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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从原子水平对聚集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学性质进行了解是极其重要的，这可以

极大地促进我们对复杂分子体系内部机制的理解。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无法通

过常规的实验方法了解体系具体的微观状态。在过去的十年中，得益于计算资源

爆炸式的增长以及一批高效算法的出现，用理论化学方法研究越来越复杂的超分

子体系已成为了可能。 

本教程的主旨在于分析理论化学中的分子力学统计模拟部分。这种模拟的目

的在于通过计算机实验来模拟凝聚相中的原子细节。目前已有多种方法用于此类

模拟，如分子动力学(Molecular Dynamics, MD)，随机动力学(Stochastic Dynamics, 

SC)及其特殊情况—布朗动力学(Brownian Dynamics)或朗之万动力学(Langevin 

Dynamics)又或蒙特卡洛(Monte Carlo, MC)模拟。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理论途

径视为联系宏观实验观测与其相应微观状态的桥梁。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主

要关注分子动力学模拟[1]。 

 

1.1. 从微观世界到介观、宏观世界 

为了将微观系统的性质和宏观相的性质联系起来，我们需要消除由于模拟空

间的有限性所带来的边界效应。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

(Periodic Boundary Condition, PBC)达到该目的，方法是将有限粒子体系放在一个

“盒”中（一般是平行六面体），然后将体系沿着三维空间进行复制（见图 1）。采

用这种方法，即使从很小的采样中，人们也可以通过模拟计算得到正确的热力学

参数。所以此方法的正确性得到了验证。然而，由此产生的体系的准无限性要求

对分子间的作用进行一些近似处理[2]。特别是，所谓的“最小镜像”近似假定中

央盒子的每个粒子 i 都与距其最近的所有粒子 j 发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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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有限粒子体系在三维空间复制的二维视图。根据周期性边界条件，当分子 i 离开中央

盒子(a)时，其他盒子中相应的分子也要进行类似的运动。用点划线标出来的盒子，在图中

与(a)、(d)、(e)和(f)都有交叠，即所谓的最小镜像约定。 

 

此外，我们通过引入一个球形截面，来忽略截断半径之外的相互作用，这个

截断半径应当小于或等于模拟盒子边长的一半（见图 2）。显然，相互作用的范

围越小，这些近似就越合理。尽管短程的色散和排斥作用一般不会有问题，但在

静电相互作用中却不能这样处理。因为，体系的尺寸大致按 r3 增长，假定相互

作用按 1/rn 变化，时当 n<3 时，在有截断距离的模型中这种相互作用的计算将无

法得到正确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推荐采用基于格子求和方法的算法，

如 Ewald–Kornfeld 方法[3]或 Ladd 方法[4]，这些方法考虑了中央盒子中每个粒子

与其他所有粒子（包括中央盒子中的和镜像盒子中的粒子）的相互作用。虽然这

样极大地增加了总的计算量，但为了正确描述长程相互作用，这种处理方法是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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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最小镜像约定中，使用半径为 Rcut 的球形截面，以限制对粒子 i 与其他邻近粒子的

相互作用的计算。引入一个半径为 Rpair 的球面（Rpair > Rcut），用以构建粒子 i 的邻近粒子列

表，所得到的粒子对列表{i, j}也是随时间不断更新的。半径为 Rcut 和 Rpair 两球面之间的空间

被称之为“皮肤”(skin)。 

 

1.2. 分子动力学模拟的正确性(Legitimacy) 

用分子模拟方法研究凝聚相，究竟是否可行呢？严格来说，要研究像分子液

体这样复杂的化学体系，需要求解一个大的电子-原子核体系的含时薛定谔方程。

尽管在线性标度计算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是这样的计算至今仍然无法

实现。因此，我们只能对体系用经典力学的方法进行描述。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

下，基于量子力学尺度的分子模拟一般也仅限于几百到几千个粒子组成的体系。 

分子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即通过对经典运动方程进行数值积分，以获

得有限粒子体系的运动轨迹。尽管这种方法在最初是有争议的，但以下两大物理

近似保证了它的正确性：  

(1)玻恩-奥本海默(Born−Oppenheimer)近似，核与电子的运动可视作是不相关

的； 

(2)大多数情况下，德布罗意(de Broglie)波长远远小于典型的分子间距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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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而完全可以忽略量子效应。 

由此可以求得体系的轨迹，从而进一步对各种性质进行时间平均，计算体系

静态和动态的性质。而在各态遍历(ergodic)的系统中，时间平均与系综平均是一

致的： 

lim
𝑡𝑡→∞

�̅�𝐴𝑡𝑡 = 〈𝐴𝐴〉 .                                                           (1) 

其中，A 表示任意一个可观测的性质，�̅�𝐴𝑡𝑡表示其对时间的平均值，〈A〉表示它的

系综平均值。实际上，至少在简单流体中，各态遍历假设(ergodicity postulate)是

成立的。 

 

2. 分子动力学的基本原理 

在经典的分子动力学[1,2,5]中，体系中各组分的轨迹是通过对牛顿运动方程的

积分获得的。对粒子 i，有： 

⎩
⎨

⎧𝑚𝑚𝑖𝑖
𝑑𝑑2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𝑑𝑑𝑡𝑡2 = 𝒇𝒇𝑖𝑖(𝑡𝑡) ,

𝒇𝒇𝑖𝑖(𝑡𝑡) = −
𝜕𝜕𝒱𝒱(𝑥𝑥)
𝜕𝜕𝑟𝑟𝑖𝑖(𝑡𝑡)

 ,    
�                                                      (2) 

𝒱𝒱(x)是 N 个粒子体系的势能函数，只与粒子的笛卡尔坐标{xi}有关；使用极小的

时间步长 δt，一般为 1-2 飞秒（10-15s），对方程（2）进行积分，以保证体系总能

量守恒。δt 的选择与体系中共价键的振动频率是密切相关的。含有氢原子的化学

键振动频率较高，因此只能采用较小的时间步长来模拟。如下图： 

 

图 3. 分子模拟中所涉及的(a)体系大小和(b)时间尺度。迄今为止所模拟的最大尺寸是 RNA

转移到核糖体中的分子体系，包括了 2.64 ×106个原子[6]；在显式描述的环境中完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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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最长的模拟，是一个 47 个绒毛蛋白的残基片段(villin residues)的折叠过程，其时间尺度

为 10-6 秒[7]。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通过使用约束分子动力学算法限制与较高振动频率

相关的自由度，或使用粗粒化(coarse-grained)模型消除这些自由度，从而可使用

较长的积分步长。 

 

2.1. 分子动力学模拟的有效性(Validity) 

由于牛顿方程是通过基于有限积分步长的数值方法求解的，因此很难精确产

生较长时间尺度的轨迹。不过方程（2）的精确解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重要。实

际上，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轨迹的统计行为的正确性，以确保体系的热力学和动力

学性质能够在一定的精度范围内重现。只有当传播运动的积分方法具有辛性

(symlecticity)时[8–10]，这个重要的条件才能满足。如果一个传播函数能保持着相

空间 Г 的不变度量，我们就说这个传播函数具有辛性。因此，与这个传播函数

相关的误差也就必然可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lim
𝑛𝑛step →∞

(
1

𝑛𝑛step
) � �

ℰ(𝑘𝑘𝑘𝑘𝑡𝑡) − ℰ(0)
𝜀𝜀(0)

�

𝑛𝑛step

𝑘𝑘=1

≤ 𝜀𝜀MD  .                         (3) 

这里 nstep 表示模拟的步数；𝜀𝜀(0) ≡ ℋ(𝒙𝒙,𝒑𝒑𝑥𝑥 ; 0)，表示平衡体系的初始总能量；εMD

为能量误差的上限，一般认为 10-4 是可以接受的值。假定时间步长是有限的，那

么运动方程的积分不会导致总能量误差的不稳定增长，否则将会对较长时程的

MD 模拟的统计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个哈密顿体系，其

辛性表明雅可比行列式(Jacobian) 

𝐽𝐽(𝜞𝜞𝑘𝑘𝑡𝑡 ,𝛤𝛤0) =
𝜕𝜕�𝜞𝜞𝑘𝑘𝑡𝑡1 , … ,𝜞𝜞𝑘𝑘𝑡𝑡𝑁𝑁 �
𝜕𝜕(𝜞𝜞0

1, … ,𝜞𝜞0
𝑁𝑁)                                               (4) 

是 1。Г0 表示 N 维相空间的初始向量，包括了描述体系状态的所有的变量：位置

矢量 x 和动量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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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动方程的多步长积分 

如前所述，当处理随 1/r2 变化的电荷-偶极相互作用和随 1/r 变化的电荷-电荷

相互作用等长程相互作用时，我们必须在算法中将这些贡献考虑进去，当然这样

会极大地增加模拟的计算量。为此，我们将方程(2)改写成一种更正式的形式： 

𝜞𝜞𝑡𝑡 = 𝑒𝑒𝑖𝑖ℒ𝑡𝑡𝜞𝜞0 ,                     (5) 

ℒ是 Liouville 算符，按下式可为给定的热力学体系生成一个分布，𝜚𝜚(Г,t)： 

𝜕𝜕𝜚𝜚(𝜞𝜞, 𝑡𝑡)
𝜕𝜕𝑡𝑡

= −𝑖𝑖ℒ𝜚𝜚(𝜞𝜞, 𝑡𝑡) .                                               (6) 

