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EBI SRS SERVER

黄拔严于琳琳李康韦永龙



Introduction
Project
SRS Queries
Views
Links
Analysis Tools



Introduction 

SRS是Sequence Retrieval System的缩

写，是目前分子生物学最重要的序列和其
他数据检索工具之一。由欧洲分子生物学
实验室开发，最初是为核酸序列数据库
EMBL和蛋白质序列数据库SwissProt的查

询开发的。通过输入关键词，你就可以对
各类数据库关键词匹配查找，并输出相关
信息．



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 http://srs.ebi.ac.uk/
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http://srs.embl.de/
韩国国家基因组信息中心
http://srs.ngic.re.kr/srs/
德国癌症研究所

http://www.dkfz-heidelberg.de/srs/

（This page has been modified by J Luo, 13 Mar 2008）

国际上主要SRS数据库查询系统服务器系统的网址

http://srs.ebi.ac.uk/srs6/
http://srs.embl.de/
http://srs.ngic.re.kr/srs/
http://www.dkfz-heidelberg.de/srs/


SRS对序列数据库的查询，是指对序列、结构以及各种
二次数据库中的注释信息进行关键词匹配查找。例如，选
定蛋白质序列数据库SwissProt，输入关键词insulin(胰岛
素)，即可找出该数据库所有胰岛素或与胰岛素有关的序
列条目(Entry)。数据库查询有时也称数据库检索，它和互
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 (Search engine) 查找需要的信息是
一个概念。

BLAST 是分子生物学特有的工具，它是指通过特定的序
列相似性比对算法，找出核酸或蛋白质序列数据库中与检
测序列具有一定程度相似性的序列。例如，给定一个胰岛
素序列，通过数据库搜索，可以在蛋白质序列数据库
SwissProt或其它选定的数据库中中找出与该检测序列
(query sequence)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序列。

BLAST和SRS都是序列检索(Sequence 
Retrieval)工具，但有本质差别





projects

Project是SRS的一个强大功能，他为用户

提供了数据的处理，保存，调用和交换等
功能

Project可分为temporary project和
permanent  project



temporary project

用SRS进行搜索后，project会自动记录我
 们的搜索内容。我们可以在此选择保存搜
 所内容。但是临时project功能有限 ，仅有
 save 与open的功能



permanent  project

输入你的用户名



保存（save）,保存当前的数据；

重命名（rename）,对我们的
Project进行更名；

删除 （delete）, 及时删除一个不用
的Project也是必要的。

复制 (copy), 我们也可把右边的项
目例如Q1等，拷贝到另一个Project
中。

新建（New Project）,新建一个
Project，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将会自
动保存到新的Project中。

跳转（Switch）,此键有助于我们在
不同的Project之间跳转。



Project是一个帮助我们记录我们在SRS上
搜索，更改风格等操作的工具，通过它，
可以使我们更方便进行数据的保存，尤其
进行多个数据操作，能使我们将各个数据
分开，有条不紊地操作，以及各个Project
之间的数据调用等。



SRS Queries



Quick Search
the Standard Query Form
the Extended Query Form



Quick Search

Quick Text Search. 
Sequence Similarity / Homology 
Search. （EBI SRS中无此项）

Quick Search无需选
 择库,系统会根据数据
 的类型自动选择合适

 的库



the Standard Query Form & 
the Extended Query Form

1、选择 Databank

2、点击Standard Query Form 
或Extended Query Form



the Standard Query Form

the Extended Query Form



Search Terms 

Single-word search单词条查询

Multiple-word phrases多词条短语

Numbers and dates 数字和数据

Regular expressions规则的公式

Wildcards通配符



Single-word search（单词条），就是只输

入一个字符，无论在快速搜索，标准搜索
还是扩展搜索，均可以使用，例如选择了
EMBL之后，输入一个cea（SRS不区分大

小写）



多词条比对。同样在三种搜索风格中均适用，
例如输入aldehyde reductase（乙醛酸还原
酶），合写成aldehydereductase时搜出来的
内容每条均含aldehyde reductase，但是分写
成aldehyde reductase时搜出的结果可能就只
有aldehyde或reductase其中一个。

也可以使用逻辑符号，如aldehyde & 
reductase (AND), aldehyde | reductase
(OR), aldehyde ! reductase (BUTNOT). 



Numbers and dates数字和数据搜索。

更适合比较专业的人士，通过数字和冒
 号，感叹号的组合来对结果进行限定

 的，冒号在数字的左边时，表示结果需
 要小于这一数字，相反，在右边则大于
 这一数字。而感叹号在冒号的的左边时
 表示没有上限，在右边表示没有下限。

但如果用的是Extended Query Form 的话，就
 简单的多了



规则公式搜索。规则搜索时不要求输入整个词
条，只需输入一个词的前缀或后缀即可。这样尤
其方便但我们对一个词条只记住一半时，或者同
时搜索两个以上有共同词根的相关词条的情况：

例如输入/^phos/将会得到以"phos"开都的词条的
相关结果 (例如 phosphate, phosphorylase), 
而输入/ase$将会得到以 "ase"结尾的词条的相关
结果 (例如 kinase, phosphatase等)。



