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晶硅的电子结构计算
本节将介绍JAMIP在电子结构计算与后处理方面的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电子结构相关计算：
能带结构
电子态密度
载流子有效质量
能带反折叠
电子结构计算后处理：
绘图程序使用说明：PDOS图、能带图、投影能带图
数据提取与计算结果分析
提取能带信息(带隙、带边位置，真空能级对齐等)
计算载流子有效质量

JAMIP计算准备工作
1. 程序准备
JAMIP进行电子结构计算，用户需要准备以下程序：
VASP可执行程序与对应赝势库
安装JAMIP程序包

2. 材料结构文件
本示例中使用单晶硅结构(空间群：227)，晶格常数a=3.87 Å，结构示意图如下：

3. 计算参数

计算使用VASP程序完成，下面列出了配置文件。
input.py (任务提交文件，可通过执行 jp ‐i vasp 生成)

vasp.program
vasp.potential
vasp.tasks
=
vasp.xc_func =
vasp.force
vasp.energy
vasp.cutoff

= $VASP_PATH
# VASP可执行文件路径，需要用户添加
= $VASP_PSUEDOPATH
# VASP赝势库路径，需要用户添加
'relax scf band dos emass boltztrap unfolding'
# 计算任务设置
'pbe'
# 泛函选择

= 1e‐3
= 1e‐6
= 520

vasp.kpoints = 0.189

#
#
#
#

力收敛标准 force convergence
能量收敛标准 energy convergence
截断能 encut setting
K点设置 kspacing

.incar (计算参数文件, 需要使用 ls ‐a 查看)
base:
system: jamip
algo: normal
lreal: false
ismear: 0
sigma: 0.05
npar: 4

.cluster (集群参数文件, 需要使用 ls ‐a 查看)

project: TDOS

# 任务名

queue: default

# 队列名

manager: PBS
cores: 16

# 任务管理系统
# 计算使用的核数

nodes: 1

# 计算使用的节点数

cmd: qsub
mpi: mpirun

# 任务提交命令
# 并行程序命令

maximum: 1
env:

# 最大提交任务数
# 运行程序所需环境变量,若python3为虚拟环境则需另外添加虚拟环境路径

‐

moudle load intel

‐

conda activate python3 # 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JAMIP电子结构计算
1. 任务提交
用户需要将下载的结构文件存入结构文件目录(structure)，生成任务池并提交任务 input.py 中的设
置要与实际目录名一致。
pool=Prepare.pool(vasp)
pool.set_structure('structure','Results')

#

结构目录和计算输出目录

pool.save('Si.dat')

#

Prepare.cluster('pbs')

#

任务池文件名
计算使用的管理系统

任务提交命令(shell内输入)

>>> jp ‐r prepare

#

>>> jp ‐r qsub ‐f Si.dat

#

生成任务池文件
提交任务池文件

任务提交目录
.
|‐.incar
|‐ .cluster
|‐ input.py
|‐ Si.dat
|‐ __pycache__
|‐ structure
|‐ Si.vasp
|‐ Results

# python3缓存
# 结构文件

|‐ Si.vasp # 计算目录
|‐ pbsscript
|‐ relax
|‐ scf
|‐ electric
|‐ band
|‐ dos
|‐ emass
|‐ unfolding

2. 计算细节
结构优化(relax)：
relax:
nsw: 100
addgrid: true

#
#

离子优化步长。结构优化最多进行3次正常精度的优化计算
提高网格精度，有助于部分结构计算收敛

1. 在结构优化计算时，JAMIP计算默认开启粗优化计算，即先使用低精度的收敛参数进行分步计
算，使结构快速弛豫至收敛位置附近，再进行高精度的计算。用户可以通过任务提交文件中的
vasp.accelerate设置是否开启该功能。
2. 默认优化参数为全优化，即 isif=3, ibrion=2
3. 结构优化未收敛时，程序不会进行后续计算。
自洽场计算(scf)

scf:
ismear: ‐5
lcharg: true
lvtot: true

#
#
#

使用四面体方法计算轨道电子占据
输出电荷密度文件
输出静电势文件，用于演示获取真空能级

自洽场计算用于获得稳定的波函数(WAVECAR)与电荷(CHGCAR)文件，供后续性质计算参数使用, 同
时在数据提取时，JAMIP默认从自洽场计算结果中提取通用用户所需性质(例如：电子数、自由能、真
空能级)。
能带结构(band)
band:
icharg: 11
lwave: false
lorbit: 11