利用 Trotter 公式，分解得到： 

𝑒𝑒𝑖𝑖ℒ∆𝑡𝑡 = 𝑒𝑒𝑖𝑖ℒ1
∆𝑡𝑡
2 𝑒𝑒𝑖𝑖ℒ2∆𝑡𝑡𝑒𝑒𝑖𝑖ℒ1

∆𝑡𝑡
2 + 𝒪𝒪(∆𝑡𝑡3)  ,                                  (7) 

其中，iℒ=iℒ1+iℒ2，这样一来，短程和长程作用贡献的反褶积(deconvolution)就很

直观了。根据不同作用的本质，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步长来进行模拟计算。例如，

决定体系行为的总哈密顿量ℋ(x, px)，可以分解为：共价势能𝒱𝒱valence(x)对动能的

贡献𝒯𝒯 (px)，短程静电势的贡献𝒱𝒱short(x)和长程静电势的贡献𝒱𝒱long(x)，即 

𝑒𝑒𝑖𝑖ℋ(𝒙𝒙,𝒑𝒑𝑥𝑥 )∆𝑡𝑡 = 𝑒𝑒𝑖𝑖𝒱𝒱long (𝒙𝒙)∆𝑡𝑡
2 {𝑒𝑒𝑖𝑖𝒱𝒱short (𝒙𝒙)∆𝑡𝑡

2𝑛𝑛  

                                             × �𝑒𝑒𝑖𝑖𝒱𝒱valence (𝒙𝒙) ∆𝑡𝑡
2𝑝𝑝𝑛𝑛 𝑒𝑒𝑖𝑖𝒯𝒯(𝒑𝒑𝑥𝑥 )∆𝑡𝑡

𝑝𝑝𝑛𝑛 𝑒𝑒𝑖𝑖𝒱𝒱valence (𝒙𝒙) ∆𝑡𝑡
2𝑝𝑝𝑛𝑛 �

𝑝𝑝
  

                                              × 𝑒𝑒𝑖𝑖𝒱𝒱short (𝒙𝒙)∆𝑡𝑡
2𝑛𝑛}𝑛𝑛𝑒𝑒𝑖𝑖𝒱𝒱long (𝒙𝒙)∆𝑡𝑡2   .              (8) 

这种将ℋ(x, px)分解为不同的贡献，便是所谓的“多步长积分”方法的中心思想，

例如 r-RESPA (reversible reference system propagator algorithm)[11]。这种方法清楚

地说明了使用不同的时间步长来计算不同的能量贡献值，从而大大地减少了模拟

的计算量。 

 

3. 势能函数 

势能函数是分子动力学计算的基石，它的作用是尽可能可靠地重现系统的分

子内和分子间相互作用。原则上，势能函数可写成 N 项加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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𝒱𝒱(𝒙𝒙) = �𝑣𝑣1(𝒙𝒙𝑖𝑖)
𝑖𝑖

+ ��𝑣𝑣2�𝒙𝒙𝑖𝑖 ,𝒙𝒙𝑗𝑗 �
𝑗𝑗>𝑖𝑖𝑖𝑖

+ �� � 𝑣𝑣3�𝒙𝒙𝑖𝑖 , 𝒙𝒙𝑗𝑗 , 𝒙𝒙𝑘𝑘�
𝑘𝑘>𝑗𝑗>𝑖𝑖𝑗𝑗>𝑖𝑖𝑖𝑖

+ ⋯   ,     (9) 

其中，𝑣𝑣1(xi), 𝑣𝑣2(xi,xj)等项分别表示分子内相互作用势能、对势或二体势(pair 

interaction potential)等等。尽管𝑣𝑣2(xi,xj)是最重要的分子间作用项，但𝒱𝒱(x)仍然是

一个多体问题。但我们可以将高阶项的作用部分地归入到一个有效势能项中，而

将其近似表达成对势的形式： 

𝒱𝒱(𝒙𝒙) ≃�𝑣𝑣1(𝒙𝒙𝑖𝑖)
𝑖𝑖

+ ��𝑣𝑣2
effective �𝒙𝒙𝑖𝑖𝑗𝑗 �

𝑗𝑗>𝑖𝑖𝑖𝑖

  .                       (10) 

大多数典型的力场中都采用了这个近似，特别是在计算大分子体系的时候，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计算量和𝒱𝒱(x)的复杂程度紧密相关。 

 

3.1. 力场中各项的意义 

在众多对势加和的力场中，我们以 AMBER 力场的函数形式为例来说明势能

函数中各项的具体意义[12, 13]： 

           𝒱𝒱(𝒙𝒙)  = � 𝑘𝑘𝑟𝑟(𝑟𝑟 − 𝑟𝑟0)2

bonds

+ � 𝑘𝑘𝜃𝜃(𝜃𝜃 − 𝜃𝜃0)2

angles

 

                           + � �
𝑉𝑉𝑛𝑛
2

[1 + cos(𝑛𝑛𝑛𝑛 − 𝛾𝛾)]
𝑛𝑛dihedral  

angles

+
1

𝑘𝑘vdW
1−4 � 𝜀𝜀𝑖𝑖𝑗𝑗 ��

𝑅𝑅𝑖𝑖𝑗𝑗∗

𝑟𝑟𝑖𝑖𝑗𝑗
�

12

− 2�
𝑅𝑅𝑖𝑖𝑗𝑗∗

𝑟𝑟𝑖𝑖𝑗𝑗
�

6

�
𝑖𝑖<𝑗𝑗

{𝑖𝑖 ,𝑗𝑗 }∈1−4

                                            (11)

+
1

𝑘𝑘Coulomb
1−4 �

𝑞𝑞𝑖𝑖𝑞𝑞𝑗𝑗
4𝜋𝜋𝜖𝜖0𝜖𝜖1𝑟𝑟𝑖𝑖𝑗𝑗𝑖𝑖<𝑗𝑗

{𝑖𝑖 ,𝑗𝑗 }∈1−4

 

 + � 𝜀𝜀𝑖𝑖𝑗𝑗 ��
𝑅𝑅𝑖𝑖𝑗𝑗∗

𝑟𝑟𝑖𝑖𝑗𝑗
�

12

− 2�
𝑅𝑅𝑖𝑖𝑗𝑗∗

𝑟𝑟𝑖𝑖𝑗𝑗
�

6

�
𝑖𝑖<𝑗𝑗

{𝑖𝑖 ,𝑗𝑗 }>1−4

+ �
𝑞𝑞𝑖𝑖𝑞𝑞𝑗𝑗

4𝜋𝜋𝜖𝜖0𝜖𝜖1𝑟𝑟𝑖𝑖𝑗𝑗𝑖𝑖<𝑗𝑗
{𝑖𝑖 ,𝑗𝑗 }>1−4

, 

其中，kr 和 r0 分别表示化学键的力常数和平衡长度；kθ 和 θ0 分别表示键角的力

常数和平衡值；Vn/2、n 和 γ 分别表示扭转势垒、扭转周期和相位；𝜖𝜖0和𝜖𝜖1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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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介电常数和相对介电常数；𝑞𝑞𝑖𝑖为原子 i 上的部分电荷；𝑅𝑅𝑖𝑖𝑗𝑗∗和𝜀𝜀𝑖𝑖𝑗𝑗为原子对{i,j}

的范德华(van der Waals)作用参数，可由 Lorentz–Berthelot 混合法则获得： 

�
𝜀𝜀𝑖𝑖𝑗𝑗 = �𝜀𝜀𝑖𝑖𝜀𝜀j  ,     
𝑅𝑅𝑖𝑖𝑗𝑗∗ = 𝑅𝑅𝑖𝑖∗ + 𝑅𝑅𝑗𝑗∗ .

�                                                         (12) 

鉴于在参数化的过程中，一般都进行了复杂的量子化学计算，在扭转项中已经部

分包含了静电和范德华作用，如果原子对{i, j}不是被一或两个化学键分隔开，大

多数经典的力场都将精确相隔三根化学键的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即所谓“1-4”项）

和其他相互作用区分开来（图 4）。在式（11）中，1-4 项的范德华作用和库仑

作用的贡献分别乘上两个权重因子1/𝑘𝑘vdW
1−4 和 1/𝑘𝑘Coulomb

1−4 。 

对二面角(dihedral angle)的描述是势能函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扭转势能

𝒱𝒱(ϕ)通常太过复杂，以至于在式（11）中难以仅用傅立叶级数中的一项来可靠描

述。磷脂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困难。脂肪链能否产生一个可靠的序参数 SCD

的关键恰恰就在于：能否用一个合适的势能函数正确地描述二面角。只有用一个

含有多个项的势能函数才能描述脂肪链细微的 trans–gauche 平衡。通常用来模拟

磷脂双分子层结构的为 Ryckaert–Bellemans 势[14]： 

𝒱𝒱(𝑛𝑛) = �𝑎𝑎𝑖𝑖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𝑖𝑖(𝑛𝑛) ,
6

𝑖𝑖=1

                                                  (13) 

其中，系数 ai 已经根据正丁烷的内部旋转进行了优化。 

 

3.2. 非键原子项的参数化 

力场中不同项之间的平衡是十分微妙的。扭转势能部分只反映了这个平衡的

一个小方面。Lennard–Jones 参数𝑅𝑅𝑖𝑖𝑗𝑗∗ 和𝜀𝜀𝑖𝑖𝑗𝑗，以及部分电荷 qij 的选择也是极其重要

的，选择的是否恰当直接影响着热力学性质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构造一个势能函

数是一门艺术，组成势能函数的所有项都必须进过校正，以确保能够从整体上重

现关键的物理化学性质，而每一项却未必有明确的物理或化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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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经验势能函数中的各项。(a)-(j)代表键连项，其中(d)-(j)就是所谓的交叉项。(j)叫作非