通配符搜索：在这里通配符主要指的时相
似通配符，当我们不确定一个单词，但记
得词头，词尾时，可以在中间加上*或者一

个？这在我们不确定单词完整拼写，或者
查询几个共字头字尾的词条很有用。



SRS的一般性搜索和别的数据库搜索大同

小异，但是，其分类的精细程度是其他工
具所不能比拟的，通过多种选择的组合，
是我们搜索到的资源更加接近我们的目
标，避免在很多“假阳性”数据上浪费时间。



结果与保存

结果的显示风格可以在设置VIEW时改变，

也可以在得到结果后进行改变。

选择好目的数据后，点击保存

可以通过RESULT来查看我们搜索的结果



VIEWS



选择显示结果的方式

选择排列的方
 式



seqsimpleview

fasta

proteinchart



Links
Use this page to set the requirements when 
searching for links to other entries from your 
existing query results. 



Get to the Link Page

Manage your Query Results page 
the Query Result page 
the Entry page 



Find Links from the Manage your 
Query Results Page



Find Links from the Query Result Page



Find Links from the Entry Page



two forms of the Link page

initiated the links 
from either the 
Manage your 

Query Results or 
Query Result 

pages

initiated the links 
from either the 

Entry page



Link Options
Find related entries

This option searches for entries in the 
databanks you have ticked, and which have 
links to the current query. The result is a list 
of entries in the selected databanks. 

Refine Query - show only results with 
related entries

This option searches for entries in the 
current query which have links to the 
databanks you have selected. The result is 
a subset of the entries with which you 
started. 

Show only results without related 
entries

This option looks for entries in the current 
query which do not have links to the 
databanks you have selected. The result is 
a subset of the entries with which you 
started.



Expression Linking
search for a link between two or more 
sets of results or between a set of 
results and a databank.



<
Entries in the set or databank to the left of the operator 
are returned if they have a link to any entries in the set or 
databank to the right of the operator. 

>
Entries in the set or databank to the right of the operator 
are returned if they have a link to any entries in the set or 
databank to the left of the operator.



Linking operations.

Operators Example Returns Entries in:

< Q1 < Q2 In Q1 that link to Q2.

> Q1 > Q2 In Q2 that link to Q1.

< & Q1 < Q2 & Q3 In Q1 that link to Q2 and 
Q3.

< | Q1 < Q2 | Q3 In Q1 that link to Q2 or Q3.

< ! Q1 < Q2 ! Q3 In Q1 that link to Q2 but 
not Q3.



Expression Linking Examples
If you have a set of EMBL entries in a query, Q3, 
which you wish to search for links with the 
SWISS-PROT databank, type:   

Q3 < swissprot
This will show the EMBL entries from the original 
query that have links to the SWISS-PROT 
databank. 

If you would rather see the SWISS-PROT entries that the 
above operation returned, turn the linking operator around 
so that it points towards SWISS-PROT: 

Q3 > swissprot
This returns the SWISS-PROT entries that have links with 
the entries in Q3.



Analysis Tools
SRS analyis tools are bioinformatics programs that use a 
databank query as input. The output file from an analysis tool 
is indexed in the same way as any other databank. This 
enables users to store and query their analyses. 



SRS与其他数据库搜索网站的一  
个很重要不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在SRS上不仅可以搜索到我们所要查询的
 核酸（蛋白）的相关信息，而且可以在查
 找到结果的同时对这些数据进行一定的分
 析处理。



这项操作可以通过SRS中的分析工具
 

来完成

在SRS首页的控制面板上可以选择
 键，便可进入分析工具的页面。



在SRS中可以通过两种  
途径来使用分析工具

一个是在页面左侧的

 Quick Launch

另一个是页面右

 侧的工具列表



这两种进入分析工具方式的主要  
区别在于：

Quick Launch的下拉菜单中直接显示分析

程序的名称；而在工具列表中则是按照程
序的功能进行分类的。

在工具列表中可以显示与这项工具相关的
其它信息。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选
择哪种方式进入程序。



进入程序后可以在输入序列的对话框中直
接粘贴上FASTA格式的序列，或是输入文

件名称。



在SRS中的TOOLS工具的使用方
 

法和其他的生物信息学的工具一
 

样。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在
 SRS中可以对搜索到的数据直接

 
进行相应的处理。



下面以CEA为例进行说明



在Library Page中选择Swiss-Prot,点击进入
Standard Query Form。在查找区域填入
CEA.点击，Search进行查找



找到相关的6个结果，根据查找的目的找到

相关的数据。在显示结果的页面的左侧的工
具栏中可以看到Tools的选项，点击该键，

便可进入对已选结果可以进行的相应的分析
工具的页面。





对查找的结果进行Clustalw处理，  
点击launch键



■点击result 查看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SRS可以方便快捷的查找

出相关数据的同时，并可以对得到的数据
作出准确地分析。这样就不会像以前在其
它数据库查出结果后再将结果进行分析那
么繁琐了。



SRS不仅可以在Windows下使用，而且也
可以在Unix环境中操作。

使用getz可以通过命令行进行数据库的查询。

例如：从SWISS-PROT 数据库中检索 azuri
结果列表

getz "[swissprot-des:azurin]“

SRS在UNIX下的命令行



SRS命令行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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