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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S简介SRS简介

Sequence Retrieval System，Sequence Retrieval System，

意即“序列提取系统”意即 序列提取系统

生物信息数据库检索系统生物信息数据库检索系统

集“查询 分析 保存”于一体的集 查询、分析、保存 于 体的

信息平台信息平台



SRS产生背景SRS产生背景

生物信息种类繁多且呈指数增长生物信息种类繁多且呈指数增长

大多数信息以文本文件存储大多数信息以文本文件存储

各数据库的查询功能有限各数据库的查询功能有限

难以进行跨数据库的查询



文本文件存储文本文件存储

利于不同类型数据的扩展利于不同类型数据的扩展

利于迅速增长的数据的存储和维利于迅速增长的数据的存储和维

护护

方便计算机处理方便计算机处理

能够直接供人阅读能够直接供人阅读



EMBL的数据格式EMBL的数据格式



GeneBank的数据格式GeneBank的数据格式



SRS的特点SRS的特点
查询针对文本文件数据

提供统一的网页操作界面

上千个数据库与上百个分析工具上千个数据库与上百个分析工具

能同时关联查询多个数据库能同时关联查询多个数据库

任意组合各种查询条件任意组合各种查询条件

可直接对查询结果进行分析可直接对查询结果进行分析



SRS与BLASTSRS与BLAST
两者都可以查询和提取序列数据两者都可以查询和提取序列数据

根据序列的不同字段信息进SRS根据序列的不同字段信息进

行关键词查找行关键词查找

过序 相似性 算法BLAST通过序列相似性比对算法

来查找来查找

SRS通过整合BLAST工具，也

可以实现BLAST功能可以实现BLAST功能



公用SRS服务器公用SRS服务器

EMBL (http://srs.embl.de/srs/) 
− SRS 8.2，102个库，6个工具

DKFZ (http://www.dkfz-heigelberg.de/srs) 
− SRS 7.13，769个库

( // )EBI (http://srs.ebi.ac.uk)
SRS 7 13 112个库 161个工具− SRS 7.13，112个库，161个工具

(信息来自：http://downloads.biowisdomsrs.com/publicsrs.html）



2 SRS使用实例2、SRS使用实例

1.SRS快速查询

2.SRS标准查询标准查询

3 SRS扩展查询3.SRS扩展查询

4 保存查询结果4.保存查询结果



EBI-SRS网站首页首页
工具栏

快速查询

批量提取



SRS快速查询SRS快速查询



快速查询的类型快速查询的类型
选项 含义 数据库

Nucleotide 核酸序列 EMBLNucleotide 核酸序列 EMBL
EMBLCON
EMBLCDS
EMBLANNEMBLANN

Proteins 蛋白序列 UNIPROT
UNIPARCUNIPARC

Structures 蛋白结构 PDB
Protein Families 蛋白家族 INTERPROProtein Families 蛋白家族 INTERPRO

Literature 文献 MEDLINE

Genome 基因组 ENTREZGENEGenome 基因组 ENTREZGENE
Mutations 突变 OMIM

M t b li P th 代谢途径 PATHWAYMetabolic Pathways 代谢途径 PATHWAY



EBI-SRS的数据库列表EBI-SRS的数据库列表



SRS快速查询实例SRS快速查询实例

以研究“乙酰胆碱受体蛋白”为例以研究“乙酰胆碱受体蛋白”为例



查询结果



查询结果条目(Entry Page)查询结果条目(Entry Page) 



结果条目的不同显示方式结果条目的不同显示方式



快速查询存在的假阳性结果
并

不不

是

我

们

要

查查

找

的的

蛋

白

引用文献中出现了我们查询的关键词引用文献中出现了我们查询的关键词



为什么会出现假阳性结果为什么会出现假阳性结果

( ( [{UNIPROT UNIPARC}-alltext:acetylcholine*]
&  [{UNIPROT UNIPARC}-alltext:receptor*]) 
|  [{UNIPROT UNIPARC}-alltext:acetylcholine receptor*] ) 

（1）alltext 则文字可能被包含于Reference中
（2）前两个条件，可能某条结果包含乙酰胆碱，（2）前两个条件，可能某条结果包含乙酰胆碱，

而受体却不是针对乙酰胆碱的受体



如何减少假阳性结果如何减少假阳性结果

添加引号后，查询语句变为：

[{UNIPROT UNIPARC}-alltext:acetylcholine receptor]