平面项，以确保中心原子与跟它键连的三个原子共平面。(k)表征了非键连原子间的库仑作

用和范德华作用：分子间相互作用（实线）、1-4 分子内作用（点线）、>1-4 分子内作用（虚

线）。 

 

点电荷模型的构建方法通常都是基于拟合分子的静电势，一种分子的真实指

纹。仅考虑单极展开的情况，可以通过最小化下面的函数来优化 Natoms 个原子的

净电荷{qk}： 

𝑓𝑓({𝑞𝑞𝑘𝑘 �}) = � �𝑉𝑉referecne (𝒙𝒙𝑖𝑖) − �
𝑞𝑞𝑗𝑗
𝑟𝑟𝑖𝑖𝑗𝑗

𝑁𝑁atoms

𝑗𝑗=1

�

2𝑁𝑁points

𝑖𝑖=1

  ,                           (14) 

其中，Vreference(xi)是在一个由分子周围的 Npoints 个点组成的网格的网格点 xi 处静

电势。Vreference(xi)是通过在高级的量子化学计算获得的，即〈Ψ|1/xi|Ψ〉的期望值。 

Lennard–Jones 参数的确定通常是个棘手的问题。一种近似的方法是先对不同

的构象进行大量高精度的量子化学计算，然后拟合色散和排斥作用的贡献。此方

法可应用于较小的分子体系，例如，酰胺-水的异二聚体，原子-原子间的范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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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就是这样确定的。作为一种量子化学计算的替代方法，统计模拟方法更

加具有启发意义。从一组已知的 Lennard–Jones 参数{𝑅𝑅𝑖𝑖𝑗𝑗∗ ,𝜀𝜀𝑖𝑖𝑗𝑗 }开始，利用这种方

法我们就可以定量地重现出分子液体的基本热力学性质，如密度 ρ，汽化热∆𝐻𝐻vap，

甚至自扩散系数 D。 

 

3.3. 特殊的力场 

在许多情况下，最简单的势能函数形式（11）可能是不够的。如同大多数的

经典力场，其最初的设计只是针对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蛋白质和核酸，但针对不同

的目的，势能函数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化学键的经典描述 

目前，在全新药物设计这一新兴领域，人们需要对有机小分子进行更好更全

面的研究，因此，对所涉及的计算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能只停留于公式

(11)的简单近似。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用 Morse 解离势取代化学键伸缩的谐振项

（见图 4a）： 

𝒱𝒱(𝑟𝑟) = 𝐷𝐷0�𝑒𝑒−𝛼𝛼(𝑟𝑟−𝑟𝑟0) − 1�
2

 ,                                          (15) 

其中，D0 表示解离能，而 r0 表示平衡时的键长。一旦非谐振效应不能忽略，谐

振项的描述也就不再适用了。此时，需要在键伸缩和键角弯曲中，有必要加入三

次和四次修正项： 

𝒱𝒱(𝑟𝑟) = 𝑘𝑘𝑟𝑟(𝑟𝑟 − 𝑟𝑟0)2[1 − 𝑘𝑘𝑟𝑟′ (𝑟𝑟 − 𝑟𝑟0) + 𝑘𝑘𝑟𝑟′′(𝑟𝑟 − 𝑟𝑟0)2]  ,                 (16) 

其中 k’和 k’’分别代表三次和四次修正项的力常数。 

化学键和键角的耦合 

键角变大时，相应的化学键会发生收缩。这个效应在方程（11）中显然没能

体现。为修正这个不足，可以在势函数中引入一个所谓的耦合项，例如： 

𝒱𝒱(𝑟𝑟 − 𝜃𝜃) = 𝑘𝑘𝑟𝑟𝜃𝜃 (𝑟𝑟 − 𝑟𝑟0)(𝜃𝜃 − 𝜃𝜃0) .                                    (17) 

除了上式所描述的伸缩-弯曲耦合项之外，还可以在𝒱𝒱(x)中引入其他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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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如图 4 的 e-i 所示。除了在每个时间步长𝑘𝑘𝑡𝑡内对含有耦合项的势能函数进积

分变得复杂外，耦合项的引入使参数优化也变得更加繁琐。 

 

对点电荷的较复杂的处理 

如何处理静电效应是最大的问题。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方程（14）

中的单极子近似并不足以描述一个分子。因此，在简单的原子净电荷模型中，有

必要考虑包含永久偶极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在式（10）里的对势加和近似中，

显然忽略了诱导效应。然而，可用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有限的。一个最不耗时且广

泛应用于大分子体系模拟的办法是——人为地增加点电荷的电荷量。这样便重现

了永久偶极特征，从而产生了一个极性环境而不是气相环境。这种处理方法导致

了极化效应平均化的效果。一个更严格，也更稳妥，尽管计算更加耗时的方法，

是在力场中对偶极矩进行显式的描述[15]。在此情况下，总的静电项的贡献为： 

𝑉𝑉elec (𝒙𝒙) =
1
2
�𝑞𝑞𝑖𝑖𝑉𝑉𝑖𝑖
𝑖𝑖

 .                                              (18) 

这里，静电势 Vi，由两方面的效果叠加而成：一方面是整个体系点电荷的总体贡

献；另一方面是位点 i 处的诱导极矩。我们只考虑诱导偶极矩𝝁𝝁𝑖𝑖的情况。𝝁𝝁𝑖𝑖与在

该处由其它所有可极化的位点 j(j≠i)所产生的电场 Ei 线性相关，即：𝝁𝝁𝑖𝑖 = 𝛼𝛼𝑖𝑖𝑬𝑬𝑖𝑖，

这部分势能可以表达为如下形式： 

𝑉𝑉𝑖𝑖 = ��
𝑞𝑞𝑗𝑗

4𝜋𝜋𝜀𝜀0𝑟𝑟𝑖𝑖𝑗𝑗
+
𝒓𝒓𝑖𝑖𝑗𝑗 ∙ 𝝁𝝁𝑗𝑗
4𝜋𝜋𝜀𝜀0 𝑟𝑟𝑖𝑖𝑗𝑗3

�
𝑗𝑗≠𝑖𝑖

  .                                         (19) 

与使用对势加和近似的方法相比，在可极化液体的分子动力学模拟中，即便以在

t 时刻取得的𝝁𝝁𝑖𝑖作为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时刻的起点，要让偶极矩收敛的计算量在最好的情况下

也会增加 2 倍[16]。 

 

全原子(All-Atom)模型与粗粒化(Coarse-Grained)模型 

与全原子模型中显式考虑诱导效应的努力截然相反，人们也开发了一些简略

的方法，用以同时减少分子动力学模拟在体系大小和时间尺度的限制（见图 3）。

所谓的“粗粒化”模型通过减少体系中的粒子数，并消除一些较“硬”的运动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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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幅提高积分的时间步长，一般可至 40fs。 

 

图 5. 脂肪链单元的(a)全原子模型，(b)联合原子(unified-atom)模型，(c)粗粒化模型。在联合

原子模型中，亚甲基和甲基都被处理为范德华球，而在粗粒化模型中，则是把几个亚甲基和

甲基一起视作一个球。 

 

 如图 5 所示，全原子模型与联合原子模型和粗粒模型中所表达的原子数之比

分别为 2 和 9，在粗粒化模型中使用的势能函数与前两个模型中所使用的大不相

同。静电项通常是库仑项或者点电荷-偶极相互作用项；而范德华项可以用修正

的 Lennard-Jones 势，如 6-9 形式或者 Gay–Berne 势[17]来表达。值得注意的是，

粗粒化模型尽管表述较为粗糙，但是仍然可以半定量地重现出体系的某些结构和

物理性质，如磷脂双层结构的原子密度曲线[18, 19]。 

 

4. 运动方程的积分 

4.1. 分子动力学的积分方法 

有多种方法可对牛顿运动方程（2）进行数值积分。这里，只详细说明其中

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最简单的 Verlet 算法，它是利用三元组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𝒂𝒂𝑖𝑖(𝑡𝑡)} , 

的关系实现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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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使用 Verlet 算法对运动方程进行积分。注意到表达式中没有显式包含体系中粒子的速

度项。从左侧的三元组{𝒙𝒙𝑖𝑖(𝑡𝑡),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𝒂𝒂𝑖𝑖(𝑡𝑡)}开始，得到 t 时刻的加速度 a，并用以求得右

侧(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时刻的位置。 

𝒂𝒂𝑖𝑖(𝑡𝑡) = 𝒙𝒙𝑖𝑖̈ (𝑡𝑡) =
𝑑𝑑2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𝑑𝑑𝑡𝑡2 =

𝒇𝒇𝑖𝑖(𝑡𝑡)
𝑚𝑚𝑖𝑖

 

表示粒子 i 的加速度[20]；我们通过对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和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时刻的粒子位置作泰勒展开，

可以获得该粒子的位移：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 2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 𝒂𝒂𝑖𝑖(𝑡𝑡)𝑘𝑘𝑡𝑡2 ,                      (20) 

其中包含有一个𝒪𝒪(δt4)阶的误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体系中，速度的表达式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 = �̇�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𝑑𝑑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𝑑𝑑𝑡𝑡

 , 

没有显式表示出现，它们在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和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的泰勒展开中被抵消掉了。尽

管我们在描绘轨迹的时候用不着速度项，但为了计算仅依赖于动量 px 的动能

𝒯𝒯(px)，进而计算体系的总能量ℰ ≡ ℋ(𝒙𝒙,𝒑𝒑𝑥𝑥)，对速度的估算却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具体可通过下式计算： 

