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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一操作動作都會依序標上1, 2, 3…    

     例： 

 

• 動作框內紅字表示按鈕的名稱或是該輸入的指令 

     例： 

 

 

 

• 沒有標1, 2, 3…的為註解 

     例： 

 

 

 

• 紅色圈圈標出按鈕的位置 

     例： 

 

• 紅色方框標出應該注意或該輸入數值或指令的地方 

     例： 

使用說明 

3. 開啟 XDSgui，輸入指令 :  xdsgui。 

 

 

 

2. 按 Load。 

成功建立之 dataset 顯示如下： 

執行 XDS 前。 

3. 點選上一層存放 raw data 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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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Data Processing of 

Single-dataset by X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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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如何開啟程式及設定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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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開啟 XDSgui 程式 

2. 於新視窗輸入指令 :  cd △ <路徑> 

    前往 raw data 所存放的資料夾。 

 

     

 

 

 

1. 於桌面空白處，點滑鼠右鍵，於選單中左
鍵按 Open in Terminal ，開啟新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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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開啟 XDSgui 程式 (續) 

1. 建立 process 資料夾，輸入指令 :  

mkdir △ <資料夾名稱>。 

 

 

 

2. 前往 process 資料夾，輸入 

    指令 :  cd △ <資料夾名稱>。 

 

 

 

若同一資料夾內有許多套 raw data，建議在建立 process 資
料夾時以 xds_序號 來區別不同套的 process，例如：xds_01, 

xds_02, xds_03……，若多人處理同一套數據則建議將資料夾
命名為 xds_序號_使用者名稱 ，例如：xds_01_Kimi。 

3. 開啟 XDSgui，輸入指令 :  xdsgui。 

 

 

於 process 資料夾路徑下開啟 XDSgui，可以確保和處理同
一組數據的人不會互相干擾。 

7 



1.2 確認 output 資料夾 

若想選擇其他資料夾或是建立新的 output 資料夾，
可點選此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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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程式後，可於 Projects 分頁再次確認 output 資料夾路徑
(XDSgui 程式視窗上方的顯示列會顯示目前的資料夾路徑)。 



1.3 設定欲處理之 dataset 

1. 點選 Frame 分頁。 

2. 按 Load。 

3. 點選上一層存放 raw data 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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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要 process dataset 的其中任意
一張 image。 

5. 按 Open 開啟檔案。 



1.3 設定欲處理之 dataset (續) 

成功建立之 dataset 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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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編輯 XDS.INP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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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檢視 raw image 

1. 利用此處介面調整 image 的明暗、對比及放大倍率，

以便清楚的看到繞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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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張數或點選上下箭號，可檢視其他 image。 



2.2 產生 XDS.INP 檔案 

1. 點選 generate XDS.INP，下方
的 image 圖上會顯示藍色圈圈、
綠色圈圈及叉叉記號。 

藍色圈圈定義 detector 上用來進行 process 的範圍。   

                                   

綠色圈圈定義 integrate 及 scale 時會利用到的解析度範圍。 

(註：高解析度之綠圈因設定為 0，故不顯示。) 

                                     

綠色叉叉記號則是代表直射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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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產生 XDS.INP 檔案 (續) 

1. 點選 XDS.INP 分頁。 

產生的 XDS.INP 檔案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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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檢視 XDS.INP 檔案 

1. 確認欲執行的工作項目。 

15 

XYCORR 

INIT 

COLSPOT 

IDXREF 

XPLAN 

DEFPIX 

INTEGRATE 

CORRECT 

positional corrections of the detector 

initial background estimation 

locates strong spots to use in indexing step 

(peak search) 

"index" reflections; user may supply 

space group 

strategy for data collection [optional]  

find beamstop shadow and mask 

evaluates intensities on all frames 

scales, rejects outliers, statistics 

XDS 工作項目介紹 



2.3 檢視 XDS.INP 檔案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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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認從 image 檔頭讀出的資訊是否正確。 

   (如直射光位置、收集數據時所使用的 detector 距離、
每張 image 的旋轉角度及波長) 

