除原子及与之相连的 H 原子，否则只删除选定原子。此操作不可撤销，需谨慎。 

        

4.4 基于线性标度的量子化学计算流程 

GridMol 中实现了生物大分子（蛋白质，支持.pdb 和.mol2 格式）采用 FMO 和 MFCC 两

种线性标度算法计算的全部流程。包括 3 个步骤：自动分子分片、量子化学程序自动提交、

计算结果后处理功能。以下分别介绍： 

自动分子分片： 

MFCC 和 FMO 方法分片的位置见下图所示，根据选择不同的方法分片的结果可以调

用可视化接口查看各个片段分子结构。 

 



 
 

 

量子化学软件自动提交： 

对于 FMO 方法，量子化学计算部分是 GAMESS 软件完成的。根据前一步生成的片段

文件自动构建GAMESS软件输入文件。 对于MFCC方法，目前可以选择Gaussian和NWChem

软件进行量子化学部分的计算，用户填写适当的计算参数后，批量生成计算需要的多个量子

化学文件。对于 n 个氨基酸的蛋白质，采用 MFCC 方法与水分子相互作用能的分析，需要产

生 4n-1 个量子化学计算输入文件。如 3 个氨基酸的蛋白质，会产生 11 个量子化学输入文件。

具体提交方法参见 4.5 节，提交计算作业章节。 



计算结果分析： 

对于 FMO 方法，直接分析 GAMESS 输出文件，可获得计算的结果。对于 MFCC 方法，

选择特定的量化软件计算后，需要等多个量子化学软件计算结果都获得后，整合分析出总的

体系的性质。点击任一计算任务，软件会判断是否全部计算任务完成，若是，则会给出总体

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具体的结果分析流程可参考作业监控管理章节中，关于查看输出文

件的描述。 

 

4.5 提交计算作业 

在 GridMol 中，已实现的提交表单包括 Gaussian、NWChem、ADF、GAMESS、MOLPRO、

GROMACS、LAMMPS、等软件。其他软件可通过上传输入文件进行计算。 

下面以 Gaussian 作业提交为例进行说明： 

构建好分子模型之后，可以通过 GridMol 软件构建 Gaussian 输入文件，并向高性能计算

平台提交计算作业。 

点击“计算”菜单，选择“计算向导”弹出提交 Gaussian 计算作业对话框，根据不同用户需

求设置了“简洁”、“完整”和“专家”三种输入文件创建方式。 

 

简洁方式： 

共分为 4 步进行作业的提交。 

第一步：填写基本的输入文件参数，其中包括初始化定义内存大小，处理器数量； 计算

任务选项卡包括计算方法、计算基组，任务类型；分子信息选项卡包括分子说明，电荷和自

选多重度；几何结构框用于填入计算的输入结构，可以直接粘贴坐标或者通过点击“结构导入

按钮”将 GridMol 模型框中的分子结构导入。 



 
 

第二步：生成 Gaussian 输入文件并以文本形式展示，用户可以在此页面进行内容的修改。

或点击“Save As”按钮进行输入文件的保存。 

 
第三步：选择运行时间、计算 CPU 数、队列等超级计算资源（如果没有登陆，会提示登

陆到超级计算机。） 



 

第四步：提交到超级计算机，返回作业提交成功信息。 

 

在此基础上可以点击“再次提交作业”重复第一步到第四步的过程或者“查看计算结果”，

进入作业监控及管理界面。 

完整方式 

与简洁方式相比，此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参数选择和计算设置，分为 General 和 Job setup 选项卡，在

提交向导的左边选择相应参数或填入相应值，可以在右边的 Input  Preview 窗口进行所见即所得式的查看。

如果需要修改输入文件，可以点击“修改”按钮，右侧窗口激发修改模式，点击“保存”按钮可以保存输

入文件到本地。之后提交作业的方式与简洁方式类似 



 

专家方式 

与简洁方式和完整方式相比，专家方式的使用更为简便，可以新建一个窗口进行全新的编写，亦可选

择打开方式打开已有输入文件。之后提交作业的方式与简洁方式类似 

 

4.6 计算作业监控管理 

按照前面 4.4 的说明点击提交后，进入作业监控管理窗口 

 



 
在此页面上列出了所有提交的作业名称，应用名称，提交时间及作业状态。作业状态分为以下几种： 

Pending——作业在排队等待超级计算机调度 

Running——作业在运行 

Error——作业提交出现差错 

Finnished——作业正常计算完成 

Failed—— 作业运行出现差错 

Scheduling——作业马上进入运算阶段 

终止作业 

  对于状态为 Pending 或者 Running 的作业，可以右键点击作业所在行，弹出“终止作业”选项卡，点击

即可实现作业的终止。 

  如该作业状态非上述两种状态，则“终止作业”选项卡变灰，功能不可用。 

查看中间结果 

  目前支持 Gaussian 程序 OPT 和 IRC 计算结果的可视化分析功能。 

对于状态为 Running 的作业，可以右键点击作业所在行，弹出“查看中间结果”选项卡，点击即可启动

OPTView 或者 IRCView 可视化窗口。 



 
IRCView 可视化窗口可用于查看 IRC 计算中间结果。点击工具栏的“开始监控”选项卡，启动对作业的

实时网格监控。状态栏的控制台会显示网格监控的状态及获取的文件内容长度。每获取到 IRC 路径上的一

个优化点，其三维结构会显示在分子模型窗口中，其能量及 RMS 曲线点则显示在曲线模型窗口中。点击

工具栏“停止监控”即可停止本次作业监控，点击“停止作业”选项即可删掉正在运行的作业。 

 