𝒗𝒗𝑖𝑖 =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2𝑘𝑘𝑡𝑡
 ,                                           (21) 

在每个积分步骤内都有一个𝒪𝒪(δt2)阶的误差。 

 

练习：从 t-δt 和 t+δt 的位置 x 的 Taylor 展开式导出式（20）的结论，并证明相

关误差为𝒪𝒪(δt4)阶。 

 

第二种方法是所谓的“跳蛙”（leapfrog）算法，是由前面的 Verlet 算法衍化而

来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可以从下面的图解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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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使用跳蛙算法积分运方程。从左侧的三元组{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2), 𝒂𝒂𝑖𝑖(𝑡𝑡)}起始，导出 t

时刻的加速度和 t+δt/2 时刻的速度，继而求得右边的 t+δt 时刻的位置。 

�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𝒗𝒗𝑖𝑖 �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2
� 𝑘𝑘𝑡𝑡 ,

𝒗𝒗𝑖𝑖 �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2
� = 𝒗𝒗𝑖𝑖 �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2
� + 𝒂𝒂𝑖𝑖(𝑡𝑡)𝑘𝑘𝑡𝑡 ,

�                               (22) 

实际操作中，第一步是计算𝒗𝒗𝑖𝑖 �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2
�，并由此导出𝒗𝒗i(t) ：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 =
𝒗𝒗𝑖𝑖 �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2
� + 𝒗𝒗𝑖𝑖 �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2
�

2
 ,                                   (23) 

这是计算动能项𝒯𝒯(px)的前提。 

最后，速度-Verlet 算法对 Verlet 算法和跳蛙算法的主要缺陷作了修正，即带

有𝒪𝒪(δt2)阶偏差的速度的计算。将 Verlet 算法改写为如下形式，就显式地包含了

速度项： 

�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𝑘𝑘𝑡𝑡 +

1
2
𝒂𝒂𝑖𝑖(𝑡𝑡)𝑘𝑘𝑡𝑡2 ,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 +
𝒂𝒂𝑖𝑖(𝑡𝑡) + 𝒂𝒂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2
𝑘𝑘𝑡𝑡 .

�                          (24) 

这个方法包括两个步骤：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2) =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 +
1
2
𝒂𝒂𝑖𝑖(𝑡𝑡)𝑘𝑘𝑡𝑡 ,                                 (25) 

以此计算出 t+δt 时刻的热力学力 fi 和加速度 ai，再由下式：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2) +
1
2
𝒂𝒂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𝑘𝑘𝑡𝑡 ,                       (26) 

导出 t + δt 时刻的动能，同时，势能函数𝒱𝒱(x)可以在统计作用力的循环中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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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图 8. 使用速度-Verlet 算法积分运动方程。图 6 所描述的算法可推广为以粒子的速度表达的

形式，从而获得 t+δt 时刻的位置、速度和加速度。 

 

4.2. 有约束条件的积分 

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引入完整约束(holonomic constraints)来消除分子动力学

模拟中对应于较高的振动频率的那些较“硬”的自由度，特别是含有氢原子的化学

键的振动自由度，将是十分有用的。将这些键的键长保持在其平衡值不变，就可

以较大的增长积分步长 δt 而又不致影响到系统总能量的守恒。 

在分子动力学模拟中限制自由度，意味着需要解受限的运动方程。当一个化

学键的键长被限制时，限制条件可以写为： 

𝜒𝜒𝑖𝑖𝑗𝑗 (𝑡𝑡) = �𝒙𝒙𝑗𝑗 (𝑡𝑡) −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2
− 𝑑𝑑𝑖𝑖𝑗𝑗

2 ,                                        (27) 

其中，dij 是化学键的平衡长度。除了分子间、分子内相互作用产生的力 fi 外，在

运动方程中还要出现一个约束力 gi： 

𝑚𝑚𝑖𝑖
𝑑𝑑2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𝑑𝑑𝑡𝑡2 = 𝒇𝒇𝑖𝑖 + 𝒈𝒈𝑖𝑖  .                                                 (28) 

约束力由下式定义： 

𝒈𝒈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𝑗𝑗 (𝑡𝑡)𝛻𝛻𝑖𝑖𝜒𝜒𝑖𝑖𝑗𝑗 (𝑡𝑡)
𝑗𝑗

= −2�𝜆𝜆𝑖𝑖𝑗𝑗 (𝑡𝑡)𝜒𝜒𝑖𝑖𝑗𝑗 (𝑡𝑡)
𝑗𝑗

 ,                         (29) 

其中，λij(t)是与原子 i和 j之间的化学键相关的拉格朗日乘子(Lagrange Multilier)，

再与 Verlet 积分函数结合，运动方程可写为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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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 =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𝒗𝒗𝑖𝑖(𝑡𝑡)𝑘𝑘𝑡𝑡 +
𝑘𝑘𝑡𝑡2

2𝑚𝑚𝑖𝑖
[𝒇𝒇𝑖𝑖(𝑡𝑡) + 𝒈𝒈𝑖𝑖(𝑡𝑡)] .                     (30) 

受限的运动方程通常是用 Gauss–Seidel 迭代算法求解的。即对线性系统中的方程

一个一个地求解，直到所有的完整约束条件都被满足。 

 

表 1. 可用分子动力学方法模拟的热力学体系。U 为体系的内能，S 为熵，A 为亥姆霍兹

(Helmholtz)自由能，P⊥和 P||分别表示施加在模拟的元胞上的法向压力和侧向压力，并有：

𝑝𝑝𝑖𝑖2 = 𝑝𝑝𝑥𝑥𝑖𝑖2 + 𝑝𝑝𝑦𝑦𝑖𝑖2 + 𝑝𝑝𝑧𝑧𝑖𝑖2 。 

 
 

 

练习：试为一个三原子分子建立受限的运动方程，其中键长 d21 和 d23 冻结，而

分子内势能中的键角 θ(1,2,3)允许变化。 

 

在积分牛顿运动方程时，体系的总能量是守恒的。如果令体系的体积也保持

恒定，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微正则系综，即(N,V,𝓔𝓔)。然而，这样的情形并不总是

适用的。在有些模拟中，将温度或压力而不是一些衍生性质作为独立变量会更加

合适（见表 1）。 

 

4.3. 恒温下的分子动力学 

人们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等温条件下的分子动力学模拟，这些方法

所考虑的复杂程度不同。最简单的当然是以�𝑇𝑇/𝑇𝑇𝒯𝒯因子对速度进行周期性再校准

的方法。其中 T𝒯𝒯是瞬时的动力学温度(kinetic temperature)，即2𝒯𝒯(𝒑𝒑𝑥𝑥)/3𝑁𝑁𝑘𝑘𝐵𝐵。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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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玻尔兹曼(Boltzmann)常数，T 是实际温度。不过，在每个积分步骤中使用这个

因子，并不能严格地遵从牛顿分子动力学。牛顿力学要求能量和动量的守恒。在

恒温下的分子动力学包含解受限的运动方程： 

�
�̇�𝒙𝑖𝑖 =

𝒑𝒑𝑥𝑥 ,𝑖𝑖

𝑚𝑚𝑖𝑖
 ,                          

�̇�𝒑𝑥𝑥 ,𝑖𝑖 = 𝒇𝒇𝑖𝑖 − 𝜉𝜉(𝒙𝒙;𝒑𝒑𝑥𝑥)𝒑𝒑𝑥𝑥  ,
�                                             (31) 

𝜉𝜉(𝒙𝒙;𝒑𝒑𝑥𝑥)可以看作是确保�̇�𝑇𝒯𝒯 = 0的摩擦系数。用下式确定这个限制条件，以使牛

顿运动轨迹的扰动尽可能地小： 

𝜉𝜉(𝒙𝒙;𝒑𝒑𝑥𝑥) =
∑ 𝒑𝒑𝑥𝑥 ,𝑖𝑖 ∙ 𝒇𝒇𝑖𝑖i

∑ �𝒑𝒑𝑥𝑥 ,𝑖𝑖 �
2

i

 .                                               (32) 

另一种方法，也是更严密的方法，是在运动方程中引入一个额外的自由度 s。那

么粒子 i 的速度就是𝒗𝒗𝑖𝑖 = 𝑐𝑐�̇�𝒙𝑖𝑖 = 𝑐𝑐𝒑𝒑𝑥𝑥 ,𝑖𝑖/𝑚𝑚𝑖𝑖。因此，势能和动能项就与自由度 s 关

联起来，从而 s 可被看做成一个恒温器： 

⎩
⎨

⎧𝒱𝒱𝑐𝑐 =
(𝑓𝑓 + 1) ln 𝑐𝑐

𝛽𝛽
 ,

𝒯𝒯𝑐𝑐 =
1
2
𝒬𝒬�̇�𝑐2 ,            

�                                                    (33) 

其中，Q 是热惯量参数，控制着温度的涨落；f 是体系的自由度（如果总动量 p

守恒的话，则 f=3N-3）；𝛽𝛽 ≡ 1/𝑘𝑘𝐵𝐵𝑇𝑇。这个方法一般称为扩展的拉格朗日方法，

其中拉格朗日算符具有如下形式： 

ℒ𝑐𝑐(𝒙𝒙;𝒑𝒑𝑥𝑥) = 𝒯𝒯(𝒑𝒑𝑥𝑥) + 𝒯𝒯𝑐𝑐(𝒑𝒑𝑥𝑥) − 𝒱𝒱(𝒙𝒙) − 𝒱𝒱𝑐𝑐(𝒙𝒙) . 