从而有效避免了一部分假阳性结果的出现



SRS查询语言SRS查询语言

SRS Query Language，为SRS系统实现的基础

接口（所有查询操作都会转换成为SRS查询语言接口（所有查询操作都会转换成为SRS查询语言

进行执行）

准确表示出查询语义

可任意灵活地组合各种条件，包括一些用网页操

作界面很难完成的查询操作作界面很难完成的查询操作

但学习和掌握起来难度较大

这里不再深入介绍



标准查询前需要先选择数据库



SRS标准查询界面SRS标准查询界面



SRS标准查询的字段选项SRS标准查询的字段选项

小技巧：当焦点位于该下拉框时，可以直接按字母键快速定位到某项



SRS标准查询实例

查询人的乙酰胆碱受体蛋白



子条目(Subentry)字段子条目(Subentry)字段





关于子条目字段的查询关 子条 字段 询
查询条件一：单个Reference:Authors字段询条件 单个 字段

查询条件二：两个Reference:Authors字段



第一个查询条件的结果：



第二个查询条件的结果：

结果多出一条！





子条目字段查询条件解释
查询条件一：单个Reference:Authors字段询条件 单个 字段

指被引用的同一篇文献的作者，需要同时包含两个人，

两个人为同一篇文献的共同作者两个人为同一篇文献的共同作者

查询条件二：两个Reference:Authors字段

指被引用的多篇文献的作者，需要同时包含两个人，

而两个人不需要为同一篇文献的共同作者



扩展查询前也需要先选择数据库



SRS扩展查询界面



扩展查询能够更详细地选择条件

示例：示例：

查询通过同源

推断得知的序推断得知的序

列长度在400
到450之间的

乙酰胆碱受体

蛋白



保存查询结果



保存查询结果的界面



3 高级应用技巧3、高级应用技巧

1 链接(Li k)1.链接(Link)
2.结果视图(View)
3.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4 SRS项目(Project)4.SRS项目(Project)



SRS链接(Link)SRS链接(Link)
数据库间的相互引用关系

对生物信息的理解与标注(annotation) 
链接把数据库有意义地关联起来

−例如：embl 与 swissprot之间的链接

就能说明某核酸片段序列有相关的，就能说明某核酸片段序列有相关的

蛋白序列蛋白序列

SRS对已存在的关联关系进行查询SRS对已存在的关联关系进行查询



SRS链接应用实例SRS链接应用实例

仍然以“人的乙酰胆碱受体”为例 先进行标准查询仍然以“人的乙酰胆碱受体”为例，先进行标准查询



查询得到结果查询得到结果



选择需要链接的库

选择PROSITE库，表示结果相关蛋白家族



链接结果

所得结果为：

人乙酰胆碱受体蛋白相关家族人乙酰胆碱受体蛋白相关家族

此时还可以继续进行链接



再次选择需要链接的库

选择SwissProt库，表示结果相关的所有蛋白



最终链接结果

所得结果为：

人乙酰胆碱受体蛋白

相关家族中的所有蛋白相关家族中的所有蛋白



链接类型

设A为前 次查询的结果 B为所链接的库设A为前一次查询的结果，B为所链接的库。

于是三种方式的结果分别为：

选项1：B2, B3, B4（相当于A>B）
选项2：A1 A2 A5 A6（相当于A<B）选项2：A1, A2, A5, A6（相当于A<B）
选项3：A3, A4（相当于A ! (A<B)）



结果视图(View)结果视图(View)
结果视图是结果页面的显示方式结果视图是结果页面的显示方式

可使用SRS系统默认视图可使用SRS系统默认视图

也可自定义视图（显示哪些特定也可自定义视图（显示哪些特定

的字段列）的字段列）



通常的查询结果视图



标准查询界面中直接定制视图标准 询界面中 接定制视图

按住<Ctrl>或<Shift>键进行多选



采用定制视图的结果页面采用定制视图的结果页面



对定制结果视图的管理对定制结果视图的管理



SRS数据分析(以ClustalW为例) 数据分析(以 为例)



选择分析工具参数



执行数据分析和查看结果执行数据分析和查看结果





SRS项目SRS项目
项目是指一组查询、分析等操作的总和

在没有登录 创建项 时进行查询 会自动在没有登录(创建项目)时进行查询，SRS会自动

创建一个临时项目，并将查询放入其中创建 个临时项目 并将查询放入其中

临时项目在用户离开SRS网站时会被自动清除

创建(非临时)项目可以将查询操作永久保存，可

以在不同时间 不同终端上来继续操作以在不同时间、不同终端上来继续操作

一些分析工具的配置参数，也能够被保存到项目些分析工具的配置参数，也能够被保存到项目

中来



创建项目创建项目



SRS项目管理界面项目管理界面

所有查询、分析的结果，以及创建所有查询、分析的结果，以及创建

的视图，都能在这里列举出来



本次内容总结本次内容总结

SRS查询（快速、标准、扩展）

SRS链接(Link)功能( )
对查询结果的分析对 询结果的分析

SRS项目的使用项目的使用

这些都只是SRS的基本功能。

还有更多的功能尚待进一步发掘使用还有更多的功能尚待进 步发掘使用。



进一步发掘方向进一步发掘方向

可进一步了解SRS查询语言，它能帮助我们更准

确地查找到所需数据确地查找到所需数据

多了解SRS中包含的各个数据库的含义，了解这多了解 中包含的各个数据库的含义 了解这

些数据库之间链接的含义

尝试SRS自带的各种分析工具

还可以使用其他网站的SRS系统（因为各个网站还可以使用其他网站的SRS系统（因为各个网站

所关联的库、包含的工具，以及数据库更新速度

都有所不同）

……



展望SRS展望SRS
SRS最早开发目的是一个以序列提取

为目的的工具为目的的工具

在整合了各种数据库和工具之后 如今在整合了各种数据库和工具之后，如今

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的生物信息研已逐步发展成为 个全面的生物信息研

究平台

SRS作为Biowisdom公司的一个重要产

品，其功能肯定也会更进一步得到改进

和提升和提升



SRS最新情况SRS最新情况
截至2008年6月21日

关联了1119个不同的数据库

截至2008年6月21日：

关联了1119个不同的数据库

集成了181个不同的数据分析工具集成了181个不同的数据分析工具

最新版本8.3，新增功能：最新版本8.3，新增功能：

−查询的提醒功能

−为数据添加标注(annotation) 
−定制工作流(Workflow) 

（信息来自：http://www.biowisdom.com/）



谢谢！谢谢！


