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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Sy：这是什么？



daf-16 isoform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from cytoplasm to nuclear



发挥功能的分子通路



ExPASy中的基因组学工具

序列比对工具：
·boxshade：让序列比对结果打印
出来更美观
·ClustalW：多序列比对
·Decrease redundancy：序列冗余
度降低
·LALIGN：配对序列比对
·MADAP：基因注释数据聚类
·Newick Utilities：高通量系统发
生树构建
·Phylogibbs：辨别调控位点
·SiBsim4：剪接序列比对
·SwissTree：金标准参考基因树
·T-Coffee：多序列和结构比对



ExPASy中的基因组学工具

相似性搜索工具：
·BUSCO：利用单拷贝直系同源基因,评估基因组,转录组的组装质量
·LALIGN：（同前）
·Phylogibbs：（同前）



ExPASy中的基因组学工具
描述与注释工具：
·EPD：真核启动子辑录
·OMA：全基因组同源性参考
·Association Viewer：统合显示单核
苷酸突变
·ChiP-Seq：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分析
·COILS：预测蛋白质的卷曲螺旋
·EIMMo：miRNA靶点预测
·ESTscan：编码区探测
·GMM：拷贝数探测
·IScan：插入位点探测
·ISMARA：基因组表达数据建模
·Isotopldent：理论同位素分布
·MAMOT：HMM模型
·SSM：序列相似性作图
·ShoRAH：分析NGS数据
·SSA：核酸序列基序
·TriFLe：TRFLP物种识别和模拟
·tromer：转录组分析器



Clustal-W多序列比对算法

ExPASy中的基因组学工具



注意，ExPASy中的Cluster-W：
1、不能分析超过30个样本或10000个残基，
2、且得到的结果仍要用其他生信软件（如Bioedit）
才能浏览、分析。

结果（在Bioedit中打开）

报错了……



T-Coffee：
寻找同源序列中的保守位点

FOX家族基因中的一些保守位点（红色）和

家族中整体保守区域的状况（最下一排），
可以看到一些特别保守的区段。



• 计算选择压力
ALF、BayeScan

• 全基因组分析
OMA、BUSCO、

fastsimcoal、MLTreeMap

• 查找保守序列

CEGA

• 共演化分析

Coev-Web

• 构建演化树相关
（演化树构建、可视化、优
化、合并等）

Newick Utilities、
RAxML、REALPHY、
Phylo.io、 MLtree、
Supertree

ExPASy中的演化分析工具



广泛存在于线虫~哺乳
动物

19个亚家族

命名为A~S

线虫DAF-16（FOXO）
属于FoxO亚家族

Maria L. Golson and Klaus H. Kaestner, Development (2016)

Fox（forkhead box）转录因子家族

Phylogenetic tree of mouse Fox family members



FoxO亚家族代表物种演化树的构建

同源蛋白序列（全长氨基酸序列）的获得：

文献查找 & NCBI蛋白数据，BLASTP  共30条序列

线虫 Caenorhabditis elegans （1）：CeFOXO/DAF-16

文昌鱼 Branchiostoma floridae（1）：BfFoxO

斑马鱼 Danio rerio （7）：DrFoxO1a、 DrFoxO1b、
DrFoxO3a、 DrFoxO3、 DrFoxO4、 DrFoxO6

果蝇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1）： DmFoxO

热带爪蟾 xenopus tropicalis （4）： XtFoxO1、XtFoxO3、XtFoxO4、XtFoxO6

鸡 Gallus gallus （4）： GgoxO1、GgFoxO3、GgFoxO4、GgFoxO6

小鼠 Mus musculus （4）： MmFoxo1、MmFoxo3、MmFoxo4、MmFoxo6

黑猩猩 Pan troglodytes （4）：PtFoxO1、PtFoxO3、PtFoxO4、PtFoxO6

人 Homo sapiens （4）：HsFOXO1、HsFOXO3、 HsFOXO4、HsFOXO6



FoxO亚家族代表物种演化树的构建

序列的比对：

ClustalW Mutiple（BioEdit）

保存为Phylip格式

系统发生树的构建：

RAxML（ExPSAy网站版）

最大似然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

步骤一：粘贴比对好的
序列或上传文件

步骤二：勾选蛋白序列

如果有外类群或作为限
制的NEWICK形式的树，
在此设置



FoxO亚家族代表物种演化树的构建

如果有用于建树的比对序列的区域的
限制，在此设置
步骤四：勾选ML法

可以填写邮箱，接收结果

步骤五：run

步骤三:修改替换矩阵



FoxO亚家族代表物种演化树的构建
结果页面

可以点击view查看结果
或下载结果



FoxO亚家族代表物种演化树的构建
RAxML网页版优点是不用

安装软件、操作简单；缺
点是等待时间长，不能选
择参数，不能对结果进行
优化编辑。

另外， RAxML具有下载版
软件，可以在 Linux, 
MacOS, DOS 下运行，优

点是可以处理超大规模的
数据，例如千万个物种，
几百至上万个的碱基序列，
但操作复杂，上手慢。



转录组（transcriptomics）相关数据库

Bgee：提供了在正常生理条件（没有涉及基因突变、处理、疾病等）下各种动物体
内的基因表达模式，这些数据来自RNA-seq、基因芯片、原位杂交、EST数据等；
SwissRegulon：提供了全基因组范围的调控位点的注释信息，主要是转录因子结合
位点；



转录组（transcriptomics）相关工具
EIMMo：对microRNA作用的下游靶基因进行预测；
ESTscan和Translate：首先进行CDS序列的预测，然后使
用6个读码框把核酸序列翻译成蛋白质序列；
ExpressionView：在R语言环境下对基因表达数据进行双
聚类的分析；
Ping pong algorithm and ISA：对大规模的的数据，比如
说微阵列（microarray），进行初步的模块处理来减少
其复杂度；
ISMARA：对Chip-seq数据和预测得到的TF/microRNA

调控位点进行建模和初步分析；
QuasR：在R语言的环境下对测序得到的short reads进行
定量分析和注释；
SIBsim4 ：在Linux操作系统下，对sim4进行改进，提高
了运算速度和信息的输出量，对序列成熟的mRNA序列
进行比对；
Tromer：转录组分析，输入基因名后可以找到转录信息；



Translate – daf-16 第一种Verbose (“Met”, “Stop”, spaces between 
residues) ；

第二种Compact (“M”, “-”, no spaces)；

第三种Includes nucleotide sequence；

16种密码子表



Translate - daf-16



Translate - daf-16



TromER 数据库



Daf-16 Gene ID: 172981 TromER – daf-16



TromER – daf-16



TromER – daf-16



TromER – daf-16



ExPASy Structure Analysis

• 同源建模工具

Swiss-model、open structure

• 结果评估工具

CAMEO、QMEAN

• 核心结构域预测

COILS 、MARCOIL

• 结构可视化工具

SWISS-PDB VIEWER

• 药物设计工具

Click2Drug 、Swiss TargetPrediction



Swiss-Model Search for templates

Paste protein sequence 

from uniprot



Swiss-Model 
Select an optimal template to build model



Swiss-Model Results



Pymol-align Evaluate two results differences 

FOXO4

FOXO1-ETS1 DNA complex

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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