则运动方程可以重新写成如下形式： 

⎩
⎪
⎨

⎪
⎧�̈�𝒙𝑖𝑖 =

𝒇𝒇𝑖𝑖
𝑚𝑚𝑖𝑖𝑐𝑐2 − 2

�̇�𝑐�̇�𝒙
𝑐𝑐

 ,              

𝒬𝒬�̈�𝑐 = �𝑚𝑚𝑖𝑖𝑥𝑥𝑖𝑖2

𝑖𝑖

𝑐𝑐 −
𝑓𝑓 + 1
𝛽𝛽𝑐𝑐

 .
�                                             (34) 

这个函数形式是由 Nosé[22]推导出来的。后来 Hoover[23]在修订时，去掉了含时参

数 s，在受限的运动方程（36）中，摩擦项是以如下的一阶微分方程给出的： 

�̇�𝜉 =
𝑓𝑓
𝒬𝒬
𝑘𝑘𝐵𝐵(𝑇𝑇𝒯𝒯 − 𝑇𝑇)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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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守恒量是哈密顿量： 

ℋs(𝒙𝒙;𝒑𝒑𝑥𝑥) = 𝒯𝒯(𝒑𝒑𝑥𝑥) + 𝒯𝒯𝑐𝑐(𝒑𝒑𝑥𝑥) + 𝒱𝒱(𝒙𝒙) + 𝒱𝒱𝑐𝑐(𝒙𝒙) . 

由此 Nosé-Hoover 方程可以写为如下形式： 

⎩
⎪
⎨

⎪
⎧�̇�𝒙𝑖𝑖 =

𝒑𝒑𝑥𝑥 ,𝑖𝑖

𝑚𝑚𝑖𝑖
 ,                          

�̇�𝒑𝑥𝑥 ,𝑖𝑖 = 𝒇𝒇𝑖𝑖 − 𝜉𝜉(𝒙𝒙;𝒑𝒑𝑥𝑥)𝒑𝒑𝑥𝑥  ,

�̇�𝜉 =
𝑓𝑓
𝒬𝒬
𝑘𝑘𝐵𝐵(𝑇𝑇𝒯𝒯 − 𝑇𝑇) .         

�                                                 (36) 

 

 

图 9. 一维谐振子的恒温分子动力学。在相空间{x,px}中，体系沿着能量守恒的轨道演化。(a)

当自由度非常小的时候，由 Nosé-Hoover 算法产生的采样是高度非遍历性的。(b)通过

Nosé-Hoover 算法产生的温度链的变化可以至少部分地再现模拟的混沌特性
[21]

。
 

 

正如图 9 所揭示的，由 Nosé-Hoover 算法产生的混沌并不足以描述自由度较

小的小体系的正则分布。在这个情况下，另一类包含若干耦合温度调节器的方法，

如由 Martyna 等人[21]提出的算法更为适合。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增加自由度

数可以产生足够的混沌以确保体系的行为是各态遍历的，或者是准各态遍历的。 

最后一种方法是弱耦合方法[24]，通过将瞬时的动力学温度 T𝒯𝒯弛豫到参考值 T

来实现： 

𝑑𝑑𝑇𝑇𝒯𝒯(𝑡𝑡)
𝑑𝑑𝑡𝑡

=
𝑇𝑇 − 𝑇𝑇𝒯𝒯(𝑡𝑡)

𝜏𝜏T
  ,                                                 (37) 

τT 是与温度涨落相关的精确的弛豫时间。在一个积分步长 δt 内，动能以用 Δ𝒯𝒯进

行修正，Δ𝒯𝒯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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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𝒯𝒯 =
1
2

(𝜒𝜒2 − 1)2𝑁𝑁𝑘𝑘𝐵𝐵𝑇𝑇𝒯𝒯(𝑡𝑡) ,                                           (38) 

参数 χ 对速度进行了再修正： 

𝜒𝜒 = �1 +
𝑘𝑘𝑡𝑡
𝜏𝜏𝑇𝑇
�
𝑇𝑇

𝑇𝑇𝒯𝒯(𝑡𝑡)
− 1��

1
2

  .                                            (39) 

通过一阶处理方法对热源进行的非周期耦合不会导致温度变化的振荡反应。另一

方面，与 Nosé-Hoover 算法正相反，这个算法不会严格地产生一个正则分布。 

尽管朗之万动力学在恒温模拟中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但其同样为统计模拟

提供了一个控制温度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保守力的基础上引入一个与速度成

正比的摩擦力。摩擦力消除了体系的动能。将一个随机力 f (t)引入体系中以产生

微扰： 

𝑚𝑚𝑖𝑖
𝑑𝑑2𝒙𝒙𝑖𝑖
𝑑𝑑𝑡𝑡2 = −

𝑑𝑑𝒱𝒱(𝒙𝒙)
𝑑𝑑𝑥𝑥

− 𝛾𝛾𝑚𝑚𝑖𝑖
𝑑𝑑𝒙𝒙𝑖𝑖
𝑑𝑑𝑡𝑡

+ 𝒇𝒇(𝑡𝑡) ,                                (40) 

其中，γ 是控制摩擦的无量纲参数，f (t)为平均值为 0 的符合高斯分布的白噪声，

即：〈f (t) 〉=0，并服从涨落-耗散(fluctuation–dissipation)定理[25]，即： 

〈𝒇𝒇(𝑡𝑡)𝒇𝒇(𝑡𝑡′)〉 =
2𝑚𝑚𝑖𝑖𝛾𝛾𝑘𝑘(𝑡𝑡 − 𝑡𝑡′)

𝛽𝛽
 ,                                        (41) 

而这也是产生正则分布的条件。 

 

4.4. 恒压下的分子动力学 

同样，控制压力也有几种复杂程度不同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必要

生成恒温恒压体系(N,T,P)的轨迹。 

正如处理恒温问题那样，扩展的拉格朗日函数也可应于于处理恒压的情况。

这种最早由 Anderson 提出的方法[26]，将体系与代表其体积的外界变量 V 耦合，

用以描述在体系上施加一个活塞的行为。动能和势能项按下式耦合： 

�𝒱𝒱𝑉𝑉 =
1
2
𝑚𝑚P�̇�𝑉2 ,

𝒯𝒯𝑉𝑉 = 𝑃𝑃𝑉𝑉 ,         
�                                                         (42) 

其中，mP 可以看作是活塞的质量，P 代表需要施加的压力。按下式分别改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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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速度变量 x 和𝒗𝒗的尺度：𝒔𝒔 = 𝒙𝒙/𝑉𝑉1/3，�̇�𝐬 = 𝒗𝒗/𝑉𝑉1/3，动能和势能项就分别有如

下形式： 

𝒱𝒱(𝒙𝒙) ≡ 𝒱𝒱 �𝑉𝑉
1
3𝑐𝑐� , 𝒯𝒯(𝒑𝒑𝑥𝑥) =

1
2
𝑚𝑚𝑉𝑉

2
3 ��̇�𝑐2

𝑖𝑖

  .                                   (43) 

再由拉格朗日变量 ： 

ℒ𝑉𝑉(𝒙𝒙;𝒑𝒑𝒙𝒙) = 𝒯𝒯�𝒑𝒑𝑥𝑥�+ 𝒯𝒯𝑉𝑉�𝒑𝒑𝑥𝑥� − 𝒱𝒱(𝒙𝒙)−𝒱𝒱𝑉𝑉(𝒙𝒙) , 

可建立如下的运动方程： 

⎩
⎪
⎨

⎪
⎧�̈�𝒔𝑖𝑖 =

𝒇𝒇𝑖𝑖

𝑚𝑚𝑖𝑖𝑉𝑉
1
3

−
2
3
�̇�𝒔𝑖𝑖 �̇�𝑉
𝑉𝑉

 ,

�̇�𝑉 =
𝑃𝑃𝒫𝒫 − 𝑃𝑃
𝑚𝑚P

 ,             

�                                                      (44) 

其中，力 fi 和瞬时压力可由维里展开式得到，即： 

𝑃𝑃𝒫𝒫 =
1
𝑉𝑉
�
𝑁𝑁
𝛽𝛽
−

1
2
�𝒙𝒙𝑖𝑖 ∙ 𝒇𝒇𝑖𝑖
𝑖𝑖

�  ,                                               (45) 

并可以通过无缩放的坐标和动量来计算。扩展体系的哈密顿在分子动力学模拟中

是守恒的： 

ℋV (𝒙𝒙;𝒑𝒑𝑥𝑥) = 𝒯𝒯(𝒑𝒑𝑥𝑥) + 𝒯𝒯𝑉𝑉(𝒑𝒑𝑥𝑥) + 𝒱𝒱(𝒙𝒙) + 𝒱𝒱𝑉𝑉(𝒙𝒙) , 

即体系的焓加上一个由其体积涨落而产生的动能的贡献 kBT/2。这里要强调的是，

这个算法形式上产生的是一个等压等焓的分布(N,P,H)。但是通过耦合如式（34）

中的恒温控制方法，可以得到恒温恒压系综(N,T,P)。 

然而，此方法会导致 P𝒫𝒫取决于活塞质量的振荡。为消除这种效应，Feller

等人[27]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利用朗之万方程来抑制活塞的自由度。回到式（44），