OPTView 可视化窗口与 IRCView 窗口相似 

工具栏 

分子模型窗口 

菜单栏 

曲线模型窗口 

状态栏 

已计算 4 个点，当前默认

显示第一个结构 

实现单分子/多分子显

示效果切换 

数据已经获取到了 2673

行 

显示当前结构的三维

坐标信息 

显示已计算点的能量和

RMS 点击曲线趋势 

可查看当前为止计算得

到的输出文件文本 



 

查看输出文件 

在作业监控管理信息窗口，点击作业名，然后点击 “作业详细信息”面板的“ ”按钮，有关作业

的详细输入输出文件列表会显示出来。 

 

右键点击.log 文件，即可弹出一个快捷菜单，点击“open with text”会以文本形式显示该文

件的详细内容；点击“download selected”可以将文件下载到本地查；点击“open with 3D Viewer”

显示判定指标信息 



可以在 GridMol 的主窗口中显示出 Gaussian 程序计算最后的分子结构。  

4.7 计算结果可视化 

 下面以 Gaussian 程序为例进行说明 

显示分子结构 

在作业监控管理窗口，点击作业名，然后点击“作业详细信息”面板的“ ”按钮，有关作

业的详细输入输出文件会显示出来。 

右键点击.log 文件，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点击“open with 3D Viewer”可以在 GridMol 的

主窗口中显示出 Gaussian 程序计算最后的分子结构。  

 
 

电荷分析 

 点击“结果”——“电荷”可以打开电荷显示对话框，电荷类型下拉列表框中给出了 4 种电

荷类型分析。通过勾选“显示电荷数字”可以显示分布在每个元素上面的电荷净值，勾选“电荷

类型着色”会根据电荷的正负进行着色，紫色代表负值，黄色代表正值。 



 

提取计算结果概要信息 

打开 Gaussian 计算结果输出文件（.log 文件）后，点击“结果”菜单，选择“概要”选项，

弹出所打开 log 文件中的计算结果概要信息窗口，该窗口中列出了文件名、文件类型、计算

方法、计算类型以及计算结果中的总能量、虚频、偶极矩、吉布斯自由能等重要信息。 

 

光谱性质信息可视化 

目前，GridMol 软件能够分析 log 文件中的四种光谱性质信息：红外谱，拉曼谱，VCD



谱和 NMR 谱。 

红外谱 

点击“结果”菜单，选择“光谱”选项下面的子选项“红外”，弹出红外谱显示窗口，如

 
红外谱根据分子振动频率和红外强度绘制，包括：谱线图和高斯拟合后的连续谱图。窗口的

最下方有控制是否显示相应谱线的复选框“高斯拟合”和“显示谱线”。点击“高斯拟合”显示或

隐藏红色的光谱拟合曲线；点击“显示谱线”显示或隐藏黑色的光谱谱线。可以在光谱区域点

击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实现缩放。 

拉曼谱 

点击菜单“结果”“光谱”“拉曼”，弹出拉曼谱显示窗口。如果 Gaussian 计算结果输出

log 文件中包含拉曼谱信息，则窗口中显示出拉曼谱线图和高斯拟合的拉曼谱图。拉曼谱显示

窗口的设置与红外谱显示窗口一致。 

 

VCD 谱 

点击菜单“结果”“光谱”“VCD”，弹出 VCD 谱显示窗口。如果 Gaussian 计算结果输出

log 文件中包含 VCD 谱信息，则窗口中显示出 VCD 谱线图和高斯拟合的 VCD 谱图。VCD



谱显示窗口的设置与红外谱显示窗口一致。 

 

NMR 谱 

点击菜单“结果”“光谱”“NMR”，弹出 NMR 谱显示窗口。如果 Gaussian 计算结果输

出 log 文件中包含 NMR 谱计算信息，则窗口中显示出 NMR 谱线图。NMR 谱显示窗口最下

方设置了选择显示某种元素（包括 C, H, O）的 NMR 谱的下拉选框、元素的相对参照体系环

境选择下拉框和屏蔽系数显示和输入文本框。如果设置了显示某一元素和一定的相对参照体

系环境，那么软件绘制出 NMR 谱图就是 Gaussian 计算结果相对于参照体系环境的化学位移

图。 

   

分子振动信息及动画显示 

如果 Gaussian 计算包括频率计算，那么其输出结果 log 文件中包含了分子振动信息。点

击“动画”菜单，选择“分子振动”选项，弹出如下窗口。 

 



 
分子振动信息窗口上方的表格显示出分子振动相关的信息：分子振动编号、频率、约化

质量、力常数、红外谱强度、拉曼谱强度、VCD 谱强度等。表中的每一行对应一种分子振动

状态。选择某一种振动状态，点击“开始”，就可以在模型窗口中查看分子振动的动画模拟效

果。可以拖动滑块调整动画演示分子振动的周期和振动的位移大小。也可以勾选“显示位移矢

量”，在模型窗口中显示出这个分子振动中每个原子的振动矢量（模型窗口中黄色的箭头）， 

 

OPT 轨迹/IRC 轨迹 

如果 Gaussian 执行了 OPT 或者 IRC 计算，可以通过“结果——OPT 轨迹”或者“结果——IRC 轨迹”查

看本地文件或远程计算完成的输出文件的 opt/irc 轨迹。分析方式及显示效果参考“查看中间结果文件”一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