#
#
#

读取电荷密度文件 (非自洽计算)
不输出波函数文件
输出投影电荷密度文件，用于绘制投影能带

JAMIP支持根据结构对称性自动生成高对称路径，用户也可在input.py内手动设置能带路径，例如：
vasp.kpoints = 'Line Model', (\
"0.0000 0.0000
"0.5000 0.0000
"0.5000 0.2500
"0.0000 0.0000
"0.5000 0.5000

0.0000
0.5000
0.7500
0.0000
0.5000

\Gamma",
X",
W",
\Gamma",
L")， 20

JAMIP计算大体系的结构时，会出现单次计算全部K点路径可能出现内存不足的情况，用户可以在
input.py内设置 vasp.band_split = True ，开启能带分段计算，此时目录结构为：
|‐‐ electric
|‐‐ band
|‐‐ Gamma‐X
|‐‐ X‐W
|‐‐ W‐Gamma
|‐‐ Gamma‐L

电子态密度(dos)
dos:
ismear: ‐5
nedos: 3001
lorbit: 11
lwave: false
lcharg: false

#
#
#
#
#

使用四面体方法计算轨道电子占据
评估态密度时的网格点数
输出投影电荷密度文件，用于绘制投影态密度
不输出波函数文件
不输出电荷密度文件

用户在进行态密度计算时，建议设置ismear=-5可以获得更平滑的态密度曲线，当设置lwave=False
或lcharg=False时，程序将在计算目录生成波函数(电荷密度)文件的软链接，从而减少空间占用。

有效质量(emass)
emass:
icharg: 11
lorbit: 11

有效质量的计算流程：
1. 提取能带计算结果，获得带边位置;
2. 分别计算经过带边位置，沿晶格方向的加密K点路径，默认插点数为50。 例如，本算例中能带计
算的导带底K点坐标为(0.414, 0.0, 0.414)，则有效质量的计算路径为：
0.0, 0.0, 0.414 ‐> 0.5, 0.0, 0.414
0.414, 0.0, 0.414 ‐> 0.414, 0.5, 0.414
0.414, 0.0, 0.0 ‐> 0.414, 0.0, 0.5

当能带计算结果显示无带隙时，不会进行有效质量计算。
有效质量计算目录结构如下：
/electric/emass
1. x‐cbm x‐vbm y‐cbm y‐vbm z‐cbm
2. x‐cbm‐vbm y‐cbm‐vbm z‐cbm‐vbm

z‐vbm

# CBM与VBM对应K点不同
# CBM与VBM对应K点相同

能带反折叠(unfolding)
unfolding:
lorbit: 11
icharg: 11
lwave: true
encut: 520
mesh: 0.01

#
#

增大截断能有助于提高能带反折叠计算精度
设置能带路径从插点密度，与kspacing类似

使用原胞结构生成能带路径，根据原胞与超胞映射关系将这些K点映射至超胞(原胞倒空间体积大于超
胞)，再将这些超胞能带点反折叠生成原胞能带，根据波函数基组间的相似度确定置信度。计算流程如
下：
1. 读取超胞结构，使用spglib获取相应原胞和转换矩阵 (或直接在.incar文件指定)
2. 按原胞结构确定高对称路径，将高对称路径上的K点通过转换矩阵投影到超胞，输出KPOINTS，
GPOINTS(G格矢偏移量)，KPATH.in(高对称路径信息)
3. 使用VASP程序，计算超胞的K点能量本征值
4. 使用后处理脚本绘制反折叠能带图
在计算类似掺杂相的复杂结构，spglib往往不能找到我们希望的原胞结构，用户可以通过手动指定原
胞结构和转化矩阵的方式计算能带反折叠,可在.incar中添加以下内容：

dim: 2 2 2
primcell: $HOME/prim/Si.vasp

# 指定超胞矩阵
# 指定原胞结构文件的绝对路径

由于能带反折叠需要使用超胞结构计算，在本实例中使用了硅的单胞结构(输入文件中的supercell)，
用户可以对比超胞能带反折叠图与原胞能带间的区别。

JAMIP数据后处理
本示例使用的数据提取程序(extract.py)与绘图程序(plot.py)位于Scripts目录下

1.绘图程序
执行 jp ‐i plot 命令，生成绘图程序副本
# Plot Params
>>> BAND_EMIN = ‐2
>>> BAND_EMAX = 4
>>> BAND_SHIFT = 0