我们可以得到： 

⎩
⎪
⎨

⎪
⎧�̈�𝒔𝑖𝑖 =

𝒇𝒇𝑖𝑖

𝑚𝑚𝑖𝑖𝑉𝑉
1
3

−
2
3
�̇�𝒔𝑖𝑖 �̇�𝑉
𝑉𝑉

 ,            

�̇�𝑉 =
𝑃𝑃𝒫𝒫 − 𝑃𝑃
𝑚𝑚P

− 𝛾𝛾�̇�𝑉 + 𝑅𝑅(𝑡𝑡) ,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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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γ 是振荡频率，R(t)是由高斯分布生成的平均值为 0 的随机力。此外，R(t)

也满足涨落-耗散定理： 

〈𝑅𝑅(𝑡𝑡1)𝑅𝑅(𝑡𝑡2)〉 =
1
𝑚𝑚𝑃𝑃

2
𝛽𝛽
𝜅𝜅(𝑡𝑡1 − 𝑡𝑡2) ,                                     (47) 

其中 κ(t)是一个阻尼系数。 

    Berendsen 等人[24]提出了另一种扩展的弱耦合控压方法（弱耦合方法参见前

面的内容）。和恒温算法一样，在瞬时压力 P𝒫𝒫(t)弛豫到一个参考值 P 后修正运

动方程： 

𝑑𝑑𝑃𝑃𝒫𝒫(𝑡𝑡)
𝑑𝑑𝑡𝑡

=
𝑃𝑃 − 𝑃𝑃𝒫𝒫(𝑡𝑡)

𝜏𝜏𝑃𝑃
   ,                                                (48) 

其中 τP 是与压力涨落相关的弛豫时间。使用一个因子𝜍𝜍重新调整原子坐标和重复

单元的大小，则总体积的变化为：∆𝑉𝑉 = (𝜍𝜍3 − 1)𝑉𝑉，同样压力也会发生变化： 

𝛥𝛥𝑃𝑃 =
𝛥𝛥𝑉𝑉
𝛽𝛽𝒯𝒯𝑉𝑉

 ,                                                          (49) 

βT 为恒温压缩率。𝜍𝜍值可以由方程（48）和（49）解出： 

𝜍𝜍 = �1 −𝛽𝛽𝒯𝒯𝑘𝑘𝑡𝑡
𝑃𝑃− 𝑃𝑃𝒫𝒫(𝑡𝑡)

𝜏𝜏P
�

1
3

  .                                          (50) 

就温度而言，这个算法并不能产生一个明确的热力学系综。 

 

5. 静电相互作用的严格处理 

在分子动力学模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对静电作用进行恰当的处

理。从计算成本上考虑，上文讨论的球形截面方法仍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

是当研究的时间尺度已经超出了纳秒级时，如模拟磷脂双层结构。尽管偶极-偶

极（1/r3）长程相互作用已得到充分限制，以保证体系的结构性质和系综平均能

够令人满意地重现，但在一些复杂过程如蛋白质折叠中，这些相互作用的处理则

需要更加仔细的考虑。 

有离子存的的情况下，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因为，这时球形截面导致很多误

差，会严重改变模拟的结果。还要强调的是，即便只考虑偶极作用，球形截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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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势能函数的导数在截面处产生奇异性。可以通过引入所谓的“开关函

数”(switching function)，来减缓势能函数在球形截面附近的陡降，以代替

Heaviside 阶跃函数的不连续行为。然而，这个方法并不能解决含有离子体系的

问题。 

 

图 10. 一维点电荷体系中 Ewald 求和的各项。在位置空间中，每个电荷的周围都有等振幅

但符号相反的高斯电荷分布𝜚𝜚i(x)。在动量空间中，这一部分的贡献被符号相反的高斯分布𝜚𝜚j(x)

抵消。 

 

一种处理电荷-电荷和电荷-偶极相互作用的方法，就是采用德拜-休克尔

(Debye-Hückel)理论，求解线性泊松-玻尔兹曼方程(linearised Poisson–Boltzmann 

equation)[28]的方法，该方法在理论上更严谨，且计算花费更少。然而，如图 11

所示，此方法，即广义反应场理论(generalised reaction field)，在 r 接近截断半径

Rcutoff时，也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为误差。 

 

图 11. 描述水溶液中具有 C2v 对称性的胍阳离子-醋酸根阴离子接近时的自由能曲线[30]。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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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Ewald 求和模拟，α = 0.3 Å−1；虚线：广义反应场模拟(generalised reaction field, GRF)，

Rcutoff =12 Å；点线：球面截断模拟，Rcutoff =12 Å。 

 

最严格的方法无疑就是由 Ewald[3]提出的求和方法，该方法从库仑作用求和

开始： 

𝒱𝒱Coulomb (𝑥𝑥) = �
𝑞𝑞𝑖𝑖𝑞𝑞𝑗𝑗

4𝜋𝜋𝜖𝜖0𝜖𝜖1𝑟𝑟𝑖𝑖𝑗𝑗𝑖𝑖<𝑗𝑗

  ,                                           (51) 

扩展到中心单元及其邻近单元，但函数形式上并不收敛。Ewald 求和方法的要旨

在于将式（51）分解为位矢空间和动量空间并分别对其求和： 

�
1

|𝑛𝑛|ℱ(𝑛𝑛)
𝑛𝑛

+ �
1

|𝑚𝑚|
[1 − ℱ(𝑛𝑛)]

𝑚𝑚

  .                                    (52) 

体系中的每个点电荷周围存在高斯电荷分布： 

𝜚𝜚𝑖𝑖(𝑥𝑥) = 𝑞𝑞𝑖𝑖𝛼𝛼3 exp(−𝛼𝛼2𝑟𝑟2)
√𝜋𝜋3

 ,                                            (53) 

α 是一个正的参数，表征高斯分布的宽度。当 n→∞时，由于 ℱ(n)快速衰减，第

一个求和收敛得非常快。位矢空间的贡献主要是短程作用（见图 10）。对动量

空间的求和采用傅立叶变换求解泊松方程，即： 

∇2𝑉𝑉𝑖𝑖(𝑥𝑥) = −4𝜋𝜋𝜚𝜚𝑖𝑖(𝑥𝑥). 

此变换衰减很快，所以动量空间的求和同样得以快速收敛[29]。 

根据 Ewald 在分子动力学程序实现中提出的方法，利用式（11）中的大分子

力场，Ewald 网格求和可写成： 

𝒱𝒱Ewald (𝒙𝒙) 

=
1

2𝑉𝑉𝜖𝜖0
�

exp �− 𝑘𝑘2

4𝛼𝛼2�
𝑘𝑘2

𝑘𝑘≠0

��𝑞𝑞𝑗𝑗 exp�−i𝒌𝒌 ∙ 𝒓𝒓𝑗𝑗 �
𝑗𝑗

� ��𝑞𝑞𝑗𝑗 exp�i𝒌𝒌 ∙ 𝒓𝒓𝑗𝑗 �
𝑗𝑗

� 

                     +
1

4𝜋𝜋𝜖𝜖0
��

𝑞𝑞𝑖𝑖𝑞𝑞𝑗𝑗
𝑟𝑟𝑖𝑖𝑗𝑗

erfc�𝛼𝛼𝑟𝑟𝑖𝑖𝑗𝑗 �
𝑗𝑗>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

4𝜋𝜋
3
2𝜖𝜖0

�𝑞𝑞𝑖𝑖2

𝑖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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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4𝜋𝜋𝜖𝜖0
� �

𝑞𝑞𝑖𝑖𝑞𝑞𝑗𝑗
𝑟𝑟𝑖𝑖𝑗𝑗

 .
𝑗𝑗  bound  to  𝑖𝑖

𝑗𝑗>𝑖𝑖𝑖𝑖

 

第一项是对动量空间中的所有矢量 k 求和；α是一个正的参数，用来表征体系中

每个点电荷周围的电荷高斯分布的宽度。第二项是位矢空间的求和，erfc(x)是余

误差函数，即 1-erf(x)。第三、四项为修正项，鉴于动量空间的求和遍历了{i, j}

对，因此包含了自身作用、1-2 和 1-3 项。 

利用 Ewald 网格求和的经典方法的计算代价为𝒪𝒪(N2)，N 是体系的粒子数。

正如 Perram[31]等人和 Fincham[32]指出的那样，如果巧妙选择高斯分布宽度 α、向

量 k 的数量和位矢空间中成对作用的截断半径，可以将计算代价减少到𝒪𝒪(N 2/3)。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平衡在位矢空间和动量空间中求和所需的 CPU 时间，以使

时间花费正比于 N 2/3。 

 

图 12. 二维格子的粒子网格算法。（a）带电荷粒子体系；(b)将粒子的电荷通过插值计算分

布到 2D 网格中；(c)使用快速傅立叶方法[33]，计算网格中各点的势能和力；(d)插值计算作

用在粒子上的力，并更新粒子的位置。 

 

还有一种比常规 Ewald 求和计算量更小的方法，该方法采用了快速傅立叶变

换（FFT）对动量空间求和。在分子动力学模拟的空间内建立三维网格，把体系

中粒子所带的电荷通过插值计算分布到网格中，并计算相应的电荷分布，记为

𝜚𝜚(x)，电荷分布的变换𝜚𝜚�(k)由动量空间中的矢量 k 决定。静电势的长程贡献可按

下式估算： 

𝑉𝑉�long (𝒌𝒌) = �̂�𝒢(𝒌𝒌)ϱ�(𝒌𝒌), 

其中，�̂�𝒢(𝒌𝒌)为影响函数，由下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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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𝒢(𝒌𝒌) =
�̂�𝜆(𝒌𝒌)
𝜖𝜖0𝑘𝑘2 , 