3. 設定用來 process (DATA_RANGE) 

及 peak search (SPOT_RANGE) 

的張數範圍，一般預設 peak 

search 的張數範圍為前半段數據。 

2. 確認 dataset 名稱是否正確。  



2.4 編輯 XDS.INP 檔案 

1. 若已知 space group 及 cell parameter 請輸入
於此，若未知則不需更改。 

2. 輸入 integrate 及 scale 時會利用到的解析度範圍，
low resolution limit 請輸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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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group number 請參照下表紅框處填寫： 



2.4 編輯 XDS.INP 檔案 (續) 

1. 如果有 anomalous 訊號，請輸入 FALSE。
軟體預設值為 FALSE，若無 anomalous 

訊號請輸入 TRUE。 

2. 輸入 detector 上用來進行 process 的範圍。 

(1.0=edge / 1.2=half corner/ 1.41421=corner) 

3. 若 image 上有冰環，在進行 index、refine 及 integrate 

時需避開，將冰環所在解析度那行前方的驚嘆號去掉，
即可避開冰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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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設定 untrusted areas 

2. 將 image 放大到適當 

    倍率。 

3. 點選 Untrusted areas (set with right mouse button) 後
出現下拉式選單，選擇 Untrusted Ellipse (2 clicks)。 

1. 點選 Frame 分頁。 

19 

JOB 中的 DEFPIX 步驟，會做 find beamstop shadow and mask，
即軟體可自動設定 untrusted areas，若想自己設定，則可參考以
下步驟進行。 



2.5 設定 untrusted areas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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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滑鼠右鍵點兩個位置即可定義橢圓，定義方式如下：
第一個點為 beamstop 陰影的垂直與水平切線交界處，
第二個點則依照形成的橢圓形狀點擊，即完成設定。 



2.5 設定 untrusted areas (續) 

1. 將 image 縮小到可看
到整張 image。 

2. 點選 Untrusted areas (set with right mouse button) 後出
現下拉式選單，選擇 Untrusted Quadrilateral (4 cl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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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設定 untrusted areas (續) 

1. 在要設定的長方形 untrusted area 的四角  

    位置以滑鼠右鍵順或逆時針各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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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設定 untrusted areas (續) 

1. 點選 XDS.INP 分頁。 

在 Frame 分頁設定好的 untrusted areas 可在 XDS.INP 

檔內直接顯示數值，若要重新設定 untrusted areas，直
接將此兩行數值刪掉，返回 Frame 分頁即可重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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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執行 XDS 進行數據處理 

及檢視結果 

24 



3.1 執行 XDS 程式進行 data 

processing 

1. 點選 Save。 2. 點選 Run XDS。 

執行 XDS 前。 

完成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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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檢視 process 結果 

檢視 ISa 的值，此值愈大代表數據內的系統性誤差越小，
得到的統計數據越精確。 

26 

檢視開啟 XDS 程式的 terminal，process 結束後會出現下
圖結果，確認 space group 及 unit cell parameter 是否正確。
若一開始處理數據時不確定 space group 為何，請參考下
頁方法進行 space group 的判定。 



檢視開啟 xds 程式的 terminal，
可找到 pointless 程式預測 

space group 結果，請將軟體
預測的 space group 及 unit 

cell parameter 輸入 XDS.INP 

後重新 index (參考 p.17,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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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 tools 分頁。 

2. 點選 Further analyses。 
3.點選 determine spacegroup 

with pointless。 

3.3 判定 space group 



3.4 檢視積分結果 

1. 點選 INTEGRATE 分頁，於右側窗格檢視各項參數的曲線圖 

(如下圖)。正常情況下，這些參數應不會隨著 Frame number 

增加而有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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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檢視積分結果 (續)  
1. 點選 tools 分頁。 

2. 點選 Show frame with predicted spots。 

3. 選擇欲檢視的 image number。 

4. 點選 show FRAME.cbf for frame number X=，
會跳出XDS-Viewer 視窗 (如下)。  

7. 檢查預測點與實測點的位置是否完全吻合。 

5. 利用滑鼠中鍵放大影像，按滑鼠
右鍵即返回原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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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調整對比。 