# 能带图类 绘图参数
# emin/emax：能量区间的上下限
# shift：导带偏移，用于修正带隙

>>> DOS_EMIN = ‐2
>>> DOS_EMAX = 4
>>> DOS_LIMIT = 0.04

# 态密度图类 绘图参数
# emin/emax：能量区间的上下限
# limit：态密度区间的上限

>>> BAND_XLABEL = ''
# xlabel：X轴标签
>>> BAND_YLABEL ='Energy (eV)' # ylabel：Y轴标签

>>> DOS_XLABEL = 'Energy (eV)' # xlabel：X轴标签
>>> DOS_YLABEL = 'PDOS'
# ylabel：Y轴标签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from jamip.utils.plot import Plot
>>>
>>>
>>>
>>>
>>>

pl = Plot(path='Results/Si.vasp') # 根据生成脚本的位置，指定计算目录
pl.plots('band')
# 绘制能带结构图
pl.plots('pdos')
# 绘制投影态密度图
pl.plots('fatband')
# 绘制投影能带图
pl.plots('unfolding')
# 绘制能带反折叠图

图像的大小、字体大小、线宽等通过 $HOME/.jamip/viewer 目录下的matplotlib样式文件设置。 以
band.mplstyle为例:

figure.figsize: 15,12
axes.titlesize : 25

#
#

axes.labelsize : 25
lines.linewidth : 2.2
xtick.labelsize : 22
ytick.labelsize : 22

#
#
#
#

图像大小
标题文字大小
坐标轴标签文字大小
线宽
x轴坐标大小
y轴坐标大小

态密度

能带结构

投影能带

能带反折叠

2.数据提取与计算结果分析

2.数据提取与计算结果分析
能带数据提取
>>> from jamip.analysis.vasp import BandFinder
>>> bf = BandFinder('Results/Si.vasp')
>>> bf.stdin
# 能带类输入路径
Results/Si.vasp/electric/band

>>> bf.kpath
# 获取K点路径
[['Gamma', 'X', 'W', 'K', 'Gamma', 'L', 'W', 'U', 'L', 'K']]
>>> bf.get_fermi()
# 获取费米能级
5.8188
>>> bf.get_locpot()
# 获取真空能级
‐16.733722910582
>>> bf.get_bandgap()
# 获取带隙(直接带隙和间接带隙)
{'indirect': 0.6137, 'direct': 2.5562}
>>> bf.get_info('nelect') # 查询计算数据接口，例如查询体系电子数
8
>>> bf.get_cbmvbm()
# 查询带边信息，包含带边能量、带边在能带数据的位置和对应的K点坐标
{'cbm': {'energy': 6.2128,
'index': (4, 24),
'kpoint': array([0.4137931, 0.
, 0.4137931])},
'vbm': {'energy': 5.5991,
'index': (3, 0),
'kpoint': array([0., 0., 0.])},
'gap': 0.6137}

有效质量
有效质量计算公式如下：

1

m∗

=

1 ∂ 2 E (k )
ℏ2 ∂ k 2

其中导数部分可通过拟合能带曲线获得，使用y=ax2+bx+c 拟合时满足下式：

∂ 2 E (k )
= 2a
∂ k2
JAMIP在计算有效质量时，选取带边位置附近的7个点拟合曲线的二次项系数。以下是有效质量提取
程序：
>>> from jamip.analysis.vasp import BandFinder
>>> bf = BandFinder('Results/Si.vasp')
>>> bf.get_emass()
# 查询有效质量数据
{'cbm‐x': 0.287052,
'cbm‐y': 0.349269,
'cbm‐z': 0.287052,
'vbm‐x': 0.748519,

'vbm‐y': 0.748519,
'vbm‐z': 0.748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