其中，λ(x)是仅与模拟单元几何特征相关的分布函数。位于不同格点处的 Vlong(k)

的贡献可通过反变换计算得到，然后可由势能函数的数值微分确定静电作用力。 

最后，把电场和电势从网格中插值到粒子所在的位置上（见图 12）。此方

法代表了粒子网格算法的中心思想[34, 35]，比如 Ewald 粒子网格算法（particle mesh 

Ewald, PME），或粒子-粒子粒子网格算法（particle–particle particle mesh, P3M）

[36]，其计算时间复杂度为𝒪𝒪(N lnN)。 

 

6. 模拟计算可获得的体系性质 

6.1. 结构性质 

在众多可以由分子动力学轨迹分析得出的统计性质中，结构性质由于能够描

述分子体系的局部有序性，因此显得特别重要。一个重要的统计量就是径向分布

函数 g(x)，它给出了找到一对距离为 x 的原子对的概率，这一概率是相对于具有

相同密度的总随机分布的期望概率(图 13)[2, 25, 37]。g(x)定义为对构象分布函数在

除相关两个原子外所有原子的位置上进行积分： 

𝑔𝑔(𝒙𝒙1;𝒙𝒙2) =
𝑁𝑁(𝑁𝑁 − 1)

𝜌𝜌2 ∫ 𝑒𝑒−𝛽𝛽𝒱𝒱(𝒙𝒙1,…,𝒙𝒙𝑁𝑁 ) 𝑑𝑑𝑥𝑥1 …𝑑𝑑𝑥𝑥𝑁𝑁
�𝑒𝑒−𝛽𝛽𝒱𝒱(𝒙𝒙1,…,𝒙𝒙𝑁𝑁 ) 𝑑𝑑𝑥𝑥3 …𝑑𝑑𝑥𝑥𝑁𝑁  ,      (54) 

 

其中，ρ 是液体密度。对于所含原子相同的体系而言，径向分布函数可以简化为

原子对的系综平均： 

𝑔𝑔(𝒙𝒙) =
𝑉𝑉
𝑁𝑁2 〈��𝑘𝑘�𝒙𝒙 − 𝒙𝒙𝑖𝑖𝑗𝑗 �

𝑗𝑗≠𝑖𝑖𝑖𝑖

〉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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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T =300 K)获得的 TIP4P 水模型中的氧-氧径向分布函数[38]。 

 

对于一个原子对{i,j}，其径向分布函数很容易从下式中计算得到： 

𝑔𝑔𝑖𝑖𝑗𝑗 (𝑟𝑟) =
〈𝑛𝑛𝑗𝑗 (𝑟𝑟 + 𝑘𝑘𝑟𝑟)〉
4𝜋𝜋𝜌𝜌𝑗𝑗 ∫ 𝑟𝑟2𝑑𝑑𝑟𝑟

   ,                                                (56) 

其中，〈 nj(r+δr) 〉是与 i 距离为 r 到 r+δr 的范围内的原子 j 的平均数。ρj 是体系中

原子 j 的平均密度。 

 

练习：利用（54）式找到径向分布函数的表达式。 

 

另一个统计量是与距离有关的 Kirkwood 因子 GK(R)，用于表示分子液体的有

序性。该统计量表征了在以分子 i 为中心、R 为半径的范围内的分子 j 的偶极矩

与参考分子 i 的偶极矩 μi 的相关性： 

𝐺𝐺𝐾𝐾(𝑅𝑅) =
〈∑ 𝝁𝝁𝑖𝑖 ∙ 𝝁𝝁𝑗𝑗𝑖𝑖 ,𝑗𝑗 ;𝑟𝑟𝑖𝑖𝑗𝑗 <𝑅𝑅 〉

𝑁𝑁𝜇𝜇2   .                                        (57) 

Kirkwood 因子对模拟中处理静电效应的方法非常敏感，采用球形截断方法会在

截断球面边界处的偶极-偶极相关中引入许多人为误差。 

 

6.2. 动力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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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分子动力学同样揭示了体系的动力学性质。其中，时间相关函数

表示体系中不同自由度间的弛豫时间[1,2]。通常，两个量 ℬ和 ℬ’之间的相关系数

可计算如下： 

𝑐𝑐𝓑𝓑𝓑𝓑′ =
〈𝑘𝑘ℬ𝑘𝑘ℬ′〉
𝜎𝜎(ℬ)𝜎𝜎(ℬ′) ,                                                  (58) 

其中，δB=B- 〈B〉，〈B〉是性质 B 的系综平均，而： 

𝜎𝜎(ℬ) = �〈ℬ2〉 − 〈ℬ〉2 . 

相关系数 cBB’为 0 到 1 间的值。若为 0，则表示完全不相关。式（58）可以推广

为 B 和 B’不在同一时刻的情况： 

𝑐𝑐ℬℬ′(𝑡𝑡) =
〈𝑘𝑘ℬ(𝑡𝑡)𝑘𝑘ℬ′(0)〉
𝜎𝜎(ℬ)𝜎𝜎(ℬ′)   .                                         (59) 

分子上的时间平均是指从所有的时间起点取得的平均。如果恰好ℬ ≡ ℬ′，那么就

得到自相关函数： 

𝑐𝑐ℬℬ(𝑡𝑡) =
〈𝑘𝑘ℬ(𝑡𝑡)𝑘𝑘ℬ(0)〉
〈𝑘𝑘ℬ(0)𝑘𝑘ℬ(0)〉   .                                         (60) 

对相关函数作 t = 0 到 t = ∞的积分，就得到相关时间。例如，图 14 和图 15 给出

苯在水中的重定向及其相关时间。鉴于是对单分子的统计平均，需要的模拟时间

比纯水更长。 

 

图 14. 苯分子在一段时间后的重定向。𝒖𝒖�是分子 C6轴方向的单位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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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计算的性质是自相关系数𝑐𝑐𝒖𝒖�𝒖𝒖�(𝑡𝑡) = 〈𝒖𝒖�(𝑡𝑡)𝒖𝒖�(0)〉，其中𝒖𝒖�是苯分子的 C6 或

C2’轴方向上的单位向量。分子的惯性张量表明，C2’轴的旋转运动的去相关程度

比 C6 轴上更快。 

 

图 15. 苯在水中的重定向的自相关函数（模拟温度为 300K）。对其进行积分分别得到相关

时间 τ(C6)=2.4 ps，τ(C2’)=0.5 ps。 

 

假定给出性质 B 的微分�̇�𝐵（而不是 B 本身）的相关函数，可以通过数值模拟

计算其传递系数。例如，平衡分子动力学模拟可以通过积分[2]估算扩散系数： 

𝐷𝐷 =
1
3
� 〈�̇�𝒙𝑖𝑖(𝑡𝑡) ∙ �̇�𝒙𝑖𝑖(0)〉

∞

0
𝑑𝑑𝑡𝑡 ,                                           (61) 

其中，�̇�𝑥𝑖𝑖(𝑡𝑡) ≡ 𝑣𝑣𝑖𝑖(𝑡𝑡)，为分子 i 的质心速度。对于足够长的模拟时间，D 可以通

过爱因斯坦关系式获得： 

𝐷𝐷 =
1
3
〈|𝒙𝒙𝑖𝑖(𝑡𝑡) − 𝒙𝒙𝑖𝑖(0)|2〉

2𝑡𝑡
 .                                              (62) 

 

6.3. 自由能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分子动力学能够提供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学性质。

接下来我们将阐述如何用分子动力学所产生的系综来估计一些基本的热力学性

质，如自由能，进而预测化学物种的结合或反应的倾向。 

自由能计算的理论基础大都是由 Kirkwood[40]、Zwanzig[41]和 Bennett[42]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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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54 年，Zwanzig 提出了一种基于统计力学原理的简单方法，用来计算体系

的两个不同的热力学状态 a 和 b 间的自由能变化 ΔA：称为自由能微扰(free 

energy perturbation, FEP)方法： 

∆𝐴𝐴 = −
1
𝛽𝛽

ln〈𝑒𝑒𝑥𝑥𝑝𝑝{−𝛽𝛽[ℋ𝑏𝑏(𝒙𝒙,𝒑𝒑𝑥𝑥) −ℋ𝑎𝑎(𝒙𝒙,𝒑𝒑𝑥𝑥)]}〉𝑎𝑎   .                     (63) 

其中，ℋ𝑏𝑏(𝒙𝒙,𝒑𝒑𝑥𝑥)是处于热力学状态 a 的包含 N 个粒子的体系哈密顿量，〈...〉a表

示代表这个状态的所有构象的系综平均。在大多数情况下，状态 a 和 b 是完全正

交的，因而无法直接应用式（63）。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将反应路径分解为一系

列虚的(unphysical)中间子态，用一个耦合参数将它们联接起来。这样，方程（63）

可 表 达 为 连 续 积 分 的 形 式 ， 因 此 ， 这 种 方 法 也 被 称 为 “ 热 力 学 积

分”(Thermodynamic Integration, TI)方法： 

∆𝐴𝐴 = � 〈
𝜕𝜕ℋ�𝒙𝒙,𝒑𝒑𝑥𝑥; λ�

𝜕𝜕𝜆𝜆
〉𝜆𝜆

1

0
𝑑𝑑𝜆𝜆  ,                                           (64) 

其中，λ 为耦合参数，λ=0 时，为状态 a，λ= 1 时，为状态 b。 

 