3.5 檢視 scale 結果 

1. 點選 CORRECT 分頁，於右側窗格之曲線圖可檢視各 

resolution shell 之 I/sigma (unmerged data)、Chi^2、
R-factor、 rejection 的變化以及各項統計數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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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查看 data 的統計數據 

1. 點選 CORRECT 分頁。 

Resolution I/sigma Completeness 

CC1/2 

(續上表) 

Rmeas 

2. 於左側窗格，先將捲軸往下拉到最後，再稍微往上尋找下表
(其內容即為CORRECT.LP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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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如何決定 resolution cutoff 

依 I/sigma 值來看，這套 data 的 resolution 大約可以達到
這條紅線以上。一般而言，I/sigma 值應大於 2，且 outer 

shell resolution 的完整度要大於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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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何重新 scale 

1. 點選 XDS.INP 分頁。 

2. 利用驚嘆號將第一行工作列隱藏後，在第二行輸入 

JOB= CORRECT。 

3. 輸入 resolution cutoff。 

  

4. 點選 Save。 

  

5. 點選 Run X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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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查看重新 scale 的統計數據 

1. 點選 CORRECT 分頁。 

(續上表) 

CORRECT.LP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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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如何轉檔 

35 



4.1 如何將 .HKL 轉成 .mtz 檔 

1. 點選 XDSCONV 分頁。 

3. 點選 save。 4. 點選 run XDSCONV。 

  

XDS_ASCII.HK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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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認是否為欲輸出的格式，  

    若否，則進行修改。 

  



4.1 如何將 .HKL 轉成 .mtz 檔 (續) 

1. 點選 show XDSCONV.LP。 

得到解結構軟體可辨識的檔案格式。 

(output_file_name.m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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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Data Processing of 

Multi-datasets by K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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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如何開啟 KAMO 及  

auto-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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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開啟 KAMO 介面 

2. 於新視窗輸入指令 :  cd △ <路徑> 

    前往 raw data 所存放的資料夾。 

 

     

 

 

 

1. 於桌面空白處，點滑鼠右鍵，於選單中左
鍵按 Open in Terminal ，開啟新視窗。 

 

 

3. 直接在 raw image 資料夾路徑下開啟 KAMO，  

    輸入指令 :  kamo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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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uto-processing 

開啟 KAMO 後，會自動進行數據處理並輸出統計數據，數據
處理完成後，在 Pstatus 項下會顯示 finished，所有數據會儲
存在軟體自建的 _kamoproc 資料夾內。待所有數據處理完成
後即可進行下一步驟。 

點選想看的那一套數據，下方視窗
即會出現此套的詳細統計數據。 

41 

可快速瀏覽各套數據的 completeness、space group 以及 

high resolution limit，建議記下最高解析度為多少，以作為
後續 merge 數據時最高解析度的設定 (如本例為 1.5 Å )。 



1.2 Auto-processing (續) 
可於 KAMO 介面左下角輸入想檢視的 image 張數後按下 Show，
即會出現此張繞射圖或是 prediction 結果。 

於介面右下窗格點選 Log files 可選擇檢視各步驟之 .LP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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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如何進行 BLEND  

以及合併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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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設定欲處理之 datasets 

1. 勾選欲處理的 datasets 或  

    是點選 Check all 選取所有   

    datasets。 

 

 

2. 點選 Multi-merge strategy 

    後會出現 Prep multi merge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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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選擇正確的 space group 

1. 選擇正確 space group 的   

    那一個 group。 

 

2. 點選 Proceed。 

 

資料夾名稱預設為 merge_年月日-時分秒，
若想自己命名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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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eindex 

某些 space group 會遇到需要 reindex 才能合併數據的狀況，
KAMO 會自動判別是否需要 reindex。若跳出以下視窗，即代
表需要在合併數據前，利用指令先作 reindex。 

1. 看完訊息後按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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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eindex (續) 