练习：从亥姆霍兹自由能的原始表达式 A=−(1/β) lnQ 开始，证明状态 a 和 b 之间

的自由能变化可表示为系综平均的形式，其中 Q 为正则配分函数。 

 

伞形采样方法(umbrella sampling, US)[43]，提供了一个新的自由能计算途径，

它在某种程度上和自由能微扰方法及热力学积分方法是相关的，所得的自由能可

直接和实验进行比较。此方法通过巧妙地选取外部的偏置势能 (bias 

potentials)Vext(ξ)，可将沿一有序参数，ξ，即真实的反应坐标的采样限制在有限

构象空间中。Torrie 和 Valleau 表明，无偏系综平均可以从总体有偏系综中获得： 

〈ℬ〉 =
〈ℬexp(−𝛽𝛽𝒱𝒱ext )〉bias

〈exp[−𝛽𝛽𝒱𝒱ext (𝜉𝜉)]〉bias
  .                                         (65) 

由此，自由能随 ξ 的变化可以直接由在有序参数取不同值处，系统在有偏构象空

间中出现的概率𝒫𝒫bias(ξ)求得： 

𝐴𝐴(𝜉𝜉) = −
1
𝛽𝛽

ln𝒫𝒫bias (𝜉𝜉) − 𝒱𝒱ext (𝜉𝜉) + 𝐴𝐴0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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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是一个常数。US 方法的一个局限在于需要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事先定

义一个外部势能函数 Vext(ξ)。在处理一些比较新的问题时，这是非常困难的。一

个较为吸引人的解决方法是自适应偏置力(adaptive bias force,ABF)方法[46]。此方

法首先从非限制分子动力学模拟中计算得到的施加在 ξ 上的平均力，再对其进行

积分来计算自由能的变化[44]。其中，偏置力是在模拟的过程中计算得到的，而

不是事先定义好的。这样，当它作用于体系时，就可以使所得的哈密顿量在沿 ξ

上没有剩余平均力，即在 ξ 上的平均力为零。然后，我们对所有在有序参数处计

算的值进行等概率取样，从而可以提高自由能计算的精度。 

如图 16，采用两种方法（ABF 方法和 FEP 方法）计算所得甲烷的水化自由

能是一致的，这表明，抛开这些力场的本质不说，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有

关这些计算的基本方法。这个实例还说明，自由能计算可以直观地将理论和实验

联系起来。 

 

图 16. 通过两种方法计算甲烷的水化自由能。一种是通过模拟甲烷从气相转移至水相，另一

种是将甲烷在水介质中消失（正向模拟）并重新出现（反向模拟）。在第一种方法，即 ABF

方法中，甲烷分子沿着达到水-气平衡的水层界面的法线方向自由地从气相迁移至水溶液中。

在第二种方法，即 FEP 方法中，甲烷和水的相互作用是根据 λ 的值的变化而逐步消失或出

现。这两个方法的结果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即：2.4 ± 0.4 kcal/mol[44]，与实验值 2.0 kcal/mol[45]

符合得很好。 

 

限于篇幅，这部分的内容不再详尽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相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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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7. 分子动力学和并行化 

在分子动力学固有的限制中，毫无疑问，最严重的困难就是研究较长时间尺

度下的复杂分子体系所需要消耗的计算机时间。计算的复杂性随着体系中原子数

的增多迅速增加，而在生物体系中，原子数很容易超出 10000。对于这样的体系，

往往很难达到与所模拟现象的物理真实情况相符的模拟时间，在现有的计算资源

可承受的情况下，模拟时间通常在纳秒到微秒级。这样的困难主要源于积分运动

方程时所用的时间步长需要远远小于我们设想的模拟的时间。对生物细胞膜的模

拟，对这种困难提供了很好的诠释。其中，磷脂链的聚集运动的驰豫时间量级在

10-11-10-6 秒。而为了保证模拟中体系的能量守恒，一般采取 2×10-12 秒左右的时

间间隔作为积分步长。在粗粒化模型中，体系中不存在较“硬”的自由度，运动方

程可以按 40×10-12 的量级的时间步长进行积分，这使得我们所研究的时间尺度可

以达到微秒级。然而，这样的模型过于粗糙，只能定性地描述动力学过程。可见，

为了获得定量的结果，我们需要进行对体系进行全原子水平上的描述，但付出的

代价则是模拟的体系受到了制约。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并行架构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可用的计算机资源，也就减

少了对分子模拟的一些制约。特别是，大规模并行多指令多数据（MIMD）计算

机已经使先前复杂分子体系中从未实现过的时间尺度的模拟成为可能。随着这些

新架构的出现，人们设计出了不同的并行策略。最简单的策略就是将计算任务分

解为对多组原子的计算，如图 17 所示，一个 N 个粒子的集合被 nproc个可用的处

理器分摊，总的数据表在中央存储器中定义，包含了所有与粒子位置有关的数据。

这一数据表在所有处理器间共享，以计算组内粒子与组外粒子间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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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在并行计算中，程序将计算任务分解为几组原子。主循环计算力的工作被分派到各个

处理器上，每个处理器计算一组空间中距离适当的原子。 

 

毫无疑问，这种分组的方法受限于体系的尺寸，并且需要有较大的内存。就

内存使用而言，将力的计算任务分派到 nproc个处理器上是最有效的方法（图 18）。

在此方法中，成对相互作用由分配的各个处理器单元进行计算。此方法的优点在

于通过可标定的分子动力学代码可将非常耗费机时的算法并行化。在共享存储

架构的框架[48]里，OpenMP 非常适合于这种方法。然而，困难在于原子 i 可能同

时和原子 j、k 发生作用，而这些作用被分配到不同的处理器单元进行计算。这

种情况下，j、k 施加于 i 上的力 fi 的贡献不能在不同的线程里同时更新。 

 

图 18. 将力的计算进行分解以实现并行。计算力场的主循环被分解到各个可用的处理器上，

同时计算施加在原子 i 上的力。 

 



33 
 

随着 nproc 的增加，力的计算分解策略的性能却很快趋近于一个极限。但此方

法在计算大小合适的体系时显得很有吸引力，通常使用有限数目的处理器，一般

nproc<16。一个能够取代前两种方法的，最令人看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

如图 19 所示的分解空间域的方法。其主要思想是，将模拟的单元分解为 ncell个

子单元进行处理。在最好的情况下，ncell准独立于 nproc。然而，即使是在原子液

体中，完全的独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及时更新施加于组成体系的粒子上的力，

线程间需要进行通信，即便通信量非常小。当分子较大时，如蛋白质，单个分子

可能在几个连续的子单元中出现，此时情况就变得相当复杂了。这也从另一个方

面解释了，为什么已经有了处理原子组和分解力的方法，对于基于空间域分解的

并行分子动力学程序也只能从重新设计，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借鉴标准的可标定

分子动力学模拟代码。 

 

图 19. 空间域分解算法。模拟单元被分割成几个子单元，每个子单元由一个并行架构中的处

理器来处理。为平衡其工作负载，分解出来的子单元数比处理器的数目要多。 

 

这个方法已经有了不少改进，但限于篇幅，就不再详细述叙。不过，有必要

提一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负载平衡的思想。在 nproc 个处理器上，共享

ncell(ncell≫nproc)个子单元。在模拟的第一步，子单元就在处理器间动态分配，以

均衡所有处理器的计算量。在许多分子动力学程序中都使用了这种思想，如

NAMD[49]，这是当前在复杂生物体系模拟中应用最广泛的软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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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语 

本文中讨论的例子讲述了数值模拟研究领域中常见的问题及处理方法。随着

高性能计算机性价比的提高，这个研究领域也在逐步扩展。此外，大规模并行架

构的应用，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还不是很平衡，但已经为分子动力学模拟开

辟了一条非常有希望的道路。在长时间尺度上研究与物理化学、生物相关的大分

子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回到图 3，并结合过去几年的文献可以发现，分

子动力学已经可以轻易地在几个纳秒的时间尺度内处理多达 105 个粒子的体系。

例如，膜蛋白在自然环境中的波动就符合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分子动力学结合

自由能计算可以突破玻尔兹曼采样的限制，为模拟这种体系中的缓慢过程提供了

方法，如膜蛋白对小分子的辅助传输过程[50]。 

然而，基于过去几年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条结论：第一，计

算结果的好坏与模拟的策略是紧密相关的。根据所要处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采

用什么样的算法，必要时必须舍弃一些算法，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更严格，通常也

更费时的算法。例如，当我们考虑静电效应时就是这种情况。如果采用最低耗费

的方法，静电效应是通过对势加和近似和长程作用的球形截面来处理的。但在更

精确的方法中，会引入网格求和方法甚至分散极化率模型。虽然常规方法已经建

立得比较完善且稳健，但分子动力学模拟并不适用于所有体系，因为牛顿运动方

程是以 1-2fs 的时间步长进行数值积分的。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所

研究系统的大小和时间尺度。 

第二，在对势能函数进行参数化时，必须格外注意体系本身的自然特征。尽

管经过多年的发展，标准力场已经相当成熟，可用来处理各种不同的大分子体系，

但是许多方法仍然需要继续发展。例如，在脂质膜的模拟中，多功能的势能函数

并不能给出满意的结果。最后，虽然把分子模拟推广到化学的各个方面，可能会

极大地促进数值模拟的应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应对所使用的程序一无

所知。任何情况下，只有在对结果进行仔细地检查，对生成的轨迹进行详细的分

析，对导出的热力学性质进行小心的研究之后，才能确定计算的正确性以及计算

结果的物理化学意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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