需在 merge_年月日-時分秒的資料夾下執行 reindex 指令。 

1. 於原開啟 KAMO 的視窗按下 Enter 後輸入指令 :  cd △ <路徑> 

    前往 merge 資料夾。 

 

     

 

視窗出現 Reindexing done 即代表完成 reindex，並以 

formerge_reindexed.lst 檔案進行後續的合併數據步驟。 

2. 輸入指令 :  kamo.resolve_indexing_ambiguity △ formerge.lst   

      △ method=selective_breeding 進行 r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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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編輯 merge_blend.sh 檔案 

1. 在 merge_年月日-時分秒的資料夾下輸入指令 :  ls 

    找到 merge_blend.sh 檔案。 

 

     

 

2. 輸入指令 :  vi △ merge_blend.sh 利用文字編輯器打開檔案。 

 

     

 

3. 按下鍵盤上 Insert 後可編輯檔案，輸入 merge 數據時 

    欲使用之最高解析度，請參考 p.41 說明設定。 

 

     

 
4. 如果有 anomalous 訊號，請輸入 true。 

 

     

 

5. 輸入 reindex 後的 .lst 檔 (formerge_reindexed.lst)， 

    若為不需 reindex 的數據，則輸入 formerge.lst。 

    編輯完成後，按下 Esc 後輸入 :wq 離開。 

 

     

 

6. 編輯好 merge_blend.sh 檔案後，輸入指令: ./merge_blend.sh  

    執行 BLEND 程式並 merge data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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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查看所有結果 –  

開啟 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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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式執行完畢後，於視窗輸入指令 :  cd △ <路徑> 

    前往 report.html 所存放的資料夾。 

 

     

 

2. 輸入指令 showkamolog 開啟 report.html。 

 

report.html 可查看所有結果，開啟的網頁如下圖所示： 



• Cluster analysis 結果。 

1. 將網頁卷軸下拉找到 Cell-based clustering by BLEND， 

    點選 See original cluster dend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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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查看所有結果 –  

檢視 BLEND 結果 

分屬同一群的數據 isomorphous 程度較高，
可參考此圖選擇較相似數據合併後的結果。 

KAMO 會自動將每個 cluster 進行合併，最後
可依據各個 cluster 合併後的統計數據，來決
定何者為最佳數據。 



• Cluster analysis 之編號為哪一套原始數據，可利用 

    下表查詢。 

1. 於網頁點選 Files 下方之 Show/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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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查看所有結果 –  

檢視 BLEND 結果 (續) 



• 每一組 cluster 的統計數據。 

註：數據完整度小於 90% 者，不會進行後續合併數據的步驟。 

      (如本例中的 cluster 4 及 5) 

1. 於網頁點選 Show/Hide cluster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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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查看所有結果 –  

檢視 BLEND 結果 (續) 



• 如何選擇 cluster。 

2. X-axis 點選 Cmpl。 

 

 

3. Y-axis 點選 Rmeas。 

 

 

進行合併數據步驟時，軟體會再踢掉一些 data，使得最後
合併後整套數據的 completeness 不足 90%，因此可初步
根據此圖表選擇完整度大於 90% 及 Rmeas 較低的 cluster 

作為最佳數據 (如本例為 cluster_0009)。 

1. 將網頁拉到最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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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查看所有結果 –  

檢視 merge 結果 



• Merging summary。 

• 合併數據後之統計數據 merge.log (本例為 cluster_0009)。 

1. 點選此倒三角形，展開後可得下表 merge.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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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查看所有結果 –  

檢視 merge 結果 (續) 



2.6 取得 .mtz 檔案 

1. 在 blend_(dmin)A_framecc_b 資料夾內，點選     

    cluster_0009 資料夾。 

 

     

 

2. 點選 run_03 資料夾，若無 run_03 資料夾，  

    則點選 run_* (* 數字最大) 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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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_01: scaling and merging of all datasets using XSCALE  

run_02: detects and removes bad frames  

run_03: detects and removes bad datasets 



2.6 取得 .mtz 檔案 (續)  

在 ccp4 資料夾內，即含有 

xscale.mtz 檔案。 

1. 點選 ccp